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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指南中，我们将分享 Autodesk 在工程建设行业追求数字化转型时确保开放性和互

操作性的方法。还将重点介绍我们为恪守改善互操作性的持续承诺所做的工作，并庆祝

我们实现了与促进开放和协作的社区始终保持联系。

开放式工程建设生态系统之关键

“ 在设计和施工的每个阶段，数字化转型已从可有可无变成了必

不可少。” 
-  Nicolas Mangon，欧特克公司工程建设战略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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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化转型
在工程建设 (AEC) 行业追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计算机辅助绘图 (CAD) 和
建筑信息模型 (BIM) 软件生态系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不断增长的数字数据流将所有设

计和施工阶段涉及的工具、人员和流程联系在一起。协作和创新方面的进步为团队和所有者

带来了更好的项目成果，为设计师、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带来了新的创意和业务视野。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软件互操作性不足会成为项目成功的绊脚石，使项目团队受挫并

将所有者置于风险之中。FMI 和 Plangrid1 于 2018 年进行的一项施工行业数字化研究表明，52% 
的返工是由数据不佳和沟通不畅导致的，仅在美国，就给相关公司带来了 313 亿美元的成本损失。在

平均一周内，“施工业员工将花费 14 个小时（大约 35% 的工作时间）来寻找项目数据或信息、处理错

误或返工以及解决冲突。”2无论数据来源是什么，确保项目数据的可用性、访问性和互操作性对于全面

利用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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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 Plangrid 是一家 Autodesk 投资组合公司。 

² Construction Disconnected: The High Cost of Poor Data and Miscommunication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blog.plangrid.com/2018/08/fmi-plangrid-construction-report

https://blog.plangrid.com/2018/08/fmi-plangrid-constructio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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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跨团队、工具和行业进行合作，以应对我们共

同未来的各种挑战。为此，Autodesk 致力于打造由无缝数据连接定义的开放

且可互操作的软件生态系统。” 

-  Amy Bunszel，欧特克公司工程建设设计解决方案工程副总裁

屏幕数据集来源：BNIM

随着各项标志着工程建设行业转型的 BIM 规定的出台，消除数据共享瓶颈和创建更无缝协作方式的美好前景越来

越接近现实。

Autodesk 在开发更加开放的 BIM 工作方式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主要是通过采用开放数据标准来实现

更好的软件互操作性和项目团队协作。

早在 1994 年，Autodesk 就是一家创始公司集团的成员，该集团的首要工作是打造一个行业软件

集，该软件集可定义并逐步推进开放的、与供应商无关的数据标准，促进在 BIM 中的协作。时至今

日，buildingSMART® 国际组织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服务和计划来支持 openBIM® 的发展和开放标准

的实施，从宣传和意识到培训和软件认证再到思想和技术领导。

现在，作为 buildingSMART® 国际组织战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Autodesk 积极参与各种技术辩论，

这些辩论促成了 openBIM® 的演进，从基于文件的数据交换方法演变为基于远程服务的现代化数

据管理基础设施。

了解更多 >

致力于开放数据标准 
开放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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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ildingsma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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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通用语言的数据
我们长期致力于跨平台互操作性事业，其中一项任务是 
我们将持续确保自己的产品组合符合 openBIM® 流程定义的严格认证标准。 

IFC4 导出认证
Autodesk Revit 针对建筑与结构件导出获得了双重 IFC4 
导出认证，这是 2020 年获得两项认证的首个 BIM 平台。我

们致力于跨所有专业领域支持 IFC，包括目前正在进行基础

设施实施试点的 IFC 4.3 模式。 

buildingSMART® 国际组织战略咨询委员会
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通过技术和战略指导以及

与 openBIM® 采用者和拥护者全球社区进行对话，支持 
openBIM® 标准及其采用。

开放设计联盟
我们与开放设计联盟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使得我们能够

使用 ODA 的 IFC 工具包， 
从而能够集成获得正式批准的新版本。

开放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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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操作性附加模块帮助实现工程建设 BIM 工作流 
Autodesk 提供并维护免费附加模块，帮助使用 BIM 的建筑师、工程师、承包商和项目所有利益相

关方更好地交换数据。

了解更多 >

“ 真正的互操作性取决于开放数据标准的采用和使用。更佳的数字工作流可以

改善行业协作，采用 openBIM® 方法的人们已经看到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

好处。我们与 Autodesk 等表现积极的成员合作以改进 openBIM 方法，利用

他们在软件和专业方面的知识与供应商和从业者共同努力，以实现更加开放且

数字化的生态系统的目标。”

-  Richard Petrie，buildingSMART 国际组织首席执行官

https://blogs.autodesk.com/infrastructure-reimagined/smarter-infrastructure-with-open-data-standards/
https://interoperability.autodesk.com


人人可用的通用数据
随着工程建设行业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趋向数据驱动，通过项目团队内部的

有效协作来管理复杂性对于简化设计和交付至关重要。

通用数据环境 (CDE) 在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个过程中，可充分发挥各工程建

设项目团队的协作潜力和生产力。CDE 通过在由各种规则和最佳实践构成

的框架内统一和标准化 BIM 流程，确保项目利益相关方和贡献者可以使

用、访问和互换项目和设计数据。CDE 不仅可以改善项目团队的数据和沟通

流，还可以在移交时提供项目的全面综合记录以及建筑物、桥梁或道路的丰

富数据集（用于下一阶段运营），为所有者和设施管理者提供有力支持。

Autodesk Docs 提供了基于远程服务的通用数据环境，该环境可以在整个

项目生命周期中支持诸如 ISO-19650 之类的标准信息管理流程。 
ISO-19650 是一项获得广泛认可的国际标准，被众多公共和私营领域所有

者共同采用，旨在定义有效的信息管理，以便跨专业领域项目团队和所有者

通过 BIM 进行协作。

了解有关 AUTODESK DOCS 中 CDE 的更多信息 >

开放式工程建设生态系统之关键

通用数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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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docs/overview?term=1-YEAR&support=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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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不断发展工具组合的过程中，与我们一起成长的开发人员社区给予我们许多启发，这

是一个利用 Autodesk 基于远程服务和桌面的 API 来拓展、自定义和扩大新 BIM 功能的解

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生态系统。

 

远程服务 API 和 FORGE 社区
开发人员可以利用 Forge 平台上基于远程服务的 API 构建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增强并集成设

计和工程数据、连接现有软件系统并创建全新的工作流，帮助公司更快、更智能地远程工作。

我们建立了一个由 8,000 多位第三方开发人员组成的网络，这些人员使用基于远程服务的 API 来扩展软件

解决方案的功能，获得了新的体验和价值。我们会定期发布稳定可靠的代码示例和资源，因此您无需从零开

始。即使您没有内部开发人员，Forge 认证系统集成商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与您一起构建 Forge 支持的应用程

序。Autodesk 拥有一支由专业专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可以为各公司提供全程支持。

有关 FORGE 的更多信息 >

远程服务创新者的社区

合作关系、集成和 API

“ Forge 的互操作性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与之前不得不为如此

多的数据格式寻找解决办法相比，它为我们节省了许多个月的

时间，加快了我们产品的上市速度。” 

- Zak MacRunnels，Reconstruct 首席执行官

链接到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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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ge.autodesk.com
https://forge.autodesk.com/customer-stories/reconstruct


不断扩大的产品专家和专业程序员社区通过创建可提高生产率的附加模块来自定义 Autodesk 产
品。即使只编写一些简单的实用程序来自动执行常见任务，也可以极大地提高团队或个人的生产率。

用于开发附加模块和扩展程序的 API 以及使用它们所需的资源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AUTODESK DEVELOPER NETWORK
许多专业软件开发人员都依靠 Autodesk Developer Network (ADN) 来支持软件开发和测试并帮

助将其解决方案推向市场。由 Autodesk 软件工程师主持的 ADN 提供博客、论坛和活动，以支持不

断扩大的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生态系统。Autodesk App Store 中有此专业开发社区构建的内容库、电

子书、培训视频、独立应用程序以及其他 CAD 和 BIM 工具。

了解更多 >

AUTODESK 工程建设行业合作伙伴
Autodesk 大力支持开发人员带来的主要好处是，兴起了一个充满活力的 Autodesk 工程建设行业

合作伙伴社区。Autodesk 工程建设行业合作伙伴是第三方技术和服务提供商，他们与 Autodesk 
合作，提供特定专业领域的解决方案，以扩展现成的软件功能，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各种业务挑战。

了解更多 >

API 扩展 BIM 创新

合作关系、集成和 API

开放式工程建设生态系统之关键 8

https://www.autodesk.com/developer-network/overview
https://www.autodesk.com/partners/aec-partners


Dynamo 是一种可视化的编程语言，它使大众均可访问强大的开发工具。用户能够通过一种可视化编程语言来构建针对特定工作、

行业和实践的参数化设计工具，而这种语言比其他语言更容易学习。它为 CAD 和 BIM 流程带来了自动化，并使 Autodesk 解决方

案组合之内和之外的工作流联系起来。Revit 和 Civil 3D 随附的 Dynamo 播放器允许共享参数化设计脚本，供非编码人员使用。用

户社区的独创性和热情就是 Dynamo 的动力。他们对代码和文档的贡献以及对开放源代码精神的拥护，扩大了 BIM 计算可能性的

范围。

了解有关 DYNAMO 的更多信息 >

合作关系、集成和 API

开放式工程建设生态系统之关键

开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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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ynamob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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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集成和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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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 Autodesk 与 NVIDIA Omniverse 平台的开放

式合作感到兴奋。这是建筑设计合作取得令人兴奋的进

展的重要一环。” 

- Cobus Bothma，Kohn Pedersen Fox Associates 总监

了解有关 AUTODESK 和 OMNIVERSE 的更多信息 >

孤军奋战无法获得更好的互操作性。多年来，Autodesk 一直与跨平台和行业的其他软件供应商合作，以支持工具和流程之间更无缝的连接。最近的三项合作

将不同行业的领导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塑造和定义工程建设工作流和协作的未来。

跨平台和行业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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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OMNIVERSE
我们与设计、业务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携手合作，在 NVIDIA Omniverse 中不断探索和创造。它基于 Pixar 的开源通用场景

描述格式，可在设计和工程生产过程中提供实时仿真和跨行业协作。

了解更多 >

UNITY
通过将 Unity 的二维、三维、VR 和 AR 技术与 Revit、3ds Max 
和 Maya 等 Autodesk 设计工具集成在一起，工程建设专业人员

可以从台式机、移动设备和手持设备快速创建、协作和启动实

时仿真。

了解更多 >

ESRI
我们正在与 ESRI 合作以集成 BIM 和 GIS 流程，旨在实现水平和垂直

工作流之间更高效的信息交换、最大程度减少数据丢失，并通过实时

深入了解项目提高生产力。

了解更多 >

https://www.autodesk.com/autodesk-university/content/The-Future-of-Connected-XR-Experiences
https://adsknews.autodesk.com/news/nvidia-omniverse
https://unity.com/partners/autodesk
https://www.autodesk.com/solutions/bim/hub/autodesk-es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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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1994 2005 2010

2008 2011 2014 2017 2020 2021

Autodesk 与 Bentley 
签署互操作性协议

Autodesk 以开源
方式提供 Revit 
的 IFC 导入/导出
工具包

IFC4 发布并集成到 
Revit 中

宣布与 Unity 建立合作关
系，以更好地集成设计和
仿真

Autodesk Docs 扩展了对 
ISO-19650 通用数据环境 
(CDE) 的支持。

Autodesk 和其他公司为基础设施工
作流试点实施 IFC4.3

1988

Autodesk 开发出早期
的开放文件格式 DXF

2002

收购 Revit 并 
开始开发 IFC 的
前身

1994 2005 2010 2013 2016 2020-2021
与其他行业领导者共同创
立行业协同联盟®* 

buildingSMART® 国际组
织创立 openBIM®

在 Revit 中添加 STL 
导出功能并发布开源
STL 插件

Revit 添加 COBie 
Extension

IFC 集成到 Autodesk 
Inventor® 

加入开放设计联盟

Autodesk 与 Trimble® 签署互
操作性协议

Revit 针对建筑与结构件导出
获得了 IFC4 导出认证

Autodesk Navisworks 添加 
COBie Extension

宣布与 NVIDIA Omniverse 
合作

不断推进互操作性
自 1988 年开发出 DXF 开放文件格式以来，Autodesk 一直致力于实现开放且可互操作的工程建设软件生态系统。我们将继续开发开放、安

全且无缝连接的平台解决方案，供现在和将来负责交付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项目团队使用。

宣布与 ESRI 合作，集成 
GIS 和 BIM 流程

* 成立“行业协同联盟”，于 1996 年更名为“国际协同联盟”，并于 2006 年更名为 buildingSMART® 国际组织。

 更多资源 >

历史和资源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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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utodesk.com/campaigns/digital-transformation/digital-transforma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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