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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信息模型

8.1 一般规定

8.1.1 初步设计阶段的建筑信息模型应包括该项目设计的总平面、建筑、结构、电气、给水

排水、暖通等专业模型。

8.1.2 模型在交付前，应进行准确性、协调性检查，提交的成果模型应与设计图纸保持一致。

8.1.3 建筑信息模型的建立应与各专业设计同步开展，各专业协同工作中的沟通、讨论、决

策应围绕建筑信息模型开展。根据各专业设计的知识框架体系，进行冲突检测、空间优化、

土石方计算等应用，主要公用管线宜进行管综协调。建筑、公用专业可从模型中生成二维图

纸。各专业明细表统计工程量可作为相关业务参考数据。

8.1.4 建筑信息模型应具有可扩展性，能满足工程项目其它阶段对模型的基本需要，包括信

息的获取、更新和管理；建筑信息模型数据的交付和存储宜采用通用格式，具有兼容性，以

满足信息数据互通互用的要求。

8.1.5 建筑信息模型软件版本宜采用最近 4 年正式发布的版本。

8.1.6 项目中的同专业或相同的结构形式应使用统一的软件和版本，项目中的不同子模型应

保持统一的建模及视图标准。

8.1.7 各专业及整体工程信息模型中应在红线范围内标记出建模基点,同一项目建模基点保

持一致。建模基点应标注坐标与高程，当建模基点的坐标为重庆独立坐标系时，宜增加提供

建模基点的 CGCS2000 坐标系经纬度。（在附表 2 中“模型定位基点”内填写）

8.1.8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等相关数据宜从建筑信息模型中提取，并应满足其评价标准相

关规定。

8.1.9 建筑信息模型电子文件与模型设计说明书（见附录，以表格形式填写提交）盖章后扫

描件一起通过 U盘或光盘交付。

8.2 建筑信息模型交付要求

8.2.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说明书（详见附录）

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总则

1）建筑信息模型所包含的各专业组成。

2）建筑信息模型的建模说明：

（1）模型定位基点设置；

（2）文件的基本命名规则；

（3）模型的拆分设置说明。

2 建筑信息模型软件平台

1）各专业模型采用的软件平台及版本；

2）各专业模型的数据格式与兼容性说明。

3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报告

1）主要应用点介绍：

（1）可视化应用；

（2）各专业碰撞检测；

（3）工程量统计；

（4）建筑信息模型出二维图情况。

2）其他参与方使用建筑信息模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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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模型

1 基本要求

1）设计模型应表现模型实体的主要几何特征及关键尺寸，可不表现内部构件组成；构

件所含信息包含构件的主要尺寸、安装定位、类型、规格及其他关键的参数或属性；

2）设计模型应提交原始文件，且该文件格式能在必要时转换成至少一种通用文件格式；

3）设计模型应为多专业合并模型。对于涉及大项目模型拆分情况，还宜提交拆分模型

及其定位参照与分专业模型；模型拆分文件的命名应与 8.2.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说明书一

致；

4）设计模型的模型元素命名应符合重庆市《建筑工程信息模型设计标准》DBJ50/T-280

第六章的规定；

5）公用系统色彩设置应符合重庆市《建筑工程信息模型设计标准》DBJ50/T-280 第 4.3

节的规定；

6）设计模型可根据实际项目的情况和需求对本规定中的深度要求增加表达内容。

2 总平面

总平面各项要求见下表。

模型

序号 分类 模型表达 模型信息

1 地形 准确表达地形标高及位置。
地形高程信息表达

准确（绝对高程）。

2 场地边界（用地红线）
准确表达场地边界（用地红线）

范围。

用地红线坐标与二

维图纸保持一致。

3 总平面区域划分

准确表达场地总平面区域划

分，如：道路、广场、停车场、

绿地、边坡等。

（1）构件命名、材质；

（2）高程与二维图纸

保持一致。

4 楼梯

准确表达构件标高、位置及尺

寸。
构件命名、材质。

5 无障碍设施

6 挡墙

7 地下建筑出地面井道

8 消防设计
准确表达消防车道、消防回车

场、消防扑救面、登高操作场地。

9
紧邻红线周边建筑物

及构筑物

准确表达场地周边建筑物、构

筑物的位置、高程、形状大小。

*10
轨道交通线路及轨道

结构外轮廓线

准确表达涉轨项目轨道交通线

路走向情况及轨道结构外轮廓

线。

（1）构件命名；

（2）与二维图纸保持

一致。

*11
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

范围分界线

突出表达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

范围分界。

（1）构件命名；

（2）与二维图纸保持

一致。

注：*内容适用于涉轨项目

视图

序号 视图 要求

1 场地总平面视图
构件

范围

（1）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2）同时表达建筑轮廓线、轴网、定位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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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内容适用于涉轨项目

明细表

序号 表格 要求

1 经济技术指标表
总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容积率、绿地面积、绿地率、

建筑密度等（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3 建筑

建筑专业各项要求见下表。

模型

序号 分类 模型表达 模型信息

1 楼地面

构件主体材质或外观材质

准确。

（1）构件的规格型号、几

何尺寸、主要材质；

（2）门窗防火等级、防火

墙等消防信息；

（3）隔声性能、可再循环

使用材料、可重复使用等绿

建信息。

2 屋面

3 内外墙（非承重）

4 楼梯、坡道、栏杆

5 电梯井道、设备竖井

6 内外门窗

7 阳台

8 雨蓬

9 电梯、电动扶梯
构件主体材质或外观材质

准确。

（1）尺寸、主要性能参数、

主体外观材质、所属公用系

统。10 卫生器具

绝对标高等；

*（3）明确与轨道项目水平距离、垂直距离最近处

各剖面位置。

视图

设置

（1）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序

一致；

（2）对视图名称、视图比例进行设置。

标注

标记

（1）主要道路绝对标高，建筑±0.000 及绝对标

高标注；

（2）主要建筑退让控制线尺寸标注；

（3）场地剖面线；

（4）风玫瑰；

（5）建筑名称、编号文字注释；

*（6）文字标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分界线。

2 场地剖面视图

构件

范围

（1）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2）准确反映建筑与轨道结构相对的位置关系，

基础形式和基础底标高。

视图

设置
对视图名称、视图比例进行设置。

标注

标记

（1）主要道路绝对标高，建筑±0.000 及绝对标

高标注；

*（2）建筑基础底标高。

3
总平面三维轴侧

视图

（1）设置仅含本专业全部模型内容的三维轴侧视图；

（2）构件材质表达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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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装配式墙板、整体卫生

间、集成厨房等装配式

构件；

着色模式下装配式构件的

整体外观颜色应明显区别于

其他非装配式构件。

装配式构件的分类应有

别于其他非装配式构件。

注：*内容适用于装配式建筑项目

视图

序号 视图 要求

1 建筑平面视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1）平面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

排序一致；

（2）应通过视图设置对相关专业在二维图纸中应

显示的构件全部显示。

标注

标记

（1）主要功能房间的名称和面积；

（2）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编号；

（3）两道尺寸标注。

2 建筑立面视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1）立面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

排序一致；

（2）应通过视图设置对相关专业在二维图纸中应

显示的构件全部显示。

标注

标记

（1）防火窗编号；

（2）主体外观材质表现；

（3）两道尺寸标注。

3 建筑剖面视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1）剖面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

排序一致；

（2）应通过视图设置对相关专业在二维图纸中应

显示的构件全部显示。

标注

标记

（1）功能房间名称；

（2）两道尺寸标注。

4
建筑防火分区平面视

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1）平面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

排序一致；

（2）应清晰显示防火分区整体布局、安全出口。

标注

标记

（1）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编号；

（2）防火分区编号；

（3）安全出口。

5 建筑三维轴侧视图

（1）设置含本专业及结构全部模型内容的三维轴侧视

图；

（2）外观主要材质表达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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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

序号 表格 要求

1 防火分区面积明细表 防火分区编号、面积、设计疏散宽度。

4 结构

结构专业各项要求见下表。

模型

序号 分类 模型表达 模型信息

1 基础
（1）构件类别正确。

（2）基础梁要求同“梁”。
混凝土强度等级。

2 承重墙

（1）应分层建模；

（2）顶部和底部标高应与

图纸一致。

（1）混凝土强度；

（2）钢材牌号（钢结构）。

3 柱

（1）应分层建模；

（2）顶部和底部高程应与

图纸一致。

（1）混凝土强度；

（2）钢材牌号（钢结构）。

4 梁

（1）标高准确；

（2）端点位置准确（钢结

构）。

（1）混凝土强度；

（2）钢材牌号（钢结构）。

5 楼板

（1）楼板降板范围及高度

应准确；

（2）应准确表达洞口位置

及尺寸；

（3）压型钢板组合楼板以

常规楼板简化表达，但应在

类型名称中注明楼板类型及

厚度。

混凝土强度。

6
复杂空间结构构件（桁

架、网架等）

（1）几何定位尺寸准确；

（2）可不表达节点构造及

次要细小构件；

（3）应对组合构件进行编

组，组名称为图纸构件名称；

（4）当构件种类过多时，

可采用主要构件截面简化表

达（网架）。

钢材牌号。

7 柱间支撑
要求同“复杂空间结构构

件”。
钢材牌号。

8 屋面支撑 要求同“梁”。 钢材牌号。

9 结构缝及后浇带

（1）应表达伸缩缝、沉降

缝、防震缝、施工后浇带的

位置和宽度；

（2）不需要实际建模或对

模型拆分，仅需用填充区域

后浇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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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10 预制构件
（1）构件类别正确；

（2）构件尺寸准确。
混凝土强度。

注：*内容适用于装配式建筑项目

视图

序号 视图 要求

1 结构平面布置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序一

致。

标注

标记

（1）板面标高及范围；

（2）梁截面尺寸；

（3）当构件为组合构件时，应标注组合构件编

号；

（4）复杂空间结构构件可不标注杆件截面尺寸。

*2 预制构件平面布置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1）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

序一致；

（2）通过视图设置区分现浇结构及预制结构。

标注

标记

（1）预制结构构件的定位尺寸；

（2）预制结构构件的规格型号。

*3 剖面图

构件

范围
二维图纸中的主要结构构件。

视图

设置

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序一

致。

标注

标记

（1）主要结构构件截面尺寸；

（2）主要定位尺寸及高程。

4 结构三维轴侧视图 设置仅含本专业全部模型内容的三维轴侧视图。

注：*2 内容适用于装配式建筑项目；*3内容适用于门式刚架结构

明细表

序号 表格 参数要求

1 墙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楼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体积。

2 柱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楼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体积。

3 梁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楼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体积。

4 楼板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楼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体积。

5 电气

电气专业各项要求见下表。

模型

序号 分类 模型表达 模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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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配、发电系统

（1）应表达高、低压开关柜、

变压器、发电机等；

（2）主要电气设备的标高与偏

移准确。

应录入主要电气设备型

号、编号、容量等基本信

息。

2 消防系统

（1）应表达消防控制室设备布

置。

（2）主要消防控制室设备的标

高与偏移准确。

注：其他系统参见表中所列系统要求

视图

序号 视图 要求

1 电气总平面图

构件

范围

（1）全部构筑物、建筑物的平面位置，建筑控制

线、用地红线、指北针（或风玫瑰图）；

（2）管线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序一致。

标注

标记

（1）应表达变、配、发电站位置、编号、容量；

（2）应表达比例、坐标网。

2 电气平面视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序一致。

标注

标记
设备型号、编号、容量等基本设备信息标注。

3 电气设备房布置图

（1）主要电气设备的平面布置和定位尺寸，如：高、低压

开关柜、变压器、发电机等；

（2）设备用房中的联络母线平面布置。

4 电气三维轴侧视图 设置仅含本专业全部模型内容的三维轴侧视图。

明细表

序号 表格 参数要求

1 电气设备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6 给水排水

给水排水专业各项要求见下表。

模型

序号 分类 模型表达 模型信息

1 给水系统

（1）应表达干管管道、主要

管道管件、主要管道附件（阀

门、表计等）、给水系统设备

（水泵、水箱、增压设备）等；

（1）管道：管径、材质、

系统类型、管道类别代号；

（2）管道附件：尺寸、

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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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道系统设置正确。 （3）设备：设备尺寸、

设备编号、性能参数，如：

水泵流量、扬程、效率、

功率等。

2 排水系统

（1）应表达干管管道、主要

管道管件、排水系统设备（水

泵）等；

（2）管道系统设置正确。

（1）管道：管径、材质、

系统类型、管道类别代号；

（2）设备：设备尺寸、

设备编号、性能参数，如：

水泵流量、扬程、效率、

功率等。

3 消火栓系统

（1）应表达干管管道、室内

消火栓、水泵接合器、报警阀、

水流指示器、自动跟踪定位射

流灭火装置、消火栓系统设备

等；

（2）管道系统设置正确。

（1）管道：管径、材质、

系统类型、管道类别代号；

（2）管道附件：尺寸、

性能参数；

（3）设备：设备尺寸、

设备编号、性能参数，如：

水泵流量、扬程、效率、

功率等。

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应表达干管、主要管道

管件、主要管道附件、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设备；

（2）管道系统设置正确。

（1）管道：管径、材质、

系统类型、管道类别代号；

（2）管道附件：尺寸、

性能参数；

（3）设备：设备尺寸、

设备编号、性能参数，如：

水泵流量、扬程、效率、

功率等。

注：其他系统参见表中所列系统要求

视图

序号 视图 要求

1 给排水总平面视图

构件

范围

（1）全部构筑物、建筑物的平面位置，建筑控制线、

用地红线指北针（或风玫瑰图）；

（2）给水、排水及消防主要管道。

视图

设置

平面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序一

致。

标注

标记

标注水泵房、消防水池、屋顶消防水箱、生化池（或

化粪池）、雨水收集池等给排水构筑物的平面位置。

2 给排水平面视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1）平面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

序一致。

标注

标记

（1）标注立管类别；

（2）标注管道管径。

3 水泵房平面布置视 （1）水泵房设备的平面布置如：水泵及其他重要的给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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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设备；

（2）机房内的主要管线、管件、阀门等。

4
给排水三维轴侧视

图
设置仅含本专业全部模型内容的三维轴侧视图。

明细表

序号 表格 参数要求

1 管道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系统名称、材质、管径、长度。

2 设备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设备参数、计量单位、数量。

7 暖通

暖通专业各项要求见下表。

模型

序号 分类 模型表达 模型信息

1 防排烟系统

（1）应表达机械设备（风

机）、风管、风管附件（风

阀、消声器等）；

（2）风管系统设置正确。

（1）风管：尺寸、材质、系

统类型、风管系统代号；

（2）风管附件：尺寸、性能

参数；

（3）设备：设备尺寸、设备

编号、性能参数，如：风量、

风压、效率、功率等。

5
送风系统

（含补风）

（1）应表达机械设备（风

机）、风管、风管附件（风

阀、消声器等）；

（2）风管系统设置正确。

（1）风管：尺寸、材质、系

统类型、风管系统代号；

（2）风管附件：尺寸、性能

参数；

（3）设备：设备尺寸、设备

编号、性能参数，如：风量、

风压、效率、功率等。

6
排风系统

（含除尘）

（1）应表达机械设备（风

机）、风管、风管附件（风

阀、消声器等）；

（2）风管系统设置正确。

（1）风管：尺寸、材质、系

统类型、风管系统代号；

（2）风管附件：尺寸、性能

参数；

（3）设备：设备尺寸、设备

编号、性能参数，如：风量、

风压、效率、功率等。

7
空调风系统

（含空调送、回风）

（1）应表达机械设备（风

机、制冷机房和空调机房及

热交换站中的设备、冷却塔

等）、风管、风管附件（风

阀、消声器等）、末端风机

盘管、室内机等；

（2）风管系统设置正确。

（1）风管：尺寸、材质、系

统类型、管道类别代号；

（2）风管附件：尺寸、性能

参数；

（3）设备：设备尺寸、设备

编号、性能参数，如：风量、

风压、效率、功率等。

8
空调水系统

（含冷媒系统）

（1）应表达空调设备、水

管道（冷媒管）、管件、管

（1）管道：管径、材质、系

统类型、管道类别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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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附件（阀门、过滤器等附

属元件等）的干管及主要支

管（可不表达空调末端设备

连接支管）；

（2）管道系统设置正确。

（2）管道附件：尺寸、性能

参数；

（3）设备：设备尺寸、设备

编号、性能参数，如：冷水泵

流量、扬程、效率、功率等。

注：其他系统参见表中所列系统要求

视图

序号 视图 要求

1 暖通平面视图

构件

范围
应与二维图纸保持一致。

视图

设置

平面视图名称及排序与二维设计图纸名称、排序一

致。

标注

标记

（1）风管尺寸、标高、系统标注；

（2）管道尺寸、标高、系统标注；

（3）设备参数、型号、系统编号标注。

3
暖通制冷机房布置

图

（1）制冷机房设备的平面布置如：制冷机、水泵、分集水

器、加压装置等；

（2）机房内的管线、管件、阀门等。

4 暖通三维轴侧视图 设置仅包含本专业全部模型内容的三维轴侧视图。

明细表

序号 表格 参数要求

1 暖通设备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型号、参数、尺寸等。

2 风管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系统名称、材质、管径、长度。

3 管道明细表 构件名称、类型名称、系统名称、材质、管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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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建筑工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设计说明书

建筑信息模型基本情况表 表一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阶段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工程性质 □民用 □工业 工程规模 m
2

工程特征 □精装修 □装配式建筑 □新建 □改扩建

主要参与人员

专业 建模 专业负责人
专业负责人

联系方式

建筑

结构

电气

给水排水

暖通

项目负责人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 申报初步设计审批或施工图审查时，本表签字盖章后与表二同时提交，其扫描件与

模型文件以光盘或 U盘为媒介交付。

2. 各参与人员签字均为手签。

3. 建筑信息模型应在施工阶段经施工单位深化后指导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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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信息模型基本情况表 表二

项目及子项名称:

设计阶段：□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序号 设计说明内容 实施状况

1 项目专业
模型所包含的各专业组成：□总平面 □建筑 □结构

□电气 □给水排水 □暖通 □其他

2 模型定位基点
例如：以建筑专业轴网的 A-1 点为定位基点，坐标系为 ，

坐标为 ，黄海高程为 。

3 文件的基本命名
例如：项目名称_子项名称_专业代码_楼层_文件描述（扩

展）_版次。

4
建筑信息模型软

件平台与版本
建筑信息模型软件及版本（含汇总模型软件及版本）。

5
建筑信息模型模

型交付格式
例如：交付格式为*.rvt。

6

模型拆分情况说

明(对于大型复杂

建筑，注明模型的

拆分逻辑和拆分

级数)

模型文件过大需要拆分的，按照：一级项目整体，二级区

域范围，三级包含专业的方式从高至低进行拆分情况说明。

例如：本次提交项目 xxx 综合体拆分为 1号建筑/2 号建筑/

裙楼/地下车库四部分，其中裙楼/地下车库包含建筑、结构、

公用专业。

7 备注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补充。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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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报告 表三

项目及子项名称:

设计阶段：□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序号 类别 实施状况

1 可视化应用

列举通过模型制作渲染图、漫游视频的场景名称、数量。

渲染图包括但不限于鸟瞰、主入口、主要功能空间；漫游视

频包括但不限于场地环视、主要功能路线。

（应另附渲染图，不少于 3 个场景，分辨率 1920X1080，

格式为.jpg，单张不大于 5MB；漫游视频，不少于 3 个场景，

分辨率为 1920X1080，格式为.mp4，长度不超过 2 分钟，不

大于 150MB）

2 各专业碰撞检测

简述检测结果。

（应另附主要碰撞点详表,不多于 50 条，格式为.doc

或.xls）

3 工程量统计

简述各专业工程量统计情况，例如结构专业按混凝土墙强

度等级、楼层统计了剪力墙、柱、梁、板的混凝土体积。

（应另附各专业按构件、类型统计的汇总表，构件范围不

小于本规定中明细表的要求，格式为.xls）

4
建筑信息模型出二

维图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例如是否采用正向设计软件进行标注

出图、利用从模型中导出的图纸完成设计图的数量及二次标

注内容。

（宜另附证明文件，例如模型视图与设计图局部对比，格

式为.doc）

5
其他参与方使用建

筑信息模型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例如业主单位通过云平台进行设计沟

通、造价公司采用模型工程量进行概预算编制。

（宜另附证明文件，例如通知、往来函件、工作成果，格

式为.doc）

6 其他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补充。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报告另附文件应放置在命名为“应用报告证明文件”的文件夹内，以本表“类别”命

名的二级文件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