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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TRODUCTION数字孪生科技引领者

北京知优科技有限公司，以“构建数字世界，专注数据赋能”为使
命，汇集全球建筑科技领域顶尖人才，依托自主研发的 ZHIU-CTOS 引擎，
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CIM 等前沿技术，打造数字化城市新型基础
设施，专注于城市建设更新及运营管理的全过程数字化赋能。由多名国
内外博士领衔，知优科技拥有近百人的技术研发团队，积累了近 60 项
专利及著作权，荣膺了新国门领军企业、雏鹰人才企业、SCEWC 世界
智慧城市大奖等多项荣誉。技术产品已在国内外近 100 个客户、近 300
个项目上落地应用，覆盖城市建设、片区开发、城市管理、园区运营、
市政维护、地产开发等多个行业领域。

Founded in 2018, ZhiuTech, with a mission of creating a digital world and empowering industries 

through data, has been attracting elites and top talents in AECO and Tech industries to gather. 

Merged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from digital tw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CIM), ZhiuTech has developed a self-owned and cross-function platform named ZHIU-

CTOS engine. The Engine enables the users to create a digitalized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empower 

the digitalization of city’s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ZhiuTech has attracted over 

100 talents to join our R&D team, including numbers of PhDs from world’s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and laboratories. Our R&D Team has obtained more than 60 patents and intelligent properties as 

well as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wards including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2020 World Smart City Award etc. Our products have been applied to over 300 projects, which covers 

urban construction, urban management, campus operation, infrastructure maintenance and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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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TRODUCTION 数字孪生科技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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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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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HK( 型建香港 )
BIM 大奖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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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业务布局，全球蓄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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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能力
PRODUCT TECHNOLOGY

知优拥有自主研发的 CIM 底层、数据重建、智能决策算法为主的核心技术，形成了【模型
治理】+【数据调度】+【图形表现】三套组件构成的 ZHIU-CTOS 数字孪生引擎，可完美实现
多源异构数据集成与分发、模型统一与编码批量融合、业务应用与模型灵活调度等技术能力应用，
支撑城市数字孪生以模型为基础的数据化、业务化与交互化。

公司以 ZHIU-CTOS 引擎为基础，结合专项业务学术背景和行业特色应用经验，打造 CIM
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平台和 CIM+ 城市全要素基础平台核心业务产品，全面赋能城市建设过程与
空间资产运营的转型升级，达成业务数字化和数字业务化的双轨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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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TECHNOLOGY 产品技术能力

核心产品 D3
数字孪生引擎

模型轻量化 模型增量化

拓扑处理

通过对模型的处理，
实现模型的数据化

模型治理引擎

模型转化

构建编码

图形渲染 像素推流

GPU 资源管理

通过对业务的设计，实
现数据的交互化

图形表现引擎

图形交互服务

面向端的渲染服务

数据提取 数据融合

数据分解

通过对数据的融合，
实现数据的业务化

数据调查引擎

数据重组

数据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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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核心功能亮点

对城市建设开发过程中各类数据进行汇聚和管理，建立时空基础、公共专题、物联感知、工程建设、规划
设计和业务执行等主题库，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为数据的基础和业务应用打下 CIM 数据孪生基础。平台可以
实现各类数据时间空间维度融合，并提供测量、标注、漫游、叠加等基础工具，同时也可通过图层叠加、空间
展示等工具，实现对城市空间从建筑单体、社区到城市级别的模拟仿真和空间分析能力，辅助数据查询和分析，
为业务专项功能提供数据和工具基础。

支撑片区开发和城市更新类项目对于项目全周期中资金和进度两个核心条线的管控，为平台公司提供资金
计划管理、投资收入管控、资金风险预警和投资测算分析等功能，保障项目资金高效利用，同时跟踪项目进度，
保障项目关键里程碑节点准确完成。

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CIM 平台通过对空间数据融合的展示，辅助管理者进行土地资源现状分析，同时对
规划方案进行仿真模拟，与现有规划管控指标要求进行校核，对方案进行比选和分析，对方案进行投资时序模
拟，辅助管理者进行决策；

在项目工程建设阶段，基于 CIM 平台建立“云 + 端”新型智慧化建设管理模式，解决城投等平台公司难以
全面覆盖片区管控痛点，建立业主端平台实现多项目综合态势和分级预警管控，施工方按照管理和技术要求，
搭建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并接入业主平台，将工程现场安全、质量、人员和设备等进行全面实时监督管理；

在项目策划招商阶段，基于 CIM 平台对未来片区规划进行仿真还原，提前对外进行宣传推介，将产业导入
和企业招商工作前置，通过先进数字案场和一键招商楼书等工具，赋能招商运营人员，更高效便捷的扩大项目
影响力，促进片区的产业发展。

全要素基础信息（基础）

全周期管控核心条线 - 两横

全周期管控关键业务 - 三纵

CIM 城市智能开发
新区建设 / 片区开发 / 城市更新

关注新区建设、城市更新过程中多元化项目统筹、全周期工程管理、规建管业务融合等行业需求，打造基
于 ZHIU-CTOS 的 CIM 城市建设综合管控平台，覆盖城市 “规、建、管、运”全过程业务数据及功能应用，解
决规划设计难以全面、投资测算依赖经验、过程监管难以深入、产业导入手段单一等各类痛点，助力政府与平
台公司在城市建设中的决策效率、执行保障和成果质量提升至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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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INTRO CIM 业务

解决方案架构图



CIM+ 数字基建
智慧园区 / 智慧社区 / 智慧市政

利用自研 ZHIU-CTOS 引擎组件中数据治理、数据调度和图形表现等顶级孪生能力，打造 CIM+ 城市全要
素基础平台，与 AI、IOT、5G 等技术融合应用，实现城市空间资产信息可视化和行业管理运营功能化，突破智
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市政等各行业智慧化建设中数据融合和价值应用的能力瓶颈，融业务与空间一体、让
技术为管理赋能、用数据为运营增智，最终实现城市核心空间资产运营的数字化转型！

CIM+ 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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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INTRO CIM+ 业务



福州团队 成都团队

清华 110 周年校庆校友返校活动暨智慧城市论坛知优科技与邮科通信合作

BEYOND Expo 知优展厅 参政议政的 KAI 代表

第三届“智建杯”智慧建造创新大奖赛 2021 数字生态英雄会颁奖晚宴
智耘与济南城投集团参加 2021 山东
（济南）应急文化和装备博览会

ABOUT US
新年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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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新年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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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国际 BIM 大奖赛（右四，刘智辉）陈世卿院士（科技顾问）到访青岛智耘

孙上在成都市委书记研究未来社区和片区开发的专题会上建言献策
（孙上，第三排左四，饶时禹，第三排左五）

BEYOND Expo 晚宴现场
（从左至右：卢刚、尹恺、孙上）

腾讯数字生态大会（右一，沈旭） BEYOND 科技创新大奖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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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S

1. 城市开发 CIM 智慧平台

2. 大数据决策系统

3. 智慧城市管理系统

4.BIM 轻量化系统

5. 智慧楼宇运维系统

6.BIM 施工数据集成管理系统

7. 智慧规划一张图系统

8. 三维全息可视化系统

9. 智慧警务指挥系统

10.CIM 数字孪生模型处理引擎系统

11.CIM 数字孪生数据应用引擎系统

12.CIM 数字孪生图形引擎系统

13.CIM 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平台

14.CIM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15.CIM 政务服务管理平台

16.CIM 智慧城市规划策划管理平台

17.CIM 智慧孪生基础信息平台

18.CIM 智慧市政系统

HEADLINES
誉荣

1. 新国门领军企业

2.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4.U30 雏鹰人才企业

5.2021 中国数字生态英雄榜智慧
城市服务领军企业

6. 腾讯云智慧地产智能建造杰出合
作伙伴

7. 第一届 BEYOND 科技创新大奖

8. 新国门领军人才 - 孙上

9. 新国门领军人才 - 祝瑞

10. 全球女性赋能能源转型计划

- 饶时禹

作著
件软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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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S

奖获
目项

• 第二届“智建杯”智慧建造创新大奖赛金奖

• 第六届国际 BIM 大奖 The Best BIM Operation Award

• 第十二届创新杯建筑信息模型（BIM）一等奖

• 第三届“市政杯”BIM 应用技能大赛三等奖

• 第十届龙图杯 BIM（建筑信息模型）全国大赛优秀奖

南京星河 WORLD BIM 智慧运维管理平台 

• 第六届国际 BIM 大奖 The Best BIM+CIM Award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CIM 平台 

• 第三届“市政杯”BIM 应用技能大赛三等奖

济南小清河生态景观带改造提升工程
CIM 智慧景观系统 

• SCEWC 世界智慧城市大奖

• 第十二届创新杯建筑信息模型（BIM）三等奖

CIM 赋能青岛西海岸新区
泊里镇智慧城市建设 

• 第二届“智建杯”智慧建造创新大奖赛银奖

• 第三届“市政杯”BIM 应用技能大赛三等奖

CIM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区域投资开发建设：
马山镇 CIM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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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S
利专

明发

HEADLINES

目项
范示

1. 树状结构模型生成及加载方法、装置、存
储介质及设备

2. 一种基于智慧建筑的全景三维交互混合现
实方法

3. 基于建筑信息模型运维的云端渲染方法

4. 用于智慧城市 OCC 树的几何图形锥体实
现方法、装置及存储介质

5. 基于 GPU 云服务器与 5G/WIFI6 网络传输
技术的移动 VR 开发方法、系统及介质

6. 数据可视化展示的方法、装置、电子设备
及存储介质

7.BIM 模型在不同终端融合应用的系统

1. 新区建设 CIM 管理系统 - 山东省企业优
秀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技术创新）

2. 土地投资分析 CIM 平台 - 山东省企业优
秀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技术创新）

3.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CIM 智慧孪生
城市项目 -2020 年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科
技计划项目

4. 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数字信息模型规划
模块服务 -2019 年度济南智慧城市示范应
用奖

5.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信息模型搭建服
务 -2020 年度济南市新型智慧城市示范试
点项目

6.“CIM 技术支撑新型智慧城市治理与服
务”案例 - 山东省工信厅 2021 年度省级
大数据“三优两重”名单



22 NEWYEAR BOOK2021

COMMENTS FROM FRIENDS 挚友说

23NEWYEAR BOOK2021

COMMENTS FROM FRIENDS挚友说

挚 友说





26 NEWYEAR BOOK2021

OUR PROJECTS 数字孪生版图

27

OUR PROJECTS数字孪生版图

NEWYEAR BOOK2021

数

孪
字

生
01 数字孪生·城市

02 数字孪生·交通枢纽

03 数字孪生·新招商

04 数字孪生·市政

05 数字孪生·文旅

06 城投数字化转型

07 研发·CIM 基础信息平台



为管理数据赋予空间标签：渔业村数字孪生底座
从时空维度打破数据壁垒：渔业村系统集成、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城市治理精细化现代化：党建引领、乡风文明、智慧民生、安防报警、交通管理、兵役管理
产业发展数据清晰可视：市场管理、不动产管理、产权交益、生态农业
城市运营整体统筹 

数 字 孪 生 · 城 市
D I G I T A L  T W I N  · C I T Y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渔业村，在册人口 1172 人，建造
了营业商铺 1000 余间，八商区市场配套房 2000 余间，2020 年的渔业村年收
入 6005 余万元，村集体资产超 4.3 亿元。

率先富起来的渔业村不断追求更高的民生福祉和产业发展质量，本系统是
对“要加强社会治理，探索村民小区数字化、智慧化管理手段，加强老旧小区
改造，增强村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广泛听取群众呼声，有效化
解矛盾纠纷。”上级对盛泽镇渔业村发展要求的积极响应，是城乡融合发展、
智慧新农村建设的实践。系统是渔业村运行大数据的三维可视化管理平台。系
统集成了渔业村基础交通、商户、居民、党员、监控、交通、叉车等数据，通
过 GIS+BIM 视觉及 AI 引擎对运行大数据进行叠加，在村庄安全、交通等领域
进行交叉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理相应问题，整体提升管理质量和效率。

项目概况

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渔业村

28 NEWYEAR BOOK2021

OUR PROJECTS 数字孪生版图

D I G I T A L  T W I N  · C I T Y

潮汐停车：车位共享、时段出租
生活商圈：民生服务、特色店铺
沟通平台：政令及时触达、实时反馈、投票表决、调查问卷
安防管理：视频监控、溯源分析、精准定位
智慧养老：智慧水表监测、一键报警、智能穿戴
智慧党建：社区治理、党员管理、活动组织
邻里互助：志愿者服务、老幼关怀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张金名片，东与水巷社区接壤，南
与中亭街社区相望。周边片区共有 15 个小区、住宅楼 88 座，居民 4662 户，总人数近
11790 人。上下杭周边片区商业繁华，流动人口多，楼宇多为下商上住的开放式老旧小区，
我们以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事情为出发点，通过打造后洲欣榕智慧社区，让人们的生活
更加便捷、舒适、高效，为社区营造宜居的环境，优化停车管理，帮助物业更智能的管
理小区，解决社区管理日常工作中的痛点难点。该项目全面囊括了政府，居民，物业，
企业四方，打造了潮汐停车，高空抛物，生活商圈，沟通平台，智慧养老，智慧党建等
亮点模块，得到了台江区领导的高度认可。

项目概况

福州水巷智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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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模拟：自然光照变化模拟、模拟结果热力图及建议新设传感器点位分布、照明设备自动控制算法、电力资源节约量对比
空调控制：手机遥控 APP、电力资源节约量对比、空调开关状态可视化、空调温度可视化
电力可视：电力资源现状可视化拓扑图、电力资源余量不足告警、电力资源使用逻辑及说明、电力资源可视化调度模拟、

电力资源节约量对比、自动计算改电成本、自动生成改电审批单、自动计算改电影响区域。

数 字 孪 生 · 交 通 枢 纽
D I G I T A L  T W I N ·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H U B

深入机场航站楼日常运维管理业务需求，以航站楼智
慧化综合运维为目标，提升航站楼能源使用表现为核心功
能，用科学研究态度进行项目执行。通过光照模拟实验，
迭代出基于光照传感数据的灯光自动调节算法，纳入 CIM+
平台控制模块，在不增加照度传感器数量和保障照明的前
提下，实现了航站楼指廊自然采光和人工光照结合的优化，
成功大幅降低照明能耗。

平台也将航站楼内电力资源的分布状况进行数字孪生
仿真还原，该模块可辅助管理人员直观了解电力资源的用
量、分布及电力资源余量。对于新增电力资源使用需求，
可自动快速模拟，并给出最优调度逻辑，既满足新的用电
需求，又可保障不会超过电力资源的供给额度，避免发生
超额造成的大范围运行中断，确保航站楼内部电力系统的
稳定性和高效性。

项目概况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运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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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岸线港区重大危险源码头、泊位、堆场、运输管线、物
流运输体系进行全港三维可视化大场景展示，数字孪生再造
威海港，数据为媒赋能信息港。
13344:
一采集 : 港区、码头、泊位、堆场、集卡、轨道吊等
三主线 : 船舶作业、场站作业、道路运输
三核心 :CIM 数字孪生引擎、Al、数据中枢
四应用 : 生产调度客户服务、安全管理、物流仓储
四主体 : 散杂货、集装箱、客滚中心、冷链中心

D I G I T A L  T W I N ·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H U B

围绕“智慧港”、“信息港”、“安全港”目标，梳
理港口的决策、管理、业务、资源等要素，知优科技为港
口 5.0 时代，搭建 CIM+ 港口孪生底座，打造港口运行“一
张图”，并开发运行评级、生产调度、安全管理等功能模块。
其中，运行评级模块为业主方提供海量的港口运行历史数
据和现行运行情况，业主可据此合理设置改进措施和周期
性目标，为港口科学持续发展提供数据支撑；生产调度模
块是港口生产运作管理系统的核心，基于 CIM+ 孪生底座，
可对船舶作业、货物管理、吞吐量管理等具体板块进行统
一调度管理，保证生产计划组织实施中一系列部署、指挥、
检查、督促、协调和平衡的稳定落地，最终保障港口的经
济效益；安全管理模块则通过 3D GIS、数字模型与视频监
控数据融合技术，结合港口视频监控设备和动态作业数据，
实现实景模型与视频数据的无缝融合。

项目概况

山东港口集团威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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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孪 生 · 新 招 商
D I G I T A L  T W I N  · I N V E S T M E N T  P R O M O T I O N

32 NEWYEAR BOOK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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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营销：用户行为分析、案场分析、客群统计、户型分析、活动管理、业绩报表
一键生成招商报告：一键生成项目概况、园区全景、技术指标、出租状态、意向户型定位平面图等
VR 看房：360°全方位漫游，可浏览园区全景，办公区精装效果
数字案场：数字沙盘、VR/MR 看房、数字化互动体验、沉浸式体验
定制化装修：3D 精装样板间、多种装修风格切换、硬装软装材质、颜色切换、组合部件个性化移动

通过先进数字案场和一键招商楼书等工具，实现对项目定位、整体规划、产业配套、招商政策、
楼层空间等全面的数字孪生模拟，用跨时代的技术能力赋能招商运营人员，更高效便捷的扩大项目
影响力，同时强化招商跟踪和分析能力，为招商推介和运营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最终促进双子塔的
产业发展。

项目概况

D I G I T A L  T W I N  · I N V E S T M E N T  P R O M O T I O N

深圳星河雅宝双子塔 BIM 智慧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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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孪 生 · 新 招 商
D I G I T A L  T W I N  · I N V E S T M E N T  P R O M O T I O N

汉港招商系统是辅助地产商招商、客户管理、合同管理、租金管理的工具。
系统包含三个产品。楼书小程序通过 WebGL、交互视频、全景浏览、VR 等
技术更加直观的展示房源。商管系统管理既有和潜在客户的合同和意向。BI
驾驶舱通过收集小程序和商管平台的数据进行更高维度的解读分析辅助地产
商进行下一步的决策。

项目概况

汉港·凯旋中心商业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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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G I T A L  T W I N  · I N V E S T M E N T  P R O M O T I O N

对地产开发项目进行沙盘式互动展示，改变以往的营销方式让客户能够在
高仿真的模式下对楼盘由宏观到微观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省去频繁参观样板间的时间，提高不同户型间切换的效率

项目概况

北建工地产怀柔招商
数字孪生综合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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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孪 生 · 市 政
D I G I T A L  T W I N · M U N I C I P A L

传统路灯升级为智慧灯杆，运维方式也须随之转变。知优科技
依托 CIM+ 城市全要素基础平台，打造 CIM+ 智慧灯杆综合管控中心，
实现对智慧灯杆等微系统的统一管理，塑造安全、有序、便捷的城市
生活环境。CIM+ 智慧灯杆综合管控中心以 CIM 技术为核心，融合数
字孪生、物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综合管控平台支持云化部署和集约
化管理，实现对灯杆挂载设备的测试准入、生态导入、管理、控制、
运行监测，协助管理部门实时准确掌握现场设备情况，有效维护设备
的安全运行，形成了一套“顶层设计 + 业务应用”的管理逻辑，为市
政管理提质增效。此外，该平台也可作为当地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节
点和组成部分，接入智慧城市管理大平台。

项目概况

青岛市城阳区智慧灯杆综合管理系统
孪生还原灯杆场景：道路场景至灯杆内部构件孪生还原，联动场景实时反馈
运行状态全掌握：驾驶舱漫游、能耗统计、挂载设备在线率、灯杆概览、告警 / 工单统计
能耗监测将本增效：月度 / 年度能耗分析、能耗系统分布、灯杆能耗排名、设备在线统计
设备维护直观掌控：告警统计、告警类型 / 级别统计、工单统计、工单完成度、工单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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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G I T A L  T W I N · M U N I C I P A L

在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内以全新的信息化思
维方式和智能化技术手段，打造新马山。运用最
新的科技技术，以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手
段，精准高效的进行城市策划规划和设计建造。
在城市生长的过程中培养马山的数字化基因，
打造数字孪生。将马山建设成为真正的具有“思
考大脑”的智能城市；打造科技建造、智慧新
城的标杆项目，智慧灯杆 CIM 综合管理平台以
CIM 技术为核心，融合数字孪生、物联网及大数
据等技术，实现灯杆所在环境的高精度仿真模
拟与预设、智慧灯杆挂载设备运行状态感知管
控与反馈、能耗监测与分析、突发事件告警处理。

项目概况

马山镇多村整合新型社区智慧市政

祥龙管廊是针对成洛大道综合管廊数字孪生
管理平台。管廊建模一比一真实还原，包括土建
和几点模型。对管廊内所有的 PLC 设备进行了远

程监测，实时读取设备数据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辅助管廊运营方更高效的进行日常运维工作。

项目概况

祥龙管廊运维平台

综合管理：指标概览、项目 / 道路切换、照明控制、灯杆展示
环境监测：环境指数、气象监测、环境监测、环境分析
智能安防：视频监控、一键求助、远程对讲、统计分析
智慧生活：无线 WiFi、智慧屏幕 / 预览、智慧广播、智能充电
设备运维：运行监测、故障预警、工单派发、工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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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孪 生 · 文 旅
D I G I T A L  T W I N  · T O U R I S M

浮龙湖景区 BIM 智慧运维管理平台旨在实现景区在实
体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孪生互动，形成对全区运行态势
的全景展示；实现数据的综合管控，通过场景驱动实现可
信数据连接，为项目的开发、实施、部署提供支撑。通过
对接各个子系统的服务接口，提供系统化、整体化服务，
并通过目录与负载均衡服务提供个性化服务。

结合景区地理信息情况，建设景区 CIM 数字孪生底座，
生产制作浮龙湖景区 2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数字化地理信息
场景，包括数字地理信息地图、景点景观、建筑物、主干道、

支路、场景绿化及各类配套设施的孪生模型生产制作。依
托计算机图形学前沿技术，以 CIM 技术搭建浮龙湖景区地
形地貌、建筑空间数字基底，融合 AIOT 实时动态数据及业
务应用数据，构建景区重要要素孪生体，实现现实向虚拟
的孪生，并作为数字引擎驱动区域建设与发展，推动数字
化转型升级。通过对景区重点建筑双中心大楼进行 BIM 精
细化建模，接入各子系统的运行监控，支撑景区的智能化
运营管理，以提高景区智慧化管理水平，实现景区的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项目概况

浮龙湖智慧文旅
BIM 标准全面贯彻：
场景模型：C-B-A-S-P-L
建筑模型：C-B-A-S-P-L
室内装饰模型：L-L+-R-R+
空间数据协同加载：OSGB、3DBIM、KML、TIF、HGT
CIM 孪生底层引擎：基础信息、综合决策、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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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集团举办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填报业务培训

城 投 数 字 化 转 型
D I G I TA L I Z AT I O N  O F  U R B A N  I N V E S T M E N T  A N D  
DE V E L O P M E N T  E N T E R P R I S E S

平台以两目标、两条线、三大库、五大功能，即“二二三五”的建设
理念，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实现集团项目管理体系化、集成化、即
时化、精准化、互动化。

两目标：资产数字化、数据信息资产化；
两条线：资金管理线、进度管理线；
三大库：项目库、土地资源库、房屋资产库；
五功能：“创、报、控、管、查”五大功能点。

项目概况

济南城投项目管理平台
创：项目库 -- 用智慧化手段助力集团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报：数据填报—开通集团各子公司数据填报页面，保障项目信息实时性
控：资金管控 -- 项目资金精细化管控，辅助集团管理决策
管：进度管理—建立统筹推进的管理机制与标准体系，全方位、多角度直观管理项目进度
查：指挥中心 -- 打造领导驾驶舱，保障集团项目状态全盘掌控

39NEWYEAR BOOK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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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发 · 数 次 迭 代 的 C I M 基 础 信 息 平 台
R E S E A R C H · C I M

需求大会

张路（项目经理 / 助理）：我想要一个简单易用的文件管理系统，来管理我从客户那里获取
到的各种数据和文件；以便于随时查找和使用。

James（技术开发人员）：我想要一个简单易用的文件管理系统，来管理我从项目经理 / 助
理那里获取到的各种数据和文件；以便于随时查找、使用、发布服务和管理接口。

李斐（客户中高层领导）：我想要一个简单好用，不复杂的页面或者系统；以便让我随时能
很快看到我想要的 CIM 信息。

安安（项目经理 / 助理）：我想要一个能够快速把数据出成果的功能；以便于快速把原始
CIM 数据变具体、好看、好用。

秦风（客户工作人员）：我想要一个简单易用的文件管理系统，来管理我从各部门那里获取
到的各种数据和文件；以便于随时查找、使用、分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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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发 · 数 次 迭 代 的 C I M 基 础 信 息 平 台
R E S E A R C H · C I M

CIM 基础信息平台
基于数字孪生的新型智慧城市成为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

趋势和热点，CIM（城市信息模型）是数字孪生城市的基础
核心，通过 BIM、三维 GIS、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T）、
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以三维城市空间地理信息为基础，
叠加城市建筑、地上地下设施的 BIM 信息以及城市物联网
信息，构建三维数字空间的城市信息模型，形成与实体城市
“孪生”的数字城市，实现城市从规划、建设到管理、运行
的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的数字化、在线化和智能化，改
变城市面貌，重塑城市信息化生态。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 CIM 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将 CIM
及 BIM 相关技术开发与应用设为鼓励性产业，并鼓励开展
CIM 平台建设试点，将 CIM 平台建设作为加快推进新型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城建”）的重点任务。立足智慧城市
和三维 GIS 多年的建设经验，充分研究用户需求，基于自主
研发“通用 CIM 基础信息平台”，集成 BIM、IoT、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努力构建“全、真、智、泛”
的 CIM 全息平台解决方案。

基于数本产品设计及开发是想要打造一
个工具性平台，使得用户能够：

①高效管理自己所拥有的 CIM 基础信息
（CIM 数据）
② 优 化 数 据 的 信 息 表 达 内 容 及 效 果    
（CIM 图层）
③高度自定义地组合各个 CIM 基础信息
并搭建展示分析场景（CIM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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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见

01 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开发建设管理的必由之路

02 CIM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区域投资开发建设

03 青岛泊里镇：CIM 技术支撑新型智慧城市治理与服务

04 Beyond Level of Detail into AM/FM

05 Modular Data Analytics and Reporting in Facility Management 
       ‒ Five Modules

06 Scoring System for Facility Health Assessment

07 Sustainability in Facility Management

08 The Center-Hub of Data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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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迪生

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知优科技科技顾问

一、中国特色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城市的

崛起、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
本保障。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由建设城市向打造城市带、城市群转变，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战略的确立带来了国家发展的新机遇，同时带来了城镇化发
展的新挑战。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前所未有，规模大、速度快、复合性强构成了中国特色城镇化的
主要特征。一是，规模大。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
百万平方公里级的城镇化体量。相较于发达国家城镇化率 80% 的平均水平，中国城镇化
进程仍有较大空间，而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 1%，都意味着有一千五百万人走进城市，中
国的城镇化发展依然规模巨大。二是，速度快。过去 4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提升了 40%，
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中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决定了中
国城镇化仍将高速发展。三是，复合性强。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
迁移的过程，既要促进城镇化发展又不导致城乡失调，需要解决农民城乡之间流动、城
乡产业发展失衡、土地征用快但利用效率低，以及不同阶层群体间资源分配不均等系列
问题。

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特征，城市带、城市群战略的部署，为城市开发、建设、运营管
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过去 40 年城镇化发展的方法理念、技术模式难以适应当下中国特色
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亟需新的思路理念和科技手段来处理如此复杂的系统性问题。随
着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中国特色城镇化开发建设管理的数字
化转型势在必行。

二、城镇化开发建设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中国的城镇化以政府为主导，通常由城市建设平台公司以片区投资开发的方式来实

施，其业务内容复杂、专业程度高，是一项要综合处理成百上千平方公里区域开发建设
管理的系统性工程。城镇化开发建设管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贯穿城市规划策划、建设开

是中国特色城镇化
开发建设管理的必由之路转型

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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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管理运营的全生命周期，以数据化、可视化、智能化
的方式，精准高效的辅助决策者、管理者、参与者，全面
提升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一体化运作水平。

（一）规划策划阶段

1、现状调研和规划分析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开发区域往往覆盖范围广阔，所

处位置有时较为偏远、地形地貌多样，会为现状调研带来极
大困难。传统项目调研方式依靠照片、图纸等资料难以高效
保存、流转和应用，决策者难以快速形成对区域现状的整
体了解和把控。在京北燕山大峡谷城镇化项目中，采用无
人机技术，在两天内便完成了 108 平方公里区域的全部地形、
地上物、自然资源的信息采集，可提供直观、及时且准确
的数据；决策者可以从全局视角把握项目整体情况与局部
细节，为区域策划规划提供更科学全面的支撑。

规划策划是编撰城市基因的重要阶段。数字化技术可
以改变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模式，对土地、道路、生态、交通、
市政等复杂多样的各类规划进行综合的模拟与分析，预演
不同规划条件下未来城市的运行情况，从而做出以数据为
驱动的最优决策。

2、投资平衡分析
投资平衡是城市开发项目的关键任务之一。土地一级

开发成本测算（如征迁安置、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本）和
土地出让收益估算（如周边地价，升值潜力预期等），不仅
数据难以获取，并且业务逻辑复杂。数字化技术，可以准确、
快速的计算土地开发、基础建设、工程建造的资金投入，并
由此测算投入产出的平衡点，以保证健康的资金状况。此外，
随着土地开发的深入，如何动态的从资金角度分析城市开
发的时序，数字化技术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

马山镇全域保护发展项目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南部山区，
复杂的自然地形和生态资源的零散布局限制了镇域建设空
间发展，城投公司运用数字化技术辅助项目进行投资平衡
测算。通过建设土地投资分析系统，集成了多项规划数据，
实现镇域级“多规合一”，决策者可快速获取增减挂钩、
占补平衡等土地指标。对大到项目，小到地块的开发时序

进行动态模拟，结合土地价格变化，计算不同开发时序和
开发方案对应的收益情况、债务峰值情况、资金回转情况等，
为决策者提供动态的数据化的决策依据。

3、征迁安置管控
征迁工作往往是区域开发项目中的难点，征迁量难以

做到准确的估算；征迁过程中违章加建难以管控，从而增
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征迁工作中有需要大量人员的数据统
计工作，效率低下。

马山镇项目全镇域 88 平方公里，涵盖 45 个村庄，涉
及征迁安置居民 3 万余人。通过点云扫描技术，对待拆房屋
进行扫描和数据采集，有效防止了违章加盖加建。该项目中，
在征迁冻结令下发仅一天后，即完成 7800 多栋房屋和地上
物数据采集和建模。此外，通过数字化平台，为马山镇村
民搭建云端数据档案，详细登记每户的户籍信息、家庭成员、
现状房屋信息、安置房屋信息等，为后续的区域规划和建
设工作提供决策依据，辅助政府管理工作。

二）建设开发阶段

城市的开发，建设体量大、项目种类多、工程周期长，
难以实现高效的项目监管、找到影响项目进度、质量、安
全的关键问题。随着智能建造、BIM 技术的应用推广，施工
建设可实现智能化工程实施、数字化过程管控。通过数据，
实现跨领域协调统筹。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是山东省政府主导、济南市政
府具体实施的重大健康产业项目，占地面积 45 平方公里，
设计容纳 24 万人，总投资 1200 亿。项目采用了“云 + 端”
的智能建设方案，“云”平台统筹管理各工地的实施进度、
现场状况，实现管理人员足不出户掌握几十个工地的实时情
况，分析研究各项目之间的制约与协同关系，优化建设顺序
与计划，实现多个建造参与方实时沟通与协同协作，提升
了管理效率与监督质量；“端”系统应用于各建设工地现场，
基于 3D 建模场景与工程现场视频监控、物联网传感数据的
有机结合，为项目从深化设计、建造施工到竣工交付的全
过程提供了模拟优化，有效的减少了错工返工，合理的排
布了施工时序，降低了建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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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管理阶段
城市运营管理是城市建设的延伸，是巩固城镇化建设

成果、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保证。城镇化进
程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的供应能力不足、社会治理精
细化程度低下、公共资源的使用和调配不均、城市资产的维
护运营低效等，是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新冠疫情的爆
发，让我们认识到应对突发灾害、解决城市管理问题中数字
化的重要性。人手一个的二维码、大数据支撑的精准定位和
时空轨迹验证，数字化技术是实现城市高效控制风险、保障
居民安全、快速下达指令和调取资源的核心支撑。数字化作
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成为和水、电、气、热一样
成为同等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而数据也将成为未来城市的
核心资产，数字化转型是实现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关键
一环。

青岛市泊里镇，作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的示范，于 2020
年开始在 CIM、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科技方面进行探索，
打造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城镇规建管全过程的模式。在城市管
理运营方面，依托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城市信息模型，
结合布设的视频监控、物联网传感器和智能终端，打造了城
市的“数字孪生”，可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地下空间、能
源系统、生态环境、道路交通等运行状况的实时呈现和监测，
保障城市运行更稳定、安全、高效。泊里镇通过 CIM 技术，
实现了镇区城市空间的孪生仿真；集成 917 个摄像头视频
监控、企业“一楼一档”、 以及居民“一户一档”等数据，
帮助保护泊里镇政府实现了小而精细、踏实而又创新的城市
运营管理方法，并成功吸引了国际关注、引入新的经济投资、
提升了城市品质。

四、结语
中国特色城镇化是国人引以为豪的历史创举，不照搬

别国城镇化发展的模式，走出新时代、新模式、新科技的中
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来，是我们这代人共同奋斗的目标。数字
化是不可阻挡的未来趋势，如何让其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
的道路上发光发热，尤其是在城镇化开发建设管理这块数字
化的价值洼地上实现转型升级，是我们这代人要共同探索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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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 数字孪生技术
赋能区域投资开发建设CIM

一、行业背景
据统计，2019 年我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为 60.6%，新

型城镇化建设提出的战略目标将在 2035 年达到 70%，未来
建设市场规模巨大；同时，城镇化率达到 60% 也意味着我
国已经步入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人口膨胀、资源紧缺、
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日益凸显，城市发展
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现有建设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
建设需要同步进行，任务艰巨。

近些年来，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出现，并且在各行各业迅速发展，相较而言，我国建
筑信息化占总产值的比例仅为 0.1%，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
家 1% 的水平。基于我国建筑业现有的庞大体量测算，信
息化率的提升将带来巨大的增量市场，未来提升空间巨大，
能够为建设行业的生产方式、减少浪费、注重质量，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国家近些年来也明确提出相关政策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住建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供给侧改革”、“以
数字化主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高运行效率
和宜居”、“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推进城市数据大脑建设。探索建
设数字孪生城市。”等。因此，积极探索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是推动城市高品质发展、引
领城市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随着 BIM 技术在单体建筑上的应用逐渐成熟，其在城
市开发建设中的应用衍生出了城市信息模型（CIM）的技术
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应用，例如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开展 CIM 平台建设，用于规划、建设项目报批报建审查；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立智慧城市 CIM 平台致力于现城市数据
跨部门、跨专业的智慧应用；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打造
CIM 基础信息平台和数据中台，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型
城市基础设施基底等。基于 CIM 的技术概念可实现的应用
较为广泛，但尚未有明确的研究以及应用提出 CIM 在城市

片区投资开发阶段的应用，特别是以城市投资建设方视角
出发进行研究。

二、痛点与难点
本文通过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实地勘探等研究方法，

将基于该方向提出片区开发中三方面传统工作方式中遇到
的问题，以及提出基于 CIM 技术的数字孪生解决方案。

（一）调研阶段
区域开发所处位置往往较为偏远、地形地貌多样，且

往往项目覆盖范围广阔、交通不便，会为项目调研带来极
大困难，影响效率和进度。大量的项目照片、资料难以高
效保存、流转，不能形成对项目现状的整 体把控和了解。
另外，前期涉及的规划信息和设计信息复杂多样，例如城
市规划、道路规划、生态规划、交通规划、市政规划等十
几项规划设计工作的统筹管理，人口、房屋、人文等个专
业数据文档等。各类信息专业性高，数量巨大，然而传统
的文件管理方式只能是数量性的堆砌，而不能形成支撑决
策客观数据。

（二）项目投资平衡
投资平衡是所有土地开发项目关键的任务之一，项目

的整体收益与发展依托于投资平衡分析，在此过程中主要
难点有四方面。第一，多数项目不仅地理形态复杂，土地
资源情况更加复杂，快速、准确的分析模拟直接可收储土地，
需要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土地情况是此类开发建设项目的
一大难点。第二，对于地块的一级开发成本测算（包括拆
迁安置成本、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本）和土地出让收益
估算（包括周边地价，升值潜力预期等），不仅数据难以
获取，并且业务逻辑复杂难懂，难以掌控，在实际过程中
往往大量依靠从业人员的经验进行决策，无法形成客观经
验数据进行沉淀。第三，随着土地升值的情况，重点项目
的建设时序将会影响土地投资分析的最终结果，时序调整

武伟 孙明达   济南城市投资集团 
钟宸   智耘（山东）城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  

摘要：在城市建设管理领域，传统的城市片区开发过程从土地熟化、建设开发到资产运营中存在多种难点。随着数字孪

生概念引入城市建设领域以及 BIM 技术从单体建筑到片区城市范围的延伸，城市信息模型（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CIM）技术为解决传统领域的疑难杂症带来新的解决思路。本文详细分析了以城市投资建设方视角出发，现阶段在区域投

资开发建设前期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基于 CIM 技术的解决方案，并以济南市马山镇全域开发项目为案例，介绍 CIM

应用成果及应用经验。

关键词：CIM，区域开发，投资分析

* 本文选自知优科技于《中国建设信息化》杂志 2021 年 4 月上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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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马山镇全域开发是省级重点工程

为开发建设难点。第四，整个项目全
过程的债务情况、资金情况、贷款利
息等财务情况的有效分析评估，更是
业主单位面临的巨大挑战。

（三）拆迁管控
拆迁工作往往是区域开发项目中

的最大难点，拆迁工作的关键问题存
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拆迁量难以做
到最准确的估算，并且往往拆迁安置
的任务量大、工期紧张；第二，拆迁
过程中违章建筑难以管控，防止加盖
加建，是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的重
要任务；第三，在拆迁过程中，有大
量的人员和数据统计管理工具，如何
有效掌握第一手数据和项目进度成为
一大痛点。

包括以上三部分关键问题在内，
在区域开发前期还往往出现任务重、
业务人员人手不足的情况，因此对数
字化解决方案需求紧迫。

三、解决方案
CIM 基础信息平台是以城市三维

数据库、GIS 信息库、BIM 模型库、城
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其它主题数
据为基础，构建涵盖地上地下、室内
室外的全要素城市信基础信息库。基
于上述区域开发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 CIM 基础信息平台的
三大模块应用来解决以上实际问题。

（一）现状调研辅助模块
该模块设计主要结合利用实景数

字模型技术，运用无人机点云扫描搭
建项目现状模型，可生成厘米级的高
精度三维实景矢量模型，将点云数据
挂接 GPS 和高程坐标信息，通过精准
测量任意两点的直线距离、任意平面
的面积和任意范围的体积，为区位资
源调查提供直观、真实且准确的数据；
通过三维实景矢量模型，决策者可以
从全局视角看项目整体现状和局部细
节。同时，模型挂接项目周边数据信
息，将各类调研分析报告，全部集成
在直观、真实的三维矢量模型上。结
合 CIM 基础信息平台多终端操作，在

平板电脑、手机和电脑上即时浏览、分享项目信息至相关决策者。

（二）土地投资分析模块
土地投资分析模块设计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静态投资分析。首先，在

土地资源分析模块，通过集成城市规划数据、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土地利用现
状数据，分析项目区域的土地情况，模拟评估可直接收储土地。对于需要调整
规划的土地，通过结合当地国土和规划部门政策文件及要求，给出相关指导意见，
例如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等指标购买。其次，在项目成本分析模块，通过前期
现状数据对待拆迁房屋面积的评估，录入相应地块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快速
模拟评估项目和地块的投入成本测算。最后，在项目收入分析模块通过分析周
边地价数据，地块升值潜力评估数据，计算项目地块出让预期收益，并用于项
目投资平衡分析，给出建议土地出让价格。

第二部分为动态投资分析。对大到项目，小到地块的开发时序进行动态模拟，
结合土地价格变化，计算不同开发时序和开发方案对应的收益情况、债务峰值
情况、资金回转情况等，为决策者提供动态的数据化的参考依据。

（三）拆迁管理模块
通过点云扫描技术，在拆迁冻结令下发后，立刻对房屋进行扫描和数据采

集，即能帮助调查待拆迁房屋情况，通过前后两次扫描对比，作为事实依据，
有效防止违章加盖加建。同时，为现场工作人员配备移动端设备，工作人员的
每一次数据录入、数据更改全部记录在后台数据库，实现拆迁安置全过程信息化，
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四、实际案例
马山镇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南部山区，也被称为是济南的南大门；全镇域 88

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 350 亿元。项目范围涵盖 38 个村庄，涉及拆迁安置居民
4 万余人。是山东省重点特色小镇项目，旨在打造济南市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新
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项目希望借助科技手段，解决实际项目工作中的痛点和难点，
降本增效，提高建设水平；打好智慧马山的数据基础和底层，为未来建设马山
智慧小城市的战略规划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撑。

马山镇在区域开发前期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当地地形复杂，区域广阔，以往
每次考察行程交通成本巨大，加之工期紧张，前期调研的效率与准确性受阻；
同时，马山镇平台开发单位成立之初人员紧张，11 人的团队需要负责全部投资
分析、测算、时序控制、债务资金情况分析等工作，时间任务紧、决策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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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马山镇实现镇域级“多规合一”

图 4 CIM 移动端现场数据采集

图 3 CIM 投资分析模块

并且，马山镇涉及四万名村民、9000 户家庭
的拆迁工作，管理难度巨大，特别是违建加盖
问题严重。基于以上问题，马山镇开发单位济
南城投集团于 2018 年即开始率先应用 CIM 技
术，对全域开发进行整体性把控，主要实现成
果包括：

• 在两天内快速采集完成马山镇 88 平方公里全
部地形、房屋、植被三维信息，涵盖 38 个村
庄，9500 余栋房屋的厘米级精度矢量三维点
云模型；通过集成和算法爬取交通、区位、
周边地价等超过 1500 条关键决策参考数据，
并通过图形轻量化实现数据、报告等成果挂
接至三维模型，可通过微信链接随时分享至
相关决策人员；

• 通过对 CIM 土地投资分析模块的应用，集成
了多项规划数据，实现镇域级“多规合一”，
决策者可快速获取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等土
地指标。同时，应用 CIM 技术对 600 多个重
点项目地块进行投入产出数据分析，涉及超
过 110 亿元投资方案优化。针对建设时序和
财务情况，模拟分析 30 余次，涉及投资金额
调整超过 5 亿元；

• 在拆迁管理方面，马山镇在冻结令下发仅一
天后，即完成 7800 多栋房屋数据采集，通过
55 台 PAD 设备，140 人入户调查工作人员实
现全过程数字化工作、精细化管控。并且，
通过 CIM 平台，为马山镇 9000 余户村民搭
建云端数据档案，详细登记每户的户籍信息、
家庭成员、现状房屋信息、安置房屋信息等，
为后续的区域规划和建设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辅助政府管理工作。

城市区域开发建设前期所涉及的工作是新
城发展的基底，不仅涉及资金巨大，还涉及未
来民生发展、城市治理等方方面面，以信息化、
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赋能于该领域的发展将
是必经之路。CIM 技术在“新城建”领域的价
值现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区域开发前期的应
用仍处在探索阶段，本文通过研究与实践结合
的方式充分证明了 CIM 技术应用的可靠性与实
际意义，也为城市投资建设方发展转型提供了
方向与思路，相信 CIM 技术发展将带来不可估
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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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 技术支撑新型智慧
城市治理与服务

青岛
泊里镇

一、泊里转型升级的挑战与机遇
泊里镇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西南部，总面积

156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40 公里，全镇的面积有 170.12 平
方公里，常住的人口 11 万人 , 是山东省新生小城市试点镇、
全国千强镇，先后荣获“中国建设美丽乡村典范镇”“全
国新型城镇化示范镇”等称号。 

泊里镇的转型升级将面临城市发展的诸多挑战。作为
全国千强镇，也是青岛唯一的山东省新生小城市和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镇，根据《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镇域总
体规划（2018-2035 年）》，至 2025 年，泊里镇城镇化水
平达到 69%；至 2035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90%。城镇化
将推动村庄向社区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在此过程中，
传统的管理和服务模式难以为继，泊里将面临体制机制改
革、社会精准治理、精细化开发建设、民生普惠服务、产
业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亟需提升城市承载力与城市治理
能力。而以往传统 “智慧”治理方式往往面临以下问题：
1、缺少规划：缺少深入的定制化研究，导致“千城一面”，

缺乏城市思维。以经验进行规划，导致落地性差、生态性差。
以项目思维方式做，短期性强；
2、过分统一：一味的追求 “统一云”，导致初期投资巨大、
风险大。统一云思维高度标准化，灵活性、落地性低，遏
制了智慧元素的自发能动性，投资周期长；
3、技术瓶颈：传统软硬件技术面对大型智慧系统存在明显
技术瓶颈，缺少分布式、大数据、人工智能、高效能数据
传输的支持；
4、缺乏调度：以软硬件系统项目思维执行，未从短期 - 长
期的战略思维进行全盘考虑，缺少开放性与合作性，未深
入研究如何激发智慧城市生态的自发性。

泊里镇的转型升级，也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如果能
够通过创新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式解决传统治理过
程中的棘手难题，充分迎接挑战，便可抓住机遇，结合董
家口国际级港口的资源优势，提升泊里经济创新力和竞争
力，实现城市智慧化转型升级。

李风英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泊里镇人民政府智慧办主任
沈旭 博士   北京知优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摘要：新型智慧城市是全面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深度融合，也是落实国家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
慧社会的发展方略。随着数字孪生技术引入城市发展以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延伸，城市信息模型（CIM）的技术
概念被不断完善，并成为支撑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泊里镇为例，通过分析泊里镇发
展中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详细阐述了以 CIM 技术支撑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的方法和现有成果。泊里应用 CIM 技术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示范效益吸引了全球智慧城市大会组委会（SCEWC）的关注，入围并唯一获选 2020 全球智慧城市大
奖亚太地区治理与服务大奖。
关键词：新型智慧城市，CIM 基础信息平台，治理与服务

图 4 CIM 移动端现场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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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技术支撑和数据综合治理能力，
建立数据接入与共享交换标准，实现跨规
口数据共享与业务流转。

特别要强调的是，泊里镇“智慧中枢”
建设率先应用区块链技术，并通过数据共
享交换体系实现各领域应用系统之间的数
据安全流转与共享，同时通过区块链技术
对数据的存储和传输过程进行加密，保证
数据的安全可靠。

特别要强调的是，泊里镇“智慧中枢”
建设率先应用区块链技术，并通过数据共
享交换体系实现各领域应用系统之间的数
据安全流转与共享，同时通过区块链技术
对数据的存储和传输过程进行加密，保证
数据的安全可靠。

依托 CIM 基础信息平台、5G 和 AI 等
超级计算机技术支撑，现已实现以下四大
智慧场景应用。

（一）依托 CIM 技术赋能基层党建管理
充分利用 CIM 技术为基层治理赋能，

完善党建全面引领的基层治理格局，构建
党建引领的新平台。平台采集整合了了
4011 名党员、115 个党支部、200 个党建
活动，便于及时调度党员，提高了党员基
层参与治理的效率。

（二）规建管一体化，实现全生命周期智
慧化发展

基于 CIM 基础信息平台，依托总规、
控规、详规等规划与地理信息结合，统筹
泊里镇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施工、运营管
理的业务流程和数据通道，实现城市规划
策划一键分析及土地开发成本一键测算、
报批报建。最终将实现城市“规划一张图、
建设一张网、管理一盘棋、BIM 一示范”，
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科学统筹城镇化转型
过程中土地规划与城市空间布局。

（三）依托 CIM 打造“政务通”，实现
治理精准高效

在数据采集方面，基于 CIM 平台和
数据中台技术优势、网格化管理方法，通
过多端合一与数据共享的方式，通过一部
手机就可以实现对所有数据的采集工作。
实现城市 9.8 万人口、1118 企业、2.9 万
房屋、49 个项目全部信息数据采集。

基于区块链数字 ID 建设政务数据资
源共享体系，整合上述采集信息，实现了
公文签批、流转、督查督办、会议管理、
事项通知等全部线上操作，网上审批公共

图 5 CIM 数据交换架构图 4 建立六大专题数据库

图 6 CIM 党建专题 图 7 CIM 智慧建设监管系统

图 8 吴志强院士为青岛泊里颁奖

服务事项 100%“一次办好”，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全力打造了“审批环
节少、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优、群众获得感强”的政务服务环境。 

（四）CIM 协助安全应急一体化管控 
依托 CIM 基础信息平台、“雪亮工程”视频融合项目将辖区内公安专网

内的监控系统按需向社会治理中心融合 312 路，集成融合 32 路镇本级自留摄
像头以及 650 路各村（居）视频监控，建立并完善包含移动办公、移动指挥调度、
移动端执法、执法记录、执法检查、执法受理、执法案件分析等功能的监管
平台，做到一个平台统一指挥与协作。前期在疫情防控、坟墓搬迁、森林防
火及罂粟巡查、建筑工地涉及生态环保执法中均已应用巡查，运行效果良好；
综合执法进小区“睦邻”APP 已正式上线。

综上所述，青岛泊里镇小而精细、踏实而又创新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法已
初见成效，吸引了国际关注、引入新的经济投资、提升了城市品质，且印证
了以数字化手段助推城乡发展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必经之路，CIM
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地避免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复建设、数据孤岛、缺乏
顶层规划等一系列问题。未来将继续完善以 CIM 基础信息平台为核心的民生、
治理、规划、建设、生产等各类“CIM+”智慧化场景应用，充分挖掘数据价值，
提升数据资产的智慧化管理能力，全力打造“智慧生态港镇，数字孪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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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reading ���i lux in terms of visual comfort? The 
answers depend on the space usage and standard of 
choice. These readings provide no value if missing 
the associated context. Moreover, one asset might 
correlate with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example, increasing the outdoor air rate will 
improve indoor air quality but use more energy. This 
contextual information is critical to consider when 
choosing operational strategies and is often missing 
in current FM systems.

A Sustainable Data Dictionary 
Management System (SDDMS) 
To Connect the Dots
In response to the presented issues, we propos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ata Management System 
(SDDMS) to bridge the gaps and enable a smoother 
utilization of technologies. SDDMS is built on top 
of an existing Data Dictionary Management System 
(DDMS), which was introduced in an earlier article. 
It adds sustainability-related data requirements to 
enhance sustainabil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project lifecycle. The existing DDMS is an intelligent 
cloud-based solution developed to bridge the gaps 
between the project information model (PIM) and 
the asset information model (AIM) during the 
operational stage. It adopts various AI- and ML-
enabled algorithms to evaluate data health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semantical analysis (fuzzy 
analysis), grammar and spell check, completeness and 
uniqueness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consistency 
analysis. A key attribute of a DDMS is it applies 

cloud-based ML based on backend labeling to tagged 
asset classifications and attributes from different 
entities to establish a robust knowledge base for 
intelligent recommend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DMS has proven to be a fundament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 as a data management tool to 
support a range of stakeholders and activities beyond 
the operational phase as a central data management 
vessel throughout the project lifecycle. However, 
the existing DDMS has not fully addressed the need 
specific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proposed SDDMS focuses on each building element’s 
sustainability-related data requirements to extend 
the DDMS’s use to support sustainable design and 
operation. The SDDMS’s data requirements for each 
building element include

(�) sustainability-related attributes, 
(�) location properties
(�)  correlations and synergy information,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

Sustainability-Related 
Attributes
Several  property criteria  are tracked and designed 
based on a project’s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goals during the early design stage. These can 
include  a window’s thermal transmittance, thermal 
resistance,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SHGC), 
embodied carbon, recycle content, etc. However, 
these informative values are often lost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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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IM objects. In a real-world project, substantial 
time is spent on mapping thousands of IoT readings 
with thousands of data points coming from thousands 
of assets. A solid CDE will pave a wide and flat road 
for data mapping and integration and therefore 

Spreadsheets & Miscellaneous
At least for now, the spreadsheet is a tool that will 
not be eliminated no matter how advanced the 
technology. The spreadsheet is still widely used to 
support multiple processes including engineering 
design, estimation, data collection, submission, 
and O&M records. While using spreadsheets can 
be challenging, they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some 
processes, serving as a means for gather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the digital twin. Specific 
databases can host these spreadsheets and integrate 
them but only if they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from the beginning. in fact, the PANYNJ still uses 
spreadsheets for most of their asset data collection. 
However, these spreadsheet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rom their asset data requirement center 
hub (ARID) and follow the same data standard us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agency. And once the collection 
work is done, the spreadsheets can be easily uploaded 
for data validation and then uploaded to their EAM 
CMMS system.

Figure � illustrates a sample logic diagram of how 
each data resource could work cohesively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CDE. The CDE is the data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data management plan that provides the 
framework for the upper data structure to build on. 
Once all the pieces are ready to assemble, it is time to 
talk about how to connect them together. 

Connect Everything
End User-Oriented Approach
Data integration is just a fancy concept if there is 
no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way to consolidate data 
from disparate sources into a single place for the 
user to access. To avoid that, the goals from the end 
users’ perspective must be considered when initially 
designing the digital twin. With clearly understood 
expectations, we can better defin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then structure them into use cases, 

and dissemble use cases into data requirements. The 
latter one is what we should follow since it produces 
the digital twin which the end-user really wants. 
It is often called an end-user-oriented approach. It 
requires the digital twin program designer/architect 

product practical and targeted.

・ Who are the targeted end-users?
・ What are their expectations?
・ To what extent can expectations be met? What 

technologie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 Will the data requirements be comprehensive 

requirements? If not, what else must be put into 
the data requirements?

As an example, a client from the facil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wants to enrich the work order in the 
CMMS with quality information, such as �D asset 
representation, IoT sensor reading history, past work 
order history, and, if possible, information about 
its connected objects and surrounding area. This i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since it will have the AM/
FM operator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onsite job. The 
�D navigation function saves time that would be 
spent searching for �D drawings an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ed objects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can determine if special tools are needed. The sensor 
reading history helps in diagnosis and making better 
onsite decisions. In this case, data integration will 
include the BIM model, which provides geometrical 
location information, CMMS, which provides 
O&M information and IoT sensor (with related 
gateway and data warehouse), which offers meter 
reading information. If a CDE was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these three data sources could be 
mapped and work together via a unique identifier. 
The CDE also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connect the 

case, the PCR, a popular decision-making assisting 
module, could be plugged in to help the operator 
diagnose the root cause and suggest corresponding 
remedy strategies. When designing the PCR database, 
its hierarchy should follow the asset classification 
requirement, so future cross-referencing is possible.

Integration
Picture a scenario designing a generic digital 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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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for multiple client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 is to collect all their expectations and 
find a way to fulfill all of them with one platform. 
The end-users could come from different areas with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various jobs. Therefore, 
expectations will b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In ����, 
we conducted a survey of  people, mostly from facility 
management, which explained what an ideal digital 
twin would be like and asked for three ways in which 
one might help them. The results varied from “I 
would like to know where is the mech room on the 

like “How many entrances does this building have?” 
or “What is the square footage of the ballroom?” 
seem irrelevant, but have their real-world use cases. 
That means if the digital twin is used as a dashboard 
that serves employees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building, it will meet their basic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building, instead of just answering 
operation & maintenance (O&M) related questions.

Remember part � add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giving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to the right people and the 
major challenge to arrange a digital twin platform 
to meet all these needs. The traditional way was to 
include buttons and menus on the platform and hope 

demands were brought up and no existing function 
matche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would start, 
and a new button added. However, we know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always lags behind the pace of 
further requests, which means the platform, crowded 

a long-term perspective.

This is where AI shines. Its introduction is a 
promising trend in the AECO industry, and has been 
gaining popularity in assist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logically, the long-term use case of O&M. With 
the solid data foundation CDE paved for all upper 
structures, AI can freely reach each database to grab 

helpful information, aggregate, analyze and present 
to the end-user. Then the end-user no longer needs 
to worry about finding the button or requesting a 
new feature. Instead, they ask a question in a natural 
way such as  “please show me where the air supply 
system connects to room ���” or “give me a list of 
all pending work orders.” Traine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NLU) AI receives the question, 
identifies the intent, capture the keywords, and 
reaches corresponding databases to grab information. 
A pilot proof of concept has already been pitched and 
i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IBM Watson Platform by 
integrating BIM, the Autodesk® ��� platform, and IBM 
®Maximo®. For example, when asked to “give me a 
list of all pending work orders,” AI will understand 
it is a CMMS query and call Maximo API to fetch all 
pending work orders, collect filtered I.D.s, then link 
back into the model viewer, and highlight related �D 
objects in the viewer. From there, the user could click 
and get comprehensive BIM properties and access 
other peripheral information such as surroundings. 
Figure � demonstrates a use case that asks the AI to 

a circuit analysis for the selected one.

Conclusion
The digital twin follows a path of creating virtual 
copies of physical locations, processes, and assets. It 

of work since the whole point of the digital twin is 
to assist end-us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counterpart and get the most value from it. Therefore, 
the digital twin should be designed and built from the 
end-user’s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as a showcase 
of technical capability. No one can build the perfect 
digital twin overnight. However, each step take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ensure its place on the 
roadmap with clear goals in mind. A digital twin can 
embrace all data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hat matter to 

Several years ago, we realized BIM is more like 
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rather than a modeling 
tool. Today, we are expanding our vision to create the 
digital twin that connects it all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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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风雨同行，不负韶华

02 缤纷时刻，逢节必过 Festival Style

03 学习小组，吃饭听课两不误

04Geek’s Day

05 King of ZhiUTech

06 成长中的知优人

07 知优校友会



宫 雨 彤 “发呆”一级选手

李 娟
无论何时，
依旧要是最美的仔

张 凯
一个人几乎可以在任何他怀有无
限热忱的事情上成功

一路成长的我们

钟 文 智
在靠近大海的地方真的很舒服

白 林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田 甜
事常与人违，事总在人为。
要行动，要积极！

孙 上
所有一尘不染的梦想都来
自于泥泞的土地

于 浩
任何值得做的事，
都值得第一次就做砸。

张 彬
一个设计作品有三种反馈，可
以，不行，和哇喔，最后一个
哇喔是我要去追寻的。

刘 文 鹏
手现太阳线，富贵在眼前。

崔 玲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胡 宝 苗
办法总比困难多，

微笑面对一切好运自会降临

樊 英 智
骑骥一跃不能十步，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杨 远 宗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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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 时 禹
It's a bad day not a bad life. 
Work hard and play harder.

丁 玉 琳
给我里 giaogiao giao 起来 
我不会这么轻易的 go die

刘 建 东
风吹头秃 虽远必诛

张 培
上帝给你打开了一扇窗，
就会关闭你所有的门

韩 忠 信 好好生活

韩 娟 娟
一 棵 祖 国 的 狗 尾 巴 草

廖 宇
坐下来一起吃个烧烤，
聊聊人参可好 hiahiahia

祝 瑞     
悟道方知天命，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皆有因缘注定。

尹 恺
首望梦想 脚踩大地

阮 俊 婷     
勿在浮沙筑高台

风雨同行 不负韶华
把自己当作一件艺术品，

好好打磨，用心去爱，
你好看了，

世界就好看了。

董 雨
少熬夜 , 多睡觉，
少吃零食 , 多看报

朱 周 周
一笑泯恩仇

付 亚 峰
看庭前花开花落 ,
望天上云卷云舒

郑 奇 仁
一个帅小伙在海边摆姿势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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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雯
来给生活比个耶

唐 欣 桐
愿新的一年，仍然阳光满路，温暖如初

刚 纪 萍
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 ，
也要不负勇往

范 昌 江
人生最好的三个词 : 

久别重逢 , 失而复得 , 虚惊一场

赵 鑫
想做就一定做到

杨 晓 艳
哎呀！有事请叫小杨！

王 丁
傍观愚亦见，当己贤多失。

汪 梦 瑶
保持微笑！

杨 欣 然
做个可爱的少女

热爱生活，积极向上

宋 芳
做一棵温暖人心的向阳花

吴 同
接着干呗，能咋的

臧 九 和
即使爬到最高的山上 , 一次也
只能脚踏实地地迈一步。

吴 天 才
健身，干饭，打游戏！

赵 静
快乐星球持证驾驶员

段 朱 兵
雨好像有点大，
别怕，我摇花手送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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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博
社会主义接班人

夏 丹
最好的依靠是自己

付 豪
大郎，起来干饭啦！

史 航 强
加油！加油！加油！

王 琛
一天要做三件事，第一要笑，第二要微笑，第三要哈哈大笑。

许 铭 峻
理解世界，更新自己

上 官 金 海
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邓 丽 琳
最唯美的笑容，因你的眼里只有我！

马 双
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

坚强，才能到达彼岸。

陈 蕾
自律最好的状态就是享受孤独

钱 琛 川
骨折了也要坚持运动呀

罗 国
要想生活旺旺的，老婆要找胖胖的

周 定 天
吃嘛嘛香  身体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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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星
诚实稳重善良可靠！！

马 学 震
人若没有高度，

看到的都是问题；
人若没有格局，

看到的都是鸡毛蒜皮

姚 大 舜
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
的时候你还能坚持去做

王 炫 懿
南方城市的冬至小聚

杜 浩
平安喜乐，诸事顺遂。

疫情快点快过去
（ps 口罩勒的耳朵疼）

钟 宸
择善人而交，择善书而读，择善言而听，择善行而从

王 茹 兰
愿以后的生活常温暖，
日子总是温柔又闪光

徐 全 一
乐观一点，积极一点，
就有不一样的精彩

芮 佳 慧
人间美好事物观察者

翟 德 坤
奶爸遛娃日常

王 淑 敏
所有看起来的幸运，
都源自百折不回的努力

赵 凌 飞
Axure 是世界上最好的软件

没有之一
如果有比 Axure 还好的那一
定是简道云

张 志 强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
选择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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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智 辉
我已经努力睁开眼了

肖 齐 振
时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 
而在于你怎样使用

孟 丽
有态度就有一切，
态度决定一切！

徐 平
见自己，见天地，见人生

张 尧
生活就是这样

龚 伯 男
旅行是一场奇遇，
最终我们会遇到自己

彭 林 剑
希希的胡渣子，坚定的眼神，
隐藏不住干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臧 磊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杨 印 安
不曾有深邃的眼眸，但留有悸动的心灵

沈 旭
除你武器  Expelliarmus

刘 昱 君
梦想在多学科研究道路上发光发热

干完工地，干园区，干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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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团 队

成 都 团 队

福 州 团 队 福 州 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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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耘

青 岛 团 队贺 州 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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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TRONGER
团队·一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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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儿童节福利来一波

女神节 

18

吃吃喝喝玩玩的圣诞大趴体

“扶不扶“之仰八叉的老爷爷和冷漠的路人丁

逢节必过，过节必有奖

永远 18 岁的宝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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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坐，开会会，造鬼鬼��

“隐秘的第三人”作品“绿胖子和黄猪猪”

“梵语”作品“塑料鬼”

Tufa!GiaoGelaile.

震惊！幕后大佬突然露面究竟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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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洞到桃花源》 《鼠之乌托邦》

KAI+F5

足球伤我到医院，我爱足球如初恋

《宝总出版《买房避坑指南》

东北我彬哥之搓澡秘诀大讲堂

我们镜头感超棒哒 ~
TEAM·STRONGER

团队·一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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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工作，哪里都是马家堡东路 156 号院

钱·丰台第一帅·琛川 机车暴徒王琛 头脑三人组开会中

同哥输在了脸太小 ~

累 .jpg

罕见的 suit show

用力到模糊的歌唱家于浩先生

持证上岗的杨经理
Geek 的最爱之求开门
的啾啾崽儿和拉克妹妹

爱它就陪它到深夜的智耘技术 er

赵老师产品小课堂

运动无限，肉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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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OF 

第一模型师

胡宝苗 

总总总设计师

芮佳慧 

蝉联拿捏之王

于浩 

知识过于丰富奖

韩娟娟 

廖萌萌之框架我最棒

廖宇 

后端即是前端奖

阮俊婷 

 华北第一产品经理

赵凌飞 

连续出差 11 个半月奖

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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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QUICKLY

ZHIU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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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第一项目经理

刘智辉 

九亿少女的梦

丁玉琳 

踩线王

孙上 

江东新区第一帅

郑奇仁 
 P 就完了奖

张彬 

模型小王子

刚纪萍 

拼命三郎

付豪 

投喂小天使

李娟 

COME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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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从 0.1-1 做产品
宫 雨 彤 产品创意中心  产品助理

作为一个对产品这个岗位有强烈的好奇心以及盲目崇拜的设计狗，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
就开始做产品了！

在学习产品初期，飞哥给我们系统地介绍了产品经理的职责以及需要的能力，但终究是“纸
上得来终觉浅”，只有自己实际地去做了，遇到困难并自己想办法解决了，才是切切实实地
成为自己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一个需求，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就需要我
们对对条件进行判断，进行利弊分析，得出最优解。

十分推荐丹尼尔·卡尼曼的《噪声》，这本书便是在介绍如何排除干扰项，进行利弊分析
并选择的。用作者的话说：“哪里有判断，哪里就会有噪声”，人们之所以常常会做出一些糟
糕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忽略了噪声对决策的影响。无论是《资治通鉴》
中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还是王阳明所说的：“耳贵聪，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
这些都是让我们在噪声正确存在的时候，集思广益作出正确的判断。我认为作者写这本书的
目的，是希望我们在了解噪声的基础上，减少决策判断中的噪声，做聪明的决策者，这正是
一个烈火淬金的过程。

我非常希望接触到不同类型的项目，做到成果是尽善尽美！

WIS
H

从本地存储到对象存储的引进
阮 俊 婷 技术创新中心  Java 工程师

对象存储，也叫做基于对象的存储，是用来描述解决和处理离散单元的方法的通用术语，这些
离散单元被称作为对象。如今各项目中对于文件的存储使用极为广泛 , 比如本地图片转为二进制进
行传输到服务器磁盘存储并且解析，这样对性能和项目解耦的目的较差，比如单体项目因为异常停
止运行，同时对文件存储也带来影响，如今市场上的对象存储类型多样，例如 aliyun 的 OSS 对象传输。

第一次接触对象存储的时候还是在 2019 年底，当时看到 OSS 对象存储的第一反应就是网盘，
比如某度的网盘传输没有会员的话速度方面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个时候 OSS 的存储无论是
技术成本和使用价值的性价比可以凸现出来。

回到正题，使用 OSS 存储的项目 POM 依赖和 yml 配置并且 RESTful API 可以快速引入并投入
生产不仅仅仅限于项目融合传输，主要的传入和下载方式是以二进制字节为主，OSS 对于对象数据
加密等方面也有独特的方式，使用 KMS 托管的默认 CMK（Customer Master Key）或指定 CMK 进行
加解密操作。数据无需通过网络发送到 KMS 服务端进行加解密，是一种低成本的加解密方式。简
而言之就是生成密钥并且通过上传密钥文件进行解密的方式，并且每一个对象都有自己的随机密钥。

在工作和学习中都是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每一个技术的思想或者优化都来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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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远 宗 产品创意中心  项目经理

工作多年，本以为自己经验足够丰富，工作任务驾轻就熟，然而现实总会提醒我不能停止脚步。为提升自己，我做
了一个重大决定，考研，MEM 工程管理专业。希望通过学习更专业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经验提升职业技能，实现自我
提升与超越，为热爱的行业和公司服务。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白天工作，晚上啃书、刷题，放弃周末大部分的休闲
时间后，我终于坚持到底，完成了这一项任务，其中的艰辛唯有自己知道。虽然成绩未知，但我已经尽力，了无遗憾。
非常感谢亲爱的领导同事们给了我支持与鼓励，让我有了前进的动力。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愿不负自己，人生高处见”，愿我们都能奋勇向前，期望公司日益强盛、不断发展壮大，共
同奔赴美好的未来！在工作和学习中都是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每一个技术的思想或者优化都来源于生活！

郑 奇 仁 售前工程师

  对海口江东新区占地面积 298 平方公里，其位于海口市东海岸区域，三面环水、自然风光秀丽，是海口市的重要生态
保护区。2020 年 6 月，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下属公司江东新区开发建设责任有限公司为建设江东新区城市信息模型项目成
立了名为江东新区智慧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此公司自此便承担起建设智慧江东的重任。

自 2021 年 4 月份起，知优科技便嗅到来自遥远的祖国南端飘来的阵阵商机，便开始了与江东新区智慧城市建设公司长
达半年多的长跑。我是 2021 年 10 月正式入驻海口的，通过对项目的步步紧跟，确立了知优科技在智慧城市公司中不可替
代的位置。

海口江东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宜人，丰富的生态多样性，地势开阔，绿地覆盖率高等）和政治地位（自

建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时所侧重的点也与公司以往的项目经验有所区别。江东新区在建和待建工程项目极多，因此目前急
需建设一套完整的智能审查系统以及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帮助江东新区管理局更好地引导各设计施工单位建设和打造以低
碳绿色为主基调的智慧城市。远期，江东新区将继续发挥自身特色，从自由贸易和绿色生态的角度出发，建设以双谈目标
为基础的低碳城市和碳交易平台，智慧城市公司现已将绿色双碳作为课题上报，并申请下一步的建设经费。

我在江东新区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不仅是我个人的，也是整个公司的，不过随着项目的进一
步推进和我们对项目的深入理解，也将这些困难和挑战一一克服。

最大的困难是江东新区作为信息化空白园区，这导致他们对信息化建设的需求非常大，反而找不到重点，因此在项目
前期调研中往往找不到建设要点。不过在我们坚持不懈的调研和考察中，建设需求也日渐清晰，最终确定了短期的建设目

另一个困难点是项目经费问题，由于江东新区特殊的政府架构，上下对项目理解不一致等原因，项目招商引资方式一
再变更，以及可行性研究方案迟迟没有过审，项目经费的具体数额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未知数。然而我们却需要先给出项目
建设具体方案。这导致一个矛盾，方案等经费，经费等方案，任何一方都没法直接拍板。最终通过对项目的体量预估，我
们提供了一份符合管理局建设要求的方案，并协助管理局申请到一笔足够项目落地的经费。

在江东新区，困难和机遇总是并存，做项目和做人是一个道理的，只要对待事情足够认真，付出了足够的努力和心血，
不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希望新的一年，知优科技能够在江东新区生根发芽，开辟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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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ARVR 项目需求分析，场
景设计（左一 )

针对销售需求，展示需求，
以及具体的项目需求等，做了
专门的思考，并且，整理出文

档方案（左二、右 )

李 霁 琨 实习生

 首先，我真的真的非常感谢知优科技给我的有一次学习锻炼自己的机会！从大二暑假结缘知
优，到这次再次来知优实习，让我感叹知优的不断发展，也让我感动于知优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还记得大二实习时，还在兴创，孙上哥恺哥知道我想要留学，跟我谈起考托福 GRE，选校，
学习的方向；还记得当时的周五午餐分享会我讲了加缪和我的小论文；记得玉琳哥昌江哥带着我
做前端，培哥杰哥带着我看 3dtiles；记得每天去找唐哥说每天又有了新进度；记得那时候吴同哥
就老是叫我回佛山吃饭；记得中午楼下的犟骨头，记得晚上荟聚的麦当劳�

两年过去，再次来到知优，新的办公室，新的环境让我惊喜；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企业文化，
能够在这样熟悉又包容的氛围里学习工作，让我感到幸运。

还有一点幸运是，能够在知优做我之后的学习
方向，ARVR 开发。和熟悉的人们做着新鲜的事情，
确实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挑战性。三个月的时间，
我收获了很多经验，也尽力留下我的学习记录，供
公司做进一步的开发。

在知优的三个月时间，我主要做了 ARVR 项目
需求分析，场景设计；HoloLens 技术开发和手机
AR 开发工作。

最后还是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和支持，我实习最后一个月也
是毕业前的一个月，经常因为毕设和毕业季开会，拍照，签证这
些事请假，上个月真的请了太多假。。。感谢大家对我的宽容理
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也非常期待知优能够不断发展，大家的
事业一路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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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Lens 技术和手机 AR 开发
我主要演示我的实现的 demo 和功能点。

最早的应用，放了星河模型，可以移动，放大缩小，
加了 ToolTip，就是那个会冒出来的蓝色文字提
示牌牌。还用上了入门教程里面的“求解器”，
指示模型位置。

1. 星河模型
我自己给里面管道加的颜色，然后测试了近处的 menu，通过你按钮把管子移动下来，再做拖
动放大缩小。还尝试了 interactable 脚本，可以处理点击，光标注视，等事件。使用了 slate 石板，
就是那个浮窗面板，但是里面的 UI 没有做。

2. 管廊

3. 多用户（第三视角）

HoloLens 扫描手机二维码，确认手机和眼镜的相
对位置，从而手机眼镜模型三方对齐，但是无法
同步对模型的交互。

3.1.Spectator view
根据官方多用户共享教程，使用了 photon 服务器，可以同步交互，但是不使用 Azure 锚点导
致不能对齐。

3.2.Photon

把打印纸塞进书里，可以通过
voforia 识别，显示出模型，模型
跟随纸面运动。手机和 HoloLens
分别独立运行。效果差不多，看
下一个就可。

4. 图像识别：
HoloLens+Vuforia

两个结合，解决了锚点对
齐的问题，也可以实时更
新，但是锚点的共享是纸
面图，如果有一端看不见
图片，那么双方都无法获
取对方的当前位置状态。

5. 多用户结合 vuforia

HoloLens 版本的拉拉乐。Unity
里面跑的不错，但是 HoloLens
就有问题，详见外部文档。

6. 拉拉乐

在 slate 基础上，加文字，加图片，做
scroll view。

7.Slate UI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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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岁月可回首
祝有前程可奔赴

常 回 家 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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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嘉 旖  2022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继续共同砥砺前行，身体健康，享受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光。

出于对数字孪生科研需求以及建筑科技应用的探索，知优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巴特莱建筑学院（The Bartlett 
School）签订合作协议，达成合作共识，我作为项目的研究学者赴英国完成相关合作内容并攻读博士学位。UCL 是全球
排名前十的综合性大学，其中巴特莱建筑学院是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位列全球
Top3 的顶尖建筑专业学府。巴特莱建筑学院不仅在建筑、规划等传统建设类专业优势明显，同时注重工程、低碳节能、计
算机、管理、艺术等多交叉学科的研究发展，因此在国际学术领域享誉盛名。

当前，英国政府正在投入前所未有的资源致力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数字化改革，特别是在当前新冠
疫情的严重打击下，数字化变革能在未来为英国带来的技术、经济、环境等方面效益将不可限量。特别是更优化的数据的应用，
也将成为科技创新的动力。为实现建设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英国学术界、业界、政界的相关学者共同提出现阶段我们应着
力建立基于系统的基建管理体系与平台，并强调重视以下四个方面：
・ 

注重成果和人类繁荣，因为基础设施提供了人民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服务。
・  Connections ‒ a focus on interconnected infrastructure, existing as well as proposed, because infrastructure is a system of systems. 关注现有和

拟建的互联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是一个系统体系。
・ Sustainability ‒ a focus on the long-term viability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society it supports, so infrastructure must be sustainable, secure and 

resilient as a system. 
 关注基础设施及其支持的社会的长期生存能力，因此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系统必须是可持续的、安全的和有弹性的。

・ Digitalisation ‒ a focus on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e as a cyber-physical system becau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key to unlocking greater value 
from the built environment. 
将重点放在将基础设施发展为数字化系统上，因为数字转型是释放建筑环境更大价值的关键。

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学术界主要由剑桥大学、UCL、帝国理工大学等学者牵头，共同致力于相关科技技术及应用的发展，
并希望能促进全球建设领域数字化转型。       

从工作岗位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环境下，我个人也感受颇深。重回校园让我感受到能够在忙碌内卷的环境下有潜心学
习的机会，是来之不易的，因此学习的动力十足，目标也十分清晰，体会到拥有一颗开放学习的心态才能始终保持积极和年轻。
并且，由于身边都是来自世界顶尖学府的顶尖人才，我也常常被他们对科技创新的追求和学术研究的严谨而感染和感动。
在生活方面，伦敦这个虽然现在以“新冠日增 18 万”、“omicron 肆虐”所闻名，但这个城市确实惬意且充满底蕴，也期
待疫情过后能好好游览。

零 时 区 和 西 八 区 的 知 优 人
D r . Y a n 在 伦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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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系 studio英国国会大厦和大本钟（在维修）我的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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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时 区 和 西 八 区 的 知 优 人
来 自 台 湾 的 洛 杉 矶 之 光

知優美國團隊在後疫情時代針對智能建築市場重新定位。智能建築提供了改進的設施訪問控制（安全及衛生警報、入
侵檢測和整體監控）、HVAC、照明和其他環境控制、能源管理以及整體建築控制。相較於國內整合性智慧平台，美國的智
能平台更為去中心化，建築的運營及商業活動是由多個獨立系統所負責。所以研發特定種類的孿生解決方案（包括資產孿生、
組件孿生、系統孿生、流程和工作流孿生等）將會是在美國 Digital Twin Proptech 的重點。

隨著智能建築的發展，建築物內部的通信系統正迅速從老化和通用性較低的系統轉變為 5G 和數位孿生的各種 IT 技術
解決方案（5G、AI、IoT、VR 和 Blockchain）。到 2026 年，數位孿生的總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 37.7 億美元。知優美國團
隊未來將詳細地分析整體市場規模及趨勢展望（2022-2026），作為知優科技與國際間的橋樑，我們會繼續將海外技術人才
引入國內、把知優技術重新整合以應用於海外市場。

邱 葛 力  
Geli Qiu

陳 歷 朕  
Legend Chen

黃 庭 昱  
Kevin Huang Sung Hyuck Moon 



彩蛋 EASTER EGG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祝福大家新年好！ 

表情包添加完成，准备去战斗！！！

表情包添加方式：

方法一：

方法二

Step 1
扫描二维码，出现图片并保存图片

        ~藏收时包情表发子宝他其等

Step 2
点击进入右侧小表情

Step 3
点击进入小心心

Step 4
点击进入小 ++

Step 5
点击小 ++ 添加照片



策 划 组专访

团队介绍

韩娟娟

芮佳慧

����  To Be Continue ...

2021 临近尾声，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客户伙伴的支持下，公司全员努力下，2021 年刊
历经波折终于完成。

虽然有些碎嘴子，但必须要感谢大家积极配合提供素材，特别是佳慧一人扛起设计排版
大梁，辛苦啦！还有恺哥和祝总帮助我们提优化意见，感谢大家的帮忙

年刊制作过程中，作为素材收集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想一下哪些宝子们还“欠”我账，
化身“小催”上门催账。当然效果还是很好哒，有时候不逼一把就不知道自己素材有多精彩。

今年年刊制作小分队成员有恺哥（总指挥），佳慧（总设计师），彬总（挂名设计师），
丁玉琳（外援）和我，佳慧扛把子扛起了设计大旗，彬总一鸽到底（bushi，项目确实忙），
玉琳金点子添彩。

再来说说年刊内容吧！这本年刊记录了公司发展历程中的大事件，产品、技术的不断精进，
年终项目复盘和知优大家庭的成长之路，希望借此帮助大家留住 2021 的精彩时刻，帮助大家
更好的了解公司发展情况和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年礼。

最后祝愿大家健健康康，事业顺利，生活美满。新年快乐，虎虎生威

感谢各位大佬们的支持

同时祝愿大家虎年鸿运当头鸿鸿火火

虎年就要鸿鸿鸿

吃的苦中苦 

方为设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