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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智慧运维平台为建筑管理方提供了一套更为智慧、安全、长

效的综合管理平台，将智能化各个子系统、建筑空间、设备运维和物

业管理需求进行一体化整合，使多系统在同一平台进行呈现，最终建

设立成建筑运维集成系统管理中心，实现主控中心功能（集中监控），

提供可靠的设备运维分析，故障诊断及预案功能，日常设备维修维护

管理，综合（物业）管理的功能。

建设一套建筑智能化集成管理平台，通过同一平台、统一数据库，

整合优化实现不同系统的协同和关联，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实现资源

共享、信息共享，采用数据孪生技术，依托BIM模型，满足物业运维

管理和智能操控等需求。

平台由数据中台软硬件、基于BIM模型的数字孪生软件、数据可

视化展示大屏及WEB管理后台组成

BIM运维集成管理平台建设方案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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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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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管理平台

系统集成管理平台将原本分散、独立的各个智能化系统通过软件接口进行集成，实现统一监控、统一联动、统一告警的管理功能，同时可提供与智能

化设备关联的应用功能，如设备运维，故障诊断，报修保养等。集成管理平台也是BIM三维可视化平台的支撑平台，提供统一的设备数据接口。



平面图管理

系统集成管理平台支持平面图点位管理，在平面图上可以直观地查看智能化系统设备的分布情况，查看设备状态、设备属性、告警信息、设备的维修

信息等。设备点位根据设备的状态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正常绿色，告警黄色。在平面图上点击受控设备可以对其进行操控，如查看摄像机的监控画面，

远程打开门禁。



系统联动

起因：紧急报警控制：调动现场视频联动：弹出报警视频

平台记录：报警信息

同步：对讲或电话通知管理人员

同步：通知相关人员到场处
理

最终：处理完成后，解除告警

监控中心

集成平台

➢ 通过集成管理平台可以设置不同的系统联动场景，设置不同的触发条件和执行设备。比如发生紧急报警，系统快速定位到报警位置，并弹出周边摄像头画面和处理

预案。某个设备发出故障告警，系统快速定位到告警设备的位置，并查看故障信息。



设备运维系统

通过设备运维系统，打造运维管理体系的标准化设备运维模块，实现高效的运行维护管理，降低运维成本，延长设备寿命。基于对设备设施的接入

管理以及运行数据的监测分析，提前对设备运行参数的正常与否进行预判，改变目前故障设备的事后处理机制，前置对设备异常的监测和及时检修、维

护，从而优化运维团队的人员配置，避免故障后造成更大损失。

建立设备信息库，录入设备的基础信息如品牌、型号、安装位置、正常运行的建议参数、维保联系人等信息库，方便查询和维护。

制定设备保养计划和保养标准，系统按照预设的维护周期生成维护计划及相应工单，并能够对工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

制定巡检点和巡检计划，根据设备类型制定巡检事项和巡检周期，系统生成相应的工单，管理人员将工单分派给对应维护人员，并能够对工单的执

行情况监控。

设备类型：XX 
设备参数：XX 
施工单位：XX
公司 生产厂家
：XX公司 联系
电话：
63456567

检查维修记录： 上
次检查时间：2011-
06-28 设备状况记
录：良好 检查人员
：李XX 下次检查时
间：2012-03-11



BIM三维可视化系统

BIM三维可视化系统是在智能化集成管理平台基础之上，对建筑、空间结构、设备设施和人机界面进行三维呈现和交互，通过三维建模、3D引擎等三维显示技

术，实现运维管理的模型化和数字化。平台基于三维建模引擎实现可视化管理及应用，将建筑和智能化设备整合到统一模型中，实现系统和设备的数据图形可视化、

场景化的操控。



三维建模
➢ 3D建筑模型展示：对BIM模型进行轻量化的优化、渲染并展示，实现相应比例的场景化三维动画模型的展示。以项目为中心，高精度还原项目建筑，并简要展示其

周围地形、道路模型及配套建筑。支持放大缩小、旋转和平移等操作。

➢ 室内结构模型数据处理：根据甲方提供的BIM模型数据、CAD图纸，以建筑楼层为单位，对室内结构数据进行渲染处理。

➢ 主要管线模型数据处理：根据甲方提供的BIM模型数据、CAD图纸和系统集成数据，对暧通空调管道，配电线路、给排水管路、送排风管路等4类管线数据进行处

理。

➢ 设备设施模型数据处理：系统集成的设备模型建设和和模型数据处理，包括：监控设备，门禁设备，报警探测器，BA系统设备（新风机、空调机、排风机、集水井、

冷热源设备、电梯等）、智能照明回路、LED发布设备、广播设备等。

➢ 系统设备点位绑定：系统集成的系统设备位置属性以空间的方式展示在三维模型上，设备位置与三维模型的绑定，各子系统数据（设备位置、运行状态、维保信息

等），点位和图纸一一对应。



三维可视化交互场景

➢ 三维浏览：从任意角度和高度对项目周边道路、建筑环境、站内布置、设施设备等，流畅的进行三

维地形、三维模型、管线和设施设备的浏览和漫游，支持放大缩小、旋转和平移等操作。

➢ 地形浏览：从空中俯瞰整个区域，做到将项目的周边环境、建筑情况、道路情况等一目了然。也可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在建筑物模型中漫游。

➢ 设备浏览和控制：通过三维漫游的方式进入室内，对室内设施设备进行浏览，也可以选择“露顶模

式”，隐藏土建结构，对显示的设施设备进行浏览。并且可对设备进行开关控制或部分参数的修改。

➢ 设备查询：在三维空间中定位显示查找到的对象，而且用户还可一并观察获取其周边相关信息。

➢ 基础交互功能：支持鼠标交互切换场景，交互数据面板或者表盘等，悬浮提示或单双击指令下发等

功能。场景切换、区域视角、切换，点击设备弹出面板等交互事件。

➢ 二三维联动交互：三维场景切换联动二维面板，二维面板切换联动三维场景，按钮联动动画事件，

二维搜索设备三维定位等所有项目中涉及到的联动交互事件。

➢ 告警快速定位功能：点击报警列表单条报警信息，场景视角切换到报警设备的最佳查看视角，打开

告警设备的参数窗口，并根据后台传输的联动设备ID，联动设备运作，例如联动周围摄像头闪烁

提示，点击可查看报警视频，联动门禁执行开关。

➢ 巡检功能：各内景预设1条巡检路线，第一人称巡检，经过设备弹出相关信息，每条巡检路线不超

过10个设备事件。

➢ 动画效果："1、楼层切换动画。2、外景环境装饰动画。3、场景过渡动画。4、电梯运行动画。5、

巡检人员行走动画。6、报警动画。7、设备报警染色动画。8、门禁开关动画。9、风机开关动画。

10、照明开关动画。"

➢ 3D组态配置：编辑器功能，建立通用模型库，支持用户通过3D组态自行配置、拖曳设备。

室外交互场景

室外交互场景 室内漫游场景

室内交互场景



能源管理系统

集成能源管理系统功能：

➢ 能耗监测：监测各楼层区域的用水量、用电量等数据；

历史用水量、电度一览表。

➢ 能耗统计：基于用水量和用电量等数据，实现对建筑物

的能耗进行实时监控和统计，分项统计。能耗历史报表，

能耗图表展示。

➢ 能耗分析：历史能耗对比分析，能耗趋势分析，能耗策

略改进。

➢ 能耗异常预警：发生用电异常、能耗突增等情况，系统

发出预警。

支持在三维场景中展示每个楼层的实时能耗数据及历史

能耗数据。

➢ 碳排放数据：碳排放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报告展示。



BA系统

集成BA系统功能：

➢ 在三维环境中展示冷热源、新风机、空调机、配电设备、排风机、集水井的空间分

布及工况（正常的、异常的用不同颜色标识）。支持直观展示各楼层的温度、湿度、

空气质量值等；可根据统计数据形成温湿度云图。支持用信息面板展示重点监控的

冷热源、空调、配电设备的监测值，如实时压力值、实时频率。

➢ 新风机：监测新风机运行状态、故障报警、手自动状态、送风温湿度，变频频率，

阀门状态，压差开关状态等运行数据。支持启/停控制

➢ 空调机：监测空调机运行状态、故障报警、手自动状态、送风温湿度、回风温度、

变频频率，阀门状态、压差开关状态等运行数据。

➢ 排风系统：监测排风机运行状态、故障报警、手自动状态等运行数据。

➢ 集水井：监测排水泵运行状态、故障报警、手/自动状态、集水井液位等。

➢ 电梯监测：监测垂直电梯运行状，所在的楼层、上下行方向监测、电梯故障、开门

状态监测，可以调取电梯内监控。

➢ 变配电系统：监测变配电监控制系统数据：1)低压配电柜：监测等三相电量，监测

断路器的工作及故障状态。2)高压配电柜：监测进线柜的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有

功电能、无功电能、频率；出线柜的三相电流、有功功率。 3) 变压器：监测变压器

的运行温度、变压器故障报警、变压器超温报警、风机运行及故障状态。 "

➢ 环境监测：区域CO、CO2浓度监测



视频监控系统

集成视频监控系统功能：

➢ 实时视频浏览：支持同时查看多路摄像头

实时画面，支持多个摄像头画面轮询播放，

支持将重点区域的摄像头画面拖放到固定

的区域，固定播放，支持单个摄像头画面

放大和缩小，支持鼠标圈选一个区域，可

以把区域内所有摄像头高亮显示，通过点

击查看视频画面。

➢ 数量统计：展示所有监控视频设备的数量

统计信息

➢ 在三维环境中直观展示所有视频监控设备

的空间分布情况，以不同颜色展示所有视

摄像机的运行状态（如：告警红色），点

击摄像机可以查看监控画面览。支持在三

维场景中进行视频设备的搜索定位。



安防报警系统

集成安防报警系统功能：

➢ 在三维环境中直观展示楼宇内所安防报警设

备的空间分布情况和运行状态，以不同颜色

展示楼宇内入侵报警探测器设备的运行状态

（如：告警红色、正常绿色）。

➢ 数量统计：展示楼宇所有安防报警探测器设

备的数量统计信息。

➢ 报警定位：支持定位到发生报警的区域。

➢ 报警记录：查询历史报警记录。

➢ 远程布/撤防：支持远程布防和撤防，分区

布/撤防。



门禁系统

集成门禁系统功能：

➢ 在三维环境中直观展示所有门禁、闸机、在楼宇

中分布情况及工况信息，以不同颜色展示楼宇内

门禁设备的运行状态（如：告警红色、正常绿

色），展示所有门禁设备的数量，在线数量，离

线数量。支持在三维场景中进行门禁设备的搜索

定位。如点击设备列表中的门禁或门闸，可以直

接跳转到该设备的具体位置，查看查看门禁进入

人员信息。

➢ 数量统计：展示所有门禁设备的数量，在线数量，

离线数量。

➢ 远程开门：支持通过远程操控的方式实现对门禁

的打开或关闭。

➢ 进出记录：进出记录查询，历史进出记录查询。



停车场管理系统

集成停车场管理及车位引导系统功能：

➢ 支持在三维空间展示整体停车位空间位置分布情况、

车位状态和统计信息。

➢ 车位信息：支持车位占比数据展示，对于空车位、

已占车位用不同状态区分。

➢ 车位查看：支持点击任一占用车位信息，显示车位

的详细信息，例如车位编号、车牌号、停车时间。

支持调取车位附近的监控视频，实现停车场虚实结

合的查看。

➢ 数据统计：支持统计车位使用情况，例如剩余车位，

车位车辆停留时间。



智能照明系统

集成智能照明系统功能：

➢ 在三维场中展示所有照明回路的开关状态，以不同颜色展

示照明回路的运行状态（如：告警红色、开启绿色）

➢ 数量统计：对照明设备信息做显示，设备数量，使用中，

已损坏等。

➢ 远程控制：按回路对智能照明进行远程开关控制。可对系

统中各照明回路进行逻辑编组，通过逻辑编组可对多条照

明回路进行统一开关控制。

➢ 故障报警：设备离线或有故障，发出报警，记录报警类型，

报警时间。



信息发布和广播系统

集成信息发布系统功能：

➢ 在三维场景中展示LED设备的空间分布，以不同颜色展示

LED设备的运行状态（如：异常红色、正常绿色）

➢ 数量统计：展示所有LED发布设备的数量统计信息。

➢ 远程控制：支持远程对LED设备进行开启或关闭操作，也可

设置为只监不控。

集成公共广播系统功能：

➢ 在三维场景中展示广播设备的空间分布，以不同颜色

展示广播设备的运行状态（如：异常红色、正常绿色）

➢ 数量统计：展示所有广播设备的数量统计信息。

➢ 远程控制：支持远程对广播设备进行开启或关闭操作，

也可设置为只监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