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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运用 BIM 技术推进审批程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为南京市智

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运用建筑信息模型系统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查审批

和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函》（建城函〔2018〕222 号）和《南京市运用建筑信息模型系统进行

工程建设项目审查审批和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宁政办发〔2019〕44 号）要求，南京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本导则编制工作。标准编制组经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相关

标准，广泛征求建设主管部门、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单位、信息化领域专家等有关方面意见，

组织进行专题研讨，最终完成了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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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南京市建设工程 BIM 智能审查管理系统进行工程建设项

目审查审批和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规范竣工信息模型的交付和应用，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南京市新建建筑工程项目竣工信息模型的交付和应用。本导则的主要使用对象为建

设单位与施工单位。

1.0.3 本导则与南京市运用建筑信息模型（BIM）系统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查审批和城市信息模型（CIM）

平台建设配套的相关标准衔接，保持一致。

1.0.4 竣工信息模型的交付和应用，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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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

程和结果的总称。

2.0.2 竣工信息模型 Completion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筑工程项目竣工阶段，在施工图信息模型基础上加入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变更信息，并符合竣工交付

和应用的建筑信息模型。简称“竣工模型”。

2.0.3 竣工信息模型交付物 Completion information modeling deliverable

由竣工信息模型导出的竣工信息模型数据，模型数据格式为.njm。简称“交付物”。

2.0.4 城市信息模型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CIM）

以建筑信息模型（BIM）、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IoT）等技术为基础，整合城市地上地下、室

内室外、历史现状未来多维多尺度信息模型数据和城市感知数据，构建起三维数字空间的城市信息有机综

合体。

2.0.5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 Basic platform of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CIM 基础平台是在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建筑物、基础设施等三维数字模型，表达和管理

城市三维空间的基础平台，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行工作的基础性操作平台，是智慧城市的基础性、

关键性和实体性信息基础设施。

2.0.6 工程对象 Engineering object

构成建筑工程的建筑物、系统、设施、设备、零件等物理实体集合。

2.0.7 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of geometric detail

模型单元在视觉呈现时，几何表达真实性和精细性的衡量指标。

2.0.8 信息深度 Level of information detail

模型单元承载属性信息详细程度的衡量指标。

2.0.9 模型单元 Model unit

建筑信息模型中承载建筑信息的实体及其相关属性的集合，是工程对象的数字化表述。

2.0.10 宁建模 NJM

南京自主建筑信息模型的一种数据格式，是一种免编辑的文件格式，定义了存储方式，实现 BIM 数据

在工程建设项目规、建、管全流程，无损流转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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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交付物应满足南京市建设工程 BIM 智能审查管理系统的实际需要。

3.1.2 交付物应采用统一的公制单位。

a) 竣工信息模型中所有模型单元应采用公制单位。

b) 根据各专业的设计要求，竣工信息模型中长、宽、高等一维几何属性描述以 “mm”为单位，保留

整数显示；或以“m”、“km”为单位时，保留三位小数，并在数据文件中予以标记。

c) 根据各专业的设计要求，竣工信息模型中面积属性描述以“mm²”为单位，保留整数显示。

d) 根据各专业的设计要求，竣工信息模型中体积属性描述以 “mm³”为单位，保留整数显示。

e) 若以上指标单位说明与各描述对象属性定义单位不一致，应以《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图 BIM 智能审

查数据标准技术导则》中属性表定义为准。

3.1.3 模型中定位基点应具有本地坐标系的坐标值和方向角，本地坐标系应采用 2008 南京地方坐标系。

3.1.4 本导则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采用 1985 年国家高程作为基准高程。

3.1.5 时间系统应采用公历纪元和北京时间。

3.2 命名规则

3.2.1 交付物的命名应简明且易于辨识，并应符合《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图 BIM 设计交付技术导则》的

要求。

3.2.2 竣工信息模型数据名称宜由项目编号、项目简称、专业代码、自定义描述组成，其间宜以半角下

划线“_”隔开，并宜与施工图信息模型名称建立关联关系。专业领域宜采用易识别的专业称号；模型单元

的名称宜由工程对象名称和自定义描述组成，其间宜以半角下划线“_”隔开，并与《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

图 BIM 设计交付技术导则》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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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付要求

4.1 交付物

4.1.1 竣工信息模型交付物为竣工信息模型数据，竣工信息模型数据交付格式应为.njm。

4.1.2 竣工信息模型交付物应在施工图信息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模型数据形成，并应

在模型数据上添加相关变更信息。

4.1.3 交付物应包含建筑专业、结构专业、给排水专业、电气专业、暖通专业、室外给排水（含海绵城

市）等的 NJM 数据文件。

a) 建筑专业 NJM 数据文件，应由建筑专业、必要的结构专业施工图信息模型共同导出，并应包含各

楼层平面图、建筑立面图、设计变更信息等。

b) 结构专业 NJM 数据文件，应由结构分析计算模型和 DWG 格式的平法配筋图导出，并应包含结构设

计变更信息、结构总体信息、结构构件信息、截面信息、荷载信息等。

c) 给排水专业 NJM 数据文件，应由给水排水专业施工图信息模型导出，并应包含各楼层平面图、设

计变更信息等。

d) 电气专业 NJM 数据文件，应由电气专业、智能化专业施工图信息模型共同导出，并应包含各楼层

平面图、设计变更信息等。

e) 暖通专业 NJM 数据文件，应由暖通专业施工图信息模型导出，并应包含各楼层平面图、设计变更

信息等。

f) 室外给排水（含海绵城市）NJM 数据文件，应由室外给排水（含海绵城市）施工图信息模型导出，

并应包含设计变更信息等。

4.2 交付基础

4.2.1 竣工信息模型交付应满足以下条件：

a）建筑工程项目已完成施工图 BIM 智能审查；

b）竣工信息模型已完成与施工图信息模型、实物的一致性比对；

c）交付物已完成自检。

4.2.2 交付物自检宜包括模型几何精度检查、模型属性数据完整性和正确性检查、图形和属性数据一致

性检查等内容。自检内容详见《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图 BIM 设计交付技术导则》中各专业构件审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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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交付流程

4.3.1 竣工信息模型交付流程宜符合图 4.3.1 的规定。竣工信息模型在交付过程中的各项检查应基于南

京市建筑工程竣工验收 BIM 应用系统，遵循“人检机辅”的原则。

图 4.3.1 竣工信息模型交付流程

4.4 交付标准

4.4.1 在同一项目中，模型数据应统一坐标、方向、轴网及楼层设置，并应以有效的链接关系组装后交

付。

4.4.2 模型单元表达精度等级，分为几何表达精度和信息深度。

a）几何表达精度的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4.4.2-1 的规定，并应在满足竣工信息模型交付和应用需求的

基础上，宜选择较低的几何表达精度；

b）模型单元信息深度等级的划分应符合表 4.4.2-2 的规定；

c）根据项目需要，模型单元的信息深度可按照表 4.4.2-3 选择相应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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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1 几何信息表达精度的等级划分

等级 英文名 代号 几何表达精度要求

1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1 of geometric detail G1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需求的几

何表达精度

2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2 of geometric detail G2
满足空间占位、主要颜色等粗略识别

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3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3 of geometric detail G3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识别

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4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4 of geometric detail G4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制

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识别需求的几何

表达精度

注：表 4.4.2-1 引用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 第 4.3.5 节

表 4.4.2-2 信息深度等级的划分

等级 英文名 代号 信息深度等级要求

1级信息精度 Level 1 of information detail N1
宜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目信

息、组织角色等信息

2级信息精度 Level 2 of information detail N2

宜包含和补充 N1 等级信息，增加实体

系统关系、组成及材质，性能或属性

等信息

3级信息精度 Level 3 of information detail N3
宜包含和补充 N2 等级信息，增加生产

信息、安装信息

4级信息精度 Level 4 of information detail N4
宜包含和补充 N3 等级信息，增加资产

信息和维护信息

注：表 4.4.2-2 引用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 第 4.3.7 节

表 4.4.2-3 信息深度的等级分类

信息

深度

属性

分类

分类

代号

属性组

代号
常见属性组 宜包含的属性信息

信息

来源

N1
项目

信息
PJ

PJ-100 项目标识 项目名称、编号、简称等 W/R

PJ-200 建设说明
地点、阶段、自然条件、建设依据、坐标、

采用的坐标体系、高桯基准等
W/R

PJ-300 建筑类别或等级
建筑类别、等级、消防等级、

防护等级等
W/R

PJ-400 设计说明 各类设计说明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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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深度

属性

分类

分类

代号

属性组

代号
常见属性组 宜包含的属性信息

信息

来源

PJ-500 技术经济指标 各类项目指标 W/R

PJ-600 建设单位信息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W/R

PJ-700 建设参与方信息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W/R

PJ-800 建设参与人 专业、姓名、身份证、联系方式等 W/R

Nl
身份

信息
ID

ID-100 基本描述 名称、编号、类型、功能说明 R

ID-200 编码信息 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R

ID-300
分部分项（专项）

标识码
识别分部分项及专项 R

Nl
定位

信息
LC

LC-100 项目内部定位
所属的地块、建筑、楼层空间名称

及其编号、编码
R

LC-200 坐标定位
可按照平面坐标系统或地理坐标系统或

投影坐标系统分项描述
R

LC-300 占位尺寸 长度、宽度、高、厚度、深度等 R

N2
系统

信息
ST ST-100 系统分类 系统分类名称 R

N3
技术

信息
TC

TC-100 构造尺寸
长度、宽度、高、厚度、深度等主要方向

上特征
R

TC-200 组件构成 主要组件名称、材质、尺寸等属性 W/R

注：

1.表中信息来源 R 指从软件获取信息，W 指从文档获取信息；

2.表中未列出的属性组和属性可根据项目需要自定义进行补充。



8

本导则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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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

2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GB/T 51269

3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GB/T 51301

4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 JGJ/T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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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文说明

南京市建筑工程竣工信息模型交付技术导则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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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南京市建筑工程竣工信息模型交付技术导则》，经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告批准、发布。

本导则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中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的实

践经验，同时参考了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为便于广大建筑设计、科研、审查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南京

市建筑工程竣工信息模型交付技术导则》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

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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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规定了本导则的使用目标，并遵循科学性、兼容性、可操作性的原则进行制定。本导则适用

于南京市民用建筑工程新建项目竣工信息模型设计成果文件的交付。

1.0.2 本导则是南京市建设工程 BIM 智能审查管理系统标准体系的一部分，体系包括以下四部分组成：

《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图 BIM 智能审查技术导则》、《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图 BIM 设计交付技术导则》、《南

京市建筑工程 BIM 智能审查数据标准技术导则》、《南京市建筑工程竣工信息模型交付技术导则》。四本导则

主要针对的使用对象分别为：施工图审查人员、专业设计与建模人员、施工图 BIM 智能审查系统的软件开

发人员、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人员。

2 术语

2.0.12 南京市建筑工程竣工验收BIM应用系统中NJM数据库文件采用了开源数据库SQLITE记录NJM数据，

各地应用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SQL、MySQL 等其它类型的数据库文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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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3 交付物中涉及单位的信息，应按照国标对相关计量单位的规定进行交付，应符合下列标准的规定：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 3102.1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GB 3102.2 周期及其有关现象的量和单位；

GB 3102.3 力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4 热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5 电学和磁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6 光及有关电磁辐射的量和单位；

GB 3102.7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8 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9 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10 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

GB 3102.11 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

GB 3102.12 特征数；

GB 3102.13 固体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3.2 命名规则

3.2.2 竣工信息模型名称宜符合以下规定：

a) 竣工信息模型命名例子：“项目编号_项目简称_专业代码_自定义描述”，其中自定义描述是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说明。未包含专业，应符合《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 的规定。

b) 专业代码命名一般采用《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 第3．2．4条的专业代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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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付要求

4.2 交付基础

4.2.1 竣工信息模型应是在施工图信息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与变更信息，并与现

场实物保持一致的建筑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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