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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地BIM2.0
全球发布

——世界道路与交通工程BIM技术的新高度

纬地BIM2.0
全球发布

——为什么国产软件能勇立世界道路BIM的技术潮头？

BIM正向设计
+

全自动BIM建模
+

自动BIM编码与属性关联
+

专业BIM仿真分析应用



什么是纬地BIM2.0

纬地道路交通辅助设计系统v8.0

公路、城市道路、铁路与轨道、渠道等线路三维设

计；BIM正向设计（平纵横与模型实时关联互

动）；道路主体、路面、边坡边沟、地表等的

BIM自动建模；模型属性信息关联。

纬地BIM2.0软件构成

纬地公路与铁路路基设计系统v5.0

公路与铁路工程的路基、支挡与防护工程三

维设计；BIM正向设计（路基、路面模型关

联互动）；路面结构BIM自动建模；模型属

性信息关联。

HintLJ

纬地公路与铁路隧道设计系统v3.8

公路与铁路隧道工程三维设计；隧道BIM正

向设计（洞门、洞身衬砌、钢筋等模型关联

互动）；隧道整体自动BIM建模；模型属性

信息关联。

纬地工程土石方调配系统v5.0

公路、铁路等线性工程土石方综

合调配与利用，自动输出工程数

量表和调配成果。

TF

纬地涵洞设计系统v4.0

公路、铁路工程的各类涵洞三维设计；

涵洞BIM正向设计（涵洞洞门、涵台、

涵身等模型关联互动）；各类涵洞

BIM自动建模；模型属性信息关联。

纬地交通与安全工程设计系统v4.0

公路与城市道路交通工程与安全设施三维

设计；交通安全设施（包括标志、标线、

护栏、隔离栅等）BIM正向设计（标志、

护栏等模型实时关联互动）；标志、护栏

等BIM自动建模；模型属性信息关联。

JT

纬地公路路线安全性分析系统v4.0

公路路线平纵横几何设计标准规范符合性检查；

几何指标统计；运行速度预测分析；线形设计协

调性和一致性分析评价；三种视距（设计速度对

应的视距、运行速度对应的视距；空间视距）检

测、对比分析等。

纬地数字交通与工程仿真系统v4.8

基于道路、设施、地面等BIM模型，构建道路工程建

成后的虚拟实境；高空飞行、摄像机、模拟驾驶等多

角度漫游浏览；可视化展示工程方案全貌或局部；三

维空间视距检测、车辆弯道行驶稳定性分析、运行速

度分析、对向车灯眩光影响分析、标志设置合理性分

析等。

VR

纬地挡土墙综合设计系统v5.0

公路、铁路工程的各类挡土墙、护面墙三维

设计；BIM正向设计（挡土墙、护面墙模型

关联互动）；各类型挡土墙自动BIM建模；

模型属性信息关联。

SF

纬地工程三维地质CAD系统v2.8

道路、铁路、渠道等工程地质全三维建

模、地层建模优化；BIM设计与分析

（可视化、实时剖切地质剖面）；自动

输出地质BIM模型。

HintDZ

纬地BIM2.0是2018年度发布的纬地道路与交通工程BIM解决方案（最新版

本）。该解决方案在纬地软件既有三维道路集成CAD基础上，通过倾力研发和自主

创新，在BIM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达到了全新的技术高度，主要技术特征表现在：

——首次实现了道路交通全专业、BIM正向设计，覆盖路线、桥涵隧、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地质等各专业；基于BIM核心，协同设计，效率更高。

——首次实现多专业、高精度BIM自动建模，彻底改变当前BIM应用重点就是

在“翻模”的现状，而且模型精度高于工程设计的精度要求。

——首次实现海量模型BIM自动编码和属性信息关联，突破了“翻模”方式难

以实现海量模型编码和属性关联的技术瓶颈。

——唯一提供符合道路交通专业需求的BIM仿真分析应用性功能，超越了

BIM应用主要是“碰撞检查”的浅表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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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地BIM2.0有什么进步和创新？

      新高度的主要技术特征：道路与交通的“BIM正向设计”+ 全

自动BIM建模 + 自动BIM编码与属性关联 + 专业BIM仿真分析应用

纬地BIM2.0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了道路交通工程行业多专业BIM正向设计，

包括路线、路基、涵洞、隧道、支挡构造物、交通工程与安全设施、工程地质等。即

当在用户应用纬地系列软件在CAD界面中进行路线、涵洞、交通工程等各专业交互式

设计、优化的过程中，可在BIM模型窗口中浏览、查看工程BIM模型的实时变化。更

为直接的是，用户甚至可以直接在BIM模型窗口中，对工程模型或部件通过鼠标点

选、操作进行修改优化，而CAD界面中的设计参数、数据也会联动进行调整变化。

纬地BIM2.0由纬地道路交通系列

CAD软件（十余个专业CAD软件）的最

新版构成，能根据勘察设计基础数据，在

设计人员进行路、桥、隧、墙、交通工程等

各专业三维协同设计的同时，自动构建并输出

各专业、分项工程的高精度BIM模型。从路面边沟

的坐标定位，到每一个标志牌的版面尺寸，各专业模型

部件的空间几何精度均在1mm之内，确保BIM模型与设计图

纸的高精度吻合。纬地BIM2.0提高以往艰巨、繁冗的道路及设施

建模的工作效率数十倍、乃至数千倍以上！

1. 多专业BIM正向设计

2. 高精度BIM自动建模

BIM正向设计

（几何设计与BIM模型实时同步）

实时显示的涵洞BIM模型

路线BIM模型

某高速公路BIM模型 某高速铁路BIM模型

数字地面模型和

路线模型自动叠加

圆管洞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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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标志BIM模型

盖板涵BIM模型

据调查，由于未开发、提供道路相关多专业的三维CAD软件和功能，当前国外

BIM软件只能实现道路路线（部分涉及到桥梁等）的BIM正向设计，但却不能实现路

基、桥隧、涵洞、挡土墙、地质、标志标线与安全设施等多专业的正向设计功能。所

谓BIM设计属于“断头路”，不能覆盖各专业，导致效率低下。

对比：

目前，国际、国内各类工程BIM应用的共同点或主要内容，无不在于BIM建模，

即通过各种方式，对工程进行“BIM翻模”。而道路、铁路等工程因为“量大、线长、

面广”，且主体为不规则模型等专业特点，致使建筑工程领域适用的“族库”积木式建模方

法、以及基于这种技术路径的BIM软件难以适用。对道路、铁路等工程而言，手工或软件工

具翻模的工作量巨大，精度难以保证，大量重复性劳动，耗时耗力。

对比：



3. BIM模型自动编码与属性关联

纬地BIM2.0的各专业CAD软件，在自动构建BIM模型部件

的同时，能够按照“纬地软件道路与交通工程BIM编码规则”为

各类模型、部件附加唯一、可识别的BIM编码，自动为模型部件

关联对应的属性信息，包括部件名称、桩号位置、空间坐标定

位信息、材料属性等。纬地BIM2.0从BIM工程全生命周期应用出

发，通过CAD自动建模和属性管理的技术路径，必然是BIM技术

在道路交通领域全过程应用的唯一正确路径。

各类BIM应用实践证明，通过手工或翻模软件的技术路径，

虽然可以变通解决工程BIM应用第一阶段中模型从无到有的问

题，但却根本无法破解道路工程海量BIM模型自动编码和属性信

息关联的难题。而以模型为载体，在工程建设全过程、各阶段

之间实现工程信息的传递、共享利用，才是BIM理念的核心，才

是BIM应用的关键。

（目前纬地软件属性关联功能不断在改进、发展之中。）

纬地BIM2.0能实现基于BIM核心的虚拟现实、仿真分析评价功能。纬地道路与交通工程仿真平

台（HintVR）可直接读入道路主体、各类构造物、地表地质等BIM模型，快速构建道路建成后的虚

拟现实环境；进而实现空中飞行、车道模拟驾驶、预设相机等多角度的虚拟漫游，自动输出漫游视

频或动画，可直观展示工程项目整体方案，为局部方案优化提供可视化支撑。

同时，HintVR平台创新性开发提供了多项与道路工程、交通安全评价密切相关的仿真分析评价

功能，包括：自动检测每个车道、任意桩号位置的空间视距；自动检测输出车辆以不同速度通过弯

道时的行车稳定性参数（包括横向摩阻力变化等）；实现交通工程标志、标线设计合理性分析；输

出驾驶员操作行为、车辆状态、道路条件等信息等（限于HintVR的定制版本）。上述紧密结合交通

专业特点和需求的功能已经成为公路项目交通安全

性评价的重要方式。

4. 提供交通专业化仿真分析功能

隧道BIM模型属性信息

涵洞BIM模型属性信息

交通标志BIM模型自动编码

地质BIM模型属性信息

任意桩号位置空间视距检测

三维视距分析

标志、标线合理性分析

空间视距线框图

道路交通 的新高度BIM 

对比：

“碰撞检查”是国际、国内工程BIM应用展示

最多的内容。但由于道路及其构造物结构相对简

单，对于稍有经验的建设企业和技术人员，施工工

艺、工法相对普及，因此，基于BIM模型开展“碰

撞检查”等应用，在很多人看来真的“大材小

用”。对于道路交通行业而言，纬地BIM2.0开发

提供的视距检测、标志设计合理性分析、弯道行车

稳定性分析功能，才是需求更强烈、更具有针对

性、更能发挥BIM价值的仿真分析应用领域。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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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产软件能勇立
世界道路BIM的技术潮头？

【前言】在BIM概念在全世界工程行业热炒、国内软件厂商惊呼“狼来了”的时

候，为什么国产纬地软件却始终坚持走自主研发的BIM道路？为什么国外大品牌BIM软件

推广了N多年，各类推广、培训活动满天飞，但依然无法落地于工程规划设计，始终无

法撼动国产纬地软件在各类设计企业中的普及应用呢？本文在“纬地道路交通BIM2.0”

全球发布前夕，向您揭示纬地软件能够勇立我国乃至世界道路BIM技术潮头的秘密。

1、拥有道路交通三维CAD和BIM设计的核心技术

很长时间以来，在用户层面对国产纬地软件有几个误解，其中最主要一个误解就是：很多人

认为纬地软件仅仅只是autoCAD平台上的二次开发软件包。他们并不了解，事实上纬地软件很早

就已经是完全独立拥有道路交通三维CAD和BIM设计核心技术的国产自主开发软件。纬地软件包

括数字地面模型处理、路线和各专业计算分析、三维仿真等功能全部是应用C++、OpenGL等高

级语言自主开发的，而且全部是独立于AutoCAD环境之外的。只是，纬地软件把与图形交互、编

辑、打印等相关的功能，布置在了autoCAD图形界面之上，其目的只是为了迎合用户对CAD平台

使用的习惯，更顺应用户的设计习惯。

也就是说，在道路与交通专业设计方向，纬地软件拥有完全自主开发的基于BIM核心的三维

辅助设计的核心软件技术。不仅仅是路线计算、路基设计计算、结构验算分析等功能，在核心上

是独立与autoCAD平台之外的，尤其是以数字地面模型、三维地质模型等为基础的道路BIM三维

设计功能、三维仿真分析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完全是可以脱离开CAD平台运行，独立完成各专业

的设计和分析功能的。

2、一直是BIM和三维设计技术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追溯起来，BIM概念在国内工程领域开始传播才不过5年多一些的时间，而早在2001年，纬

地软件就在全球范围内首次研发成功了高速海量高精度数字地面模型引擎（核心软件模块），能

够一次性读入并处理上百公里的带状数字地面模型数据，把公路设计从两维化设计提升到了三维

设计的层面；在2006年，纬地软件就研发成功了公路平、纵、横断面与道路三维模型实时关联

互动的三维互动优化技术（即今天的道路

BIM设计功能），首次实现了道路工程领域的

全三维化、所见即所得的设计过程；而在

2003年左右，纬地软件基于道路三维模型和

仿真技术，正式发布了针对道路工程虚拟现实

应用的数字 与 仿真平台系统……

因此，无论是在BIM的概念提出之前，或

是之后，纬地软件始终是道路与交通工程领域

三维设计与BIM技术的倡导者和技术引领者。

这一点，但凡具体从事道路与交通工程设计的

专业技术人员最为了解——无论一些国外知名软件在BIM概念上的宣传如何“炫酷”，但在实际

工程的具体设计过程中，真正被广泛应用的始终还是纬地软件，而这些国外知名软件甚至连一个

实际工程设计应用的案例都找不到！

3、在道路交通三维CAD技术方向持续领先世界水平

知己知彼，才能始终领先。国产纬地软件在不断结合国内外道路勘察设计技术需求变化，持

续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还持续性对全世界范围内具有道路设计功能的20余款专业软件产品和技

术发展现状等进行跟踪和调查研究。其中，包括美国的奔特力Openroad/Powercivil软件、欧特克

Civil3D 、西班牙的MDT软件、德国的Card/1软件、挪威的Novapoint软件、澳大利亚的

ARD和12D model软件、日本Forum8公司的Winroad软件等。经过客观分析和总结，与目前在全

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开发的具有（或者部分具有）道路设计的软件比较，纬地软件总体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交通 工程

软件

——写在纬地道路BIM2.0发布之际

纬地软件道路BIM模型

纬地软件数字地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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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纬地软件提供了“多专业集

成、协同化”的解决方案

对比可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

有纬地软件提供了覆盖路线、路基、挡土

墙、桥涵、隧道、交通工程、土石方调

配、工程地质、安全性分析、BIM仿真分

析等功能的软件解决方案。而国际上多数

软件厂商（包括奔特力、欧特克等）只能

提供某一专业（例如路线和桥梁）设计功能，并没有开发、也不能提供路基、隧道、涵洞、交通

工程、工程地质，乃至BIM仿真分析等细分专业的设计功能。因此，与纬地软件能够集成化、协

同化应用、系统性提高道路工程的整体勘察设计效率相比较，国际上多数软件仅仅只解决了路线

和桥梁等部分专业的辅助设计功能，对于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用户而言，其效率提升必然是很有限

的。

另外，尽管纬地软件的开发主要针对道路与交通工程领域，但由于极强的拓展性和通用性，

纬地软件也完全能够适用于轨道工程的勘察设计任务，包括普通铁路、地铁、高铁等线路和路基

设计任务，纬地软件的桥涵、隧道、土石方、挡土墙等专业设计功能，也同时适用于轨道工程领

域。据调查，目前国内六大铁路专业设计企业，均不同程度在应用纬地软件。

2) 纬地软件在道路三维CAD和BIM技术方向不断创新。

根据对比，在世界范围内纬地

软件首创的智能布线技术、智能模

板设计技术、道路BIM交互式设计、

工程BIM仿真技术等是发展最快的。

纬地软件是世界上最早攻克大面

积、海量数字地面模型工程应用技

术的道路专业软件；最早实现基于

大面积数字地面模型进行路线交互

式选线功能；最早开发实现路线

平、纵、横和三维模型关联互动技

术；最早研发实现基于BIM的工程仿

真平台与技术，并且纬地软件拥有基于工程仿真平台的大型驾驶模拟舱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

3) 纬地软件攻克了道路BIM软件全球化应用的技术瓶颈。

众所周知，尽管全世界道路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大致相同的，但是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

语言文字、工程设计习惯、图纸成果表达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很多道路CAD软件的应用均局限在

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例如，国外的软件进入中国市场，必须进行适应国内设计习惯和语言文字等

方面的本地化定制性开发或改进，俗称“汉化”。同样原因，上述语言文字、设计习惯和成果表

达样式方面的差异，也成为了众多大型、国际化工程咨询公司开展国际化工程咨询业务时遇到的

难以逾越的困难和瓶颈。因为，其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的专业软件，却无法满足另一个国家和

地区应用的实际需求。

而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纬地软件，结合多个国际性工程项目实际需求，通过自主研发的

“智能模板设计技术”，破解了同一专业软件在全球范围内不同语言文字、不同设计与成果表达

习惯等方面的CAD软件应用的通用性难题。例如，在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非洲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

公路项目中，来自中国的多家工程

设计企业全部使用纬地软件进行高

速公路主体和附属工程设计，由于

存在当地官方语言（法语）、工程

咨询企业（来自加拿大英语系）、

工程设计企业、工程施工企业（中

国中文）等差异，该工程最终采用

纬地软件同时输出了中文、英文、

法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的

设计成果图纸。

4、具有20余年与国际各类软件竞争的成功经验

作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专业CAD软件，纬地软件自第一版本发布至今，约有

20年的发展历程了。在这一期间，在国内道路交通行业中一直在积极推广的国外道路CAD软件就

有多个（品牌），有来自德国并以严谨细致而著称的Card/1软件，有拥有全球CAD平台优势的美

国欧特克公司的Civil 3D软件，有来自美国老牌工程软件供应商奔特力公司的Inroad、Geopak、

Moss/MX软件......但今天，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竞争PK，这些国外软件纷纷已经败下阵来，有的

已经几近退出市场。

而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国产纬地软件在全国各类道路交通勘察设计企业的应用率达到

95%以上，而且已经逐渐大范围深入到市政、铁路、水电、林矿等勘察设计企业中。每年应用纬

纬地软件道路BIM模型

纬地软件智能设计模板（支持各种语言文字）

纬地软件道路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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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软件设计完成的各类道路和铁路项目里程在5000公里以上，其中也包括由众多中国企业在国外

承担的工程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应用纬地软件完成的道路设计项目超过了其他国外所有软

件之和。而正像前文提到的，一些国际品牌

的BIM软件，有的连基本的道路设计功能尚不

具备....甚至连一个实际工程设计全过程应用

的案例都找不到！

5、 有 的 国 外

BIM软件连基本的道

路设计功能都无法实

现

说千道万，无论一些国外软件把BIM的概念吹捧地如何神秘，BIM动画做得如何绚丽，而追

本溯源，道路交通工程设计与任何工程设计一样，设计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工程方案从无到有的

过程，实现对工程方案的再优化过程，然后输出各类成果（图纸和模型）指导施工建设。

可是，只要我们稍加留意，稍微俯下身追索，就会发现目前无论是国际知名软件A公司，还

是B公司提供的道路行业BIM解决方案均是不完整的，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有很多环节是“断头

路”。就在笔者写文章的过程中，恰好

有一位国内某林业设计院技术负责人电

话讨论应用纬地软件敷设卵形曲线的问

题。笔者问：你们单位不是采购了A软

件了么？这位负责人回答：Ａ公司的软

件只能设计常规的“缓圆缓”线形，根

本就不能设计卵形、C型、凸型等复杂

曲线组合的。

目前，作为针对道路交通行业的

BIM解决方案，有的国外软件甚至不能

输出满足国内各专业需求的设计图纸，

根本没有提供路基、挡土墙、边坡、涵洞、隧道、交通工程与安全设施等分专业的设计功

能.......于是，这些国外软件厂商却反客为主，抛出了“BIM最后一公里，应该由用户自主二次开

发”精妙提法，不仅掩盖了自身软件功能不完备、不能满足各专业工程设计需求的根本缺陷，而

且为后期的用户单位BIM推广不利埋下了伏笔——如果采购BIM解决方案 无法落地应用，最终

的原因必然在于用户一方，即是由于用户在“最后一公里的二次开发上的组织不力，投入不够”

等等导致的。笔者奇怪，这又怎么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道路行业BIM解决方案”呢！

所以，很多单位和人士在对国外BIM软件的实际工程应用和尝试之后才发现，一些国外的国

际知名品牌软件展示炫酷的BIM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忽悠罢了。毕竟，能创建或翻模部分

道路的BIM模型，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道路设计”啊！

6、纬地软件技术领先世界水平，何以见得？

或许有人读到本文内容和观点时，会摇头质疑：世界这么大，西方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建设

早于我们半个世纪以上，凭什么得出纬地软件在技术上领先世界水平？BIM概念是由美国人提

出，西方国家在BIM标准研究方面早于国内，凭什么得出国产纬地软件在道路三维CAD和BIM技

术超越了国外知名软件呢？除了本文上述客观分析总结的多方因素，笔者在此做进一步的阐述说

明：

1) 欧美高速公路建设虽早，但工程CAD、BIM等技术却只是在近20年期间才快速

发展或提出的。

欧美发达国家高速公路网络建设较早，以美国为例，其高速公路网络主体是在二十世纪

50～60年代就已经建设完成的。可是，今天重点讨论的工程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却是

近20年左右才发展起来的，毕竟作为工程CAD技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个人电脑（PC机）的快

速发展与普及才是近20～30年的事情。因此，欧美发达国家高速公路建设虽然早（早于我国半

个世纪以上），但那时还没有今天的工程CAD技术和手段。因此，欧美国家高速公路建设较早，

与今天工程CAD和BIM技术的发展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倒是中国——作为全球近30年以来最大的

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成为了国内外工程技术与软件竞争的主要战场。

2) 中国高速公路里程数世界第一，全部是由中国企业、主体采用中国技术设计、

建设。

从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在接近30年的时间内，高效率、高质量建设了约14万公里的高速公

路，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世界第一。这约14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设里程，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

国家的建设总和。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高速公路全部是由中国企业、主体采用中国技术（其中

包括国产纬地软件等）设计、建设完成的。如果考虑其他各类道路里程的话，那么，这一数字将

更是巨大、惊人的。

3) 中国企业在全球承担重大海外工程，均主体采用国产软件和技术设计完成。

后

纬地软件路线展线功能

高速公路BIM模型（纬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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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大工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承担建设了许多高速公

路、普通公路和铁路等建设项目。例如：前文提到的非洲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阿尔及利亚东

西高速公路项目，著名的总理项目——东

部非洲肯尼亚的蒙内铁路项目，还有正在

设计、建设中的总长上千公里的马来西亚

南部铁路项目等。根据纬地软件所掌握的

资料，这些项目在主体上均是采用国产纬

地软件等进行规划、完成各阶段设计任务

的。

4) 在中国企业承担的重大海外工

程中，纬地软件拥有N多次与国外软

件PK的获胜经历。

笔者特别强调的是，几乎在每一个中国企业承担的国际工程项目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中

国工程标准、设计规范、勘察设计技术等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标准和技术的

PK、较量。几乎在每一个海外工程项目具体设计过程中，纬地软件都直接参与了与国外公司之间

就勘察设计技术、图纸成果表达形式、统一CAD软件使用等协商、PK的环节。

而最终，当国外工程企业认识到纬地软件不仅具有强大、灵活的设计功能，能够跨专业大幅

提高项目整体设计效率，而且支持任意复杂图纸样式等等优势之后，这些海外工程无一例外地采

用纬地软件进行各阶段设计任务。正像中交一公院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总指挥丁小军先

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国产纬地软件的支持，难以想象国际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啊！”另外，就在

笔者撰文之时，有参与马来西亚南部铁路项目的境外企业，在与美国欧特克BIM解决方案实际应

用对比之后，已经决定采用纬地软件进行该项目线路和路基等设计任务。

高速公路与高铁BIM模型（纬地软件）

7、结语

当前，一些国际知名品牌软件厂商通过对BIM概念的再包装，新瓶装旧酒，再辅以一些事先

渲染制作的三维动画效果，试图以BIM概念

为突破口，再次涉入我国道路交通行业。

有的甚至在缺少针对性BIM专业设计软件和

功能的前提下，通过超乎现实的BIM概念营

销、华丽炫酷宣传视频，把适用于建筑工

程、机械制造的BIM软件和解决方案，生搬

硬套地推向道路交通行业。而实际上，他

们的解决方案处处是瓶颈，根本走不通。

BIM概念在国内被热炒，已经有多个年

头了。回头看，这些林林总总涉及BIM的概

念营销、不实宣传，尽管不会改变技术发展的客观道路，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行业，误导行

业内对BIM技术及其发展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误导有的工程企业以为仅凭购买一套

BIM软件就能实现“弯道超车”、以为成立BIM中心就能掌握BIM先机和核心技术，而忽略了工程

设计和一线工程技术人员的本质需求。

纬地软件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的技术路线，通过持续研发和技术创新，已经在三维CAD和

BIM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笔者有理由相信，纬地软件以深度精细的专业设计功能、以覆

盖道路交通各专业领域的BIM三维设计功能、以高度集成、协同化的BIM专业解决方案，定然能

始终勇立在世界道路交通行业BIM的技术潮头！

——因为，我们拥有核心技术，拥有道路交通专业基于BIM的三维设计应用的核心技术！

（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单位或组织。）

郭腾峰、娄峰等

2018年5月15日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

东非肯尼亚蒙内铁路建设项目

为什么国产软件能勇立世界道路 BIM 的技术潮头？

非洲蒙内铁路项目BIM应用（纬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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