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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犅犐犕 数据交付管理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ＢＩＭ 数据交付的技术要求 ，包括 ＢＩＭ 数据交付的流程 、方
法 、内容和要求 。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三维系列软件进行 ＢＩＭ 应用的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交付实施与管理 。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
ＧＢ／Ｔ５１２６９—２０１７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与编码标准
Ｔ／ＣＳＰＳＴＣ３５—２０１９ 城市轨道交通 ＢＩＭ 实施管理规范
Ｔ／ＣＳＰＳＴＣ３６—２０１９ 城市轨道交通 ＢＩＭ 协同管理指南
Ｔ／ＣＳＰＳＴＣ３８—２０１９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模型成果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３．１
轨道交通工程全生命周期 犾犻犳犲犮狔犮犾犲狅犳狉犪犻犾狋狉犪狀狊犻狋狆狉狅犼犲犮狋
轨道交通工程从计划建设到使用过程终止所经历的所有阶段的总称 ，包括但不限于线网规划 、建设
规划 、设计 、招投标 、施工建设 、设备制造 、安装调试 、验收 、运行维护 、拆除等环节 。
３．２
工程数据 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犱犪狋犪
轨道交通工程中与设施对象有关的计算机能够处理的技术信息 ，包括数据 、图纸和文件 、模型及其
相互之间的关系 。
３．３
静态数据 狊狋犪狋犻犮犱犪狋犪
创建完成后不再更新（但是能够被替换）的数据 。
３．４
动态数据 犱狔狀犪犿犻犮犱犪狋犪
创建完成后随数据来源的采样动态更新而进行更新的数据 。
３．５
数据交付 犱犪狋犪犱犲犾犻狏犲狉狔
通过合适的形式 ，把轨道交通工程各阶段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要求 ，传递至运营维护方 。
３．６
数据级别 犱犪狋犪犵狉犪犱犲
在轨道交通工程生命周期中 ，按照数据的重要性对数据指定的等级标识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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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数据格式 犱犪狋犪犳狅狉犿犪狋
数据保存在文件或记录中的格式 。
３．８
信息颗粒度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犵狉犪狀狌犾犪狉犻狋狔
信息的详细程度 。 对于不同应用系统 ，信息需求的详细程度不同 。
３．９
信息互用性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狉狅狆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
组织间和组织内在规划设计 、设备制造 、施工建设 、安装调试 、运行维护与退役拆除等阶段交换信息
并相互使用已交换信息的能力 。
３．１０
配置管理 犮狅狀犳犻犵狌狉犪狋犻狅狀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基于一体化平台的结合模型完成分析 、评估 、决策等高级应用的组件 。 在轨道交通工程生命周期
中 ，通过技术或管理手段识别 、记录和监管设施对象的特征数据以及数据的变化 ，以确保规范要求 、实际
对象和对象数据之间的一致性 。
３．１１
交付时间 犱犲犾犻狏犲狉狔狋犻犿犲
轨道交通工程规划设计 、施工建设 、设备制造 、安装调试与运行维护之间数据交付的时间点 。
４ 基本规定
４．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交付应按照既定的数据交付规则 ，将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 、计算机
能够处理 、且运行维护需要使用的数据 ，以便于信息系统实施的方式 ，交付给业主／运行方 ，实现 ＢＩＭ 实
施相关的数据交付 。
４．２ 数据交付应以现阶段 ＢＩＭ 技术为基础 ，以满足城市轨道交通竣工交付 、运维管理的具体需求为
目的 。
４．３ 数据交付的范围应包括法律法规 、强制性标准或条文要求的数据以及影响工程完整性和运营安全
的数据 。
４．４ 对用于执行特定任务 、没有长期使用价值 、具有临时特性的数据可不进行移交 ，但须确认该类数据
的缺失不会对工程运行维护产生不良影响 。
４．５ 为满足业主／运行方差异化的需求 ，可对部分临时数据按双方约定的移交范围 、内容和深度进行选
择性移交 。
４．６ 各参建方应配备相应的资源实施 ＢＩＭ 数据交付 ，并参与数据成果检查 、验收及评价等管理活动 。
４．７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交付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５ 数据交付流程
５．１ 一般规定
轨道交通工程数据交付流程包括确定交付需求 、制定交付方案 、实施数据交付 、验收交付成果四个
阶段 。 轨道交通工程数据交付流程说明见表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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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轨道交通工程数据交付流程说明
步骤
１

２
３
４

详细说明
在工程项目启动前期确定 ＢＩＭ 数据交付需求
由轨道交通建设方组织 、ＢＩＭ 总体咨询单位协助
制定 ＢＩＭ 数据交付方案
由轨道交通建设方组织 、ＢＩＭ 总体咨询单位协助
建立工程数据中心 ；各参建方实施 ＢＩＭ 数据交
付 ，ＢＩＭ 总体咨询单位协助

角色
轨道交通建设方
轨道交通建设方／
ＢＩＭ 总体咨询
参建各方／
轨道交通建设方／
ＢＩＭ 总体咨询

ＢＩＭ 总体咨询单位组织验收 ＢＩＭ 数据交付成
果 ，轨道交通建设方参与验收会议 、接收通过验
收的 ＢＩＭ 数据 ，其他参建单位配合

轨道交通建设方／
ＢＩＭ 总体咨询

５．２ 确定交付需求
５．２．１ 数据交付需求应在工程项目启动前期确定 。
５．２．２ 应识别轨道交通工程运行及维护阶段所有活动 ，包含常规操作 、异常情况处理 、维护以及扩建改
造等方面所需的工程静态数据及动态数据 ，在此基础上归纳 ＢＩＭ 数据交付需求 。
５．３ 制定交付方案
５．３．１ 交付方案是工程项目整体信息方案的一部分 ，所制定的交付方案需要符合业主／运行方的信息
工作目标 、方针和策略 。
５．３．２ 交付方案应包含交付目标 、交付内容 、交付技术要求 、交付责任 、交付方式与交付物 、进度安排 、
交付质量保障措施 、备用方案等内容 。
５．４ 实施数据交付
５．４．１ 建立工程数据中心 ，各参建方根据交付方案开展 ＢＩＭ 数据交付管理活动 ，通过 ＢＩＭ 协同与建设
管理平台进行数据交付 。
５．４．２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交付的内容应包括项目对象 、工点对象 、位置对象 、设备设施对象 、
组织机构对象 、人员对象 、文档对象 、文档位置对象所对应的图纸／模型 、清单／清册 、数据表 、说明 ，以及
各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等内容 。
５．４．３ 数据交付过程中应确立质量管理目标 、管理体系和管理责任 ，规范数据交付过程的管理流程 ，通
过对数据交付主要过程进行监控 、记录和分析 ，采取必要的改进措施 ，以确保交付数据的质量 。
５．５ 验收交付成果
５．５．１ 数据交付完成后应进行数据的质量检测 ，检查交付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
５．５．２ 数据质量检测由建设单位负责实施 ，其他参建单位配合 。
５．５．３ 数据质量检测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通过配置的数据检测工具进行质量检测 ；通过平台业务功
能模块试运行结果来核查数据质量 。
５．５．４ 对于未通过质量检测或功能模块试运行的数据不予验收 ，相关责任方应重新进行数据交付 。
５．５．５ 数据交付完工验收时各参建方应提交数据交付实施过程报告以及总结报告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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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数据交付管理职责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各参建方应共同组建 ＢＩＭ 数据交付组织机构 ，明确交付组织机构人员架构与
ＢＩＭ 数据交付职责 。 交付组织机构参见 Ｔ／ＣＳＰＳＴＣ３５—２０１９。
６．１．２ 各参建单位内部的数据质量检查和数据交付不宜由同一人实施 ，同时数据质量验收和数据交付
不应由同一机构实施 。
６．１．３ 各参建方须加强数据的安全保密管理 ，确保 ＢＩＭ 数据合法 、有效地移交 ，杜绝数据泄密与非法使
用行为 。
６．２ 业主／运行方
６．２．１ 全面负责 ＢＩＭ 数据交付管理活动 ，组织制定 ＢＩＭ 数据交付方案 ，确保数据满足业务和长期管理
的需求 。
６．２．２ 建立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工程数据中心 。
６．２．３ 参与阶段性 ＢＩＭ 数据验收会议 ，进行评价验收 。
６．２．４ 接收来自各参建方的通过验收的 ＢＩＭ 数据 。
６．３ 犅犐犕 总体咨询单位
６．３．１ 根据业主／运行方的需求 ，协助制定数据交付方案 。
６．３．２ 协助业主／运行方建立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工程数据中心 ，对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所移交的 ＢＩＭ
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
６．３．３ 负责协调硬件 、软件 、信息沟通和信息技术环境 ，以确保及时建立并交付格式和质量匹配的 ＢＩＭ
数据 ，确保使用的软件工具符合作业程序 ，并保证所有交付过程都应全程可追溯 。
６．３．４ 协助各参建单位根据 ＢＩＭ 数据交付流程及时处理数据交付过程中遇到的偏差（包括数据本身的
偏差 、模棱两可的定义 、解析规则的缺乏 、编码缺陷等）。
６．３．５ 根据数据交付计划组织阶段性验收 ，审查各参建单位交付的 ＢＩＭ 数据 ，根据阶段性验收成果偏
差表对数据交付方以及参与方进行整改和修正指导 。
６．４ 其他参建单位
６．４．１ 负责根据相关标准和要求创建并及时交付职责范围内的 ＢＩＭ 数据 ，提供相关的数据自检报告 ，
对所提供的数据质量负责 。
６．４．２ 配合 ＢＩＭ 总体咨询单位对所交付的 ＢＩＭ 数据进行审查 。
６．４．３ 在数据交付执行过程中 ，应及时提供 ＢＩＭ 数据交付工具的使用反馈与数据交付实施过程工作
报告 。
７ 数据交付技术要求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交付数据应满足运行维护和优化提升中各参与方进行协作时数据共享
要求 。
７．１．２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应以几何图形 、属性信息 、关联文档 、数据库等可识别 、检索的结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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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非结构化形式存在 。
７．１．３ 移交的数据在满足数据格式 、数据命名 、数据分类与编码 、数据深度等级等技术要求的基础上 ，
还应根据业主／运营方具体的应用需求考虑满足以下质量要求 ：
ａ） 实用性 。 业务环境下数据的用途 ，数据保存的必要性 ，数据支持的业务活动范围 。
ｂ） 清晰度 。 创建交付数据时 ，参与各方使用的定义 、代码 、术语等一致 、明确的程度 。
ｃ） 可用性 。 数据可用的场合 、方法 、使用的人员 ，以及获得数据的便利性 。
ｄ） 兼容性 。 不同来源相同类型的数据之间的相容性 。
ｅ） 一致性 。 不同来源同一对象的数据在名称 、数值 、关系等方面的一致程度 。
ｆ） 完整性 。 移交所要求数据的完备程度 ，以及全部强制性数据的提供情况 。
ｇ） 时间性 。 数据在需要时的可用以及更新情况 。
ｈ） 准确性 。 交付数据与实际情况的接近程度 。
ｉ） 成本 。 从资产全生命周期维护费用最小化的角度去考虑 ，采集 、处理数据并使其可用时花费的
代价 。
７．２ 数据格式
７．２．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属于电子文件范畴 ，有以下三种类型 ：
ａ） 结构化数据 ：按照预先定义的公开结构格式而组织的数据 ，它既可以是数据库数据 ，也可以是
结构化文件 、图形 、逻辑模型或三维模型 。 结构化的数据有较高的信息互用性 ，可避免信息锁
定于某个具体的应用软件 。
ｂ） 源文件 ：由具体应用软件创建的 ，没有明确或公开结构格式的数据 。 这种数据信息将被锁定
于某个具体的应用软件 。
）
：通过扫描文档或者通过软件创建的位图 ，包括通过扫描纸质文件生成的文件等 。 尽
电子图片
ｃ
管这种形式适合读取 ，但难以对图片中的信息进行更新或内容管理 。 这种数据是允许对信息
进行受控访问的最简单的形式 。
７．２．２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宜采用结构化数据进行交付 ，在没有相应的结构化数据时 ，可使用
源文件或电子图片格式 。 不同类别文件的交付格式要求如表 ２ 所示 ，表中为例举格式 ，不限于以下
格式 。
表 ２ 犅犐犕 数据交付格式要求
文件类别
ＢＩＭ 模型 （图纸 ）文件
文本 （表格 ）文件
图像文件
图形文件
视频文件
音频文件
数据库文件
地理信息数据文件

数据格式
ＤＧＮ、ｉ．ＤＧＮ、ＲＶＴ、ＮＷＤ、ＩＦＣ、ＤＷＦ
ＯＦＤ、ＤＯＣ、ＤＯＣＸ、ＸＬＳ、ＸＬＳＸ、ＰＤＦ／Ａ、ＸＭＬ、ＴＸＴ、ＲＴＦ
ＪＰＥＧ、ＴＩＦＦ
ＤＷＧ、ＰＤＦ／Ａ、ＳＶＧ
ＡＶＳ、ＡＶＩ、ＭＰＥＧ２、ＭＰＥＧ４
ＡＶＳ、ＷＡＶ、ＡＩＦ、ＭＩＤ、ＭＰ３
ＳＱＬ、ＤＤＬ、ＤＢＦ、ＭＤＢ、ＯＲＡ
ＤＸＦ、ＳＨＰ、ＳＤＢ

７．２．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交付格式选择应考虑以下因素 ：
１） 数据用途 ；
２） 数据级别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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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信息颗粒度 ；
４） 相应数据格式标准 ；
５） 数据是否需要更新 ，或者只是为了存档 ；
６） 转换数据的成本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
７） 参与各方按照规定格式提交数据的能力 ；
８） 与组织外互用数据的需求 ；
９） 数据是动态数据还是静态数据 ；
１０） 数据使用和更新的频率 ；
１１） 数据保存期限 。
７．２．４ 当使用源文件进行交付时 ，应持续跟踪源文件格式的变更 ，在产生数据的应用软件发布新版时
应对数据进行更新 ，当源文件格式面临过时风险时应进行格式的转换 。
７．２．５ 专用软件产生的其他格式的电子文件 ，应转换成表 １ 规定的文件格式 。 例如 ：某市城市轨道交
通 Ｘ 号线工程的 ＢＩＭ 模型（图纸）文件创建统一采用的 Ｂｅｎｔｌｅｙ 平台软件 ，并最终交付统一的 ＤＧＮ 或
ｉ．ＤＧＮ 格式的模型数据 。 由不同 ＢＩＭ 软件创建的 ＢＩＭ 模型需提供源文件及经转换获得的 ＤＧＮ 或
ｉ．ＤＧＮ 格式的模型数据 。
７．２．６ 无法转化格式的电子文件 ，应记录足够的技术环境元数据 ，详细说明电子文件的使用环境和
条件 。
７．２．７ 无论 ＢＩＭ 数据源于何种格式 ，除按上述要求移交外 ，还应按照档案的相关规定移交正式签署的
各类文件 。
７．３ 数据命名
７．３．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交付数据应遵循规范统一的规则进行命名 。
７．３．２ 对于 ＢＩＭ 模型文件 ，除了交付各专业底层 ＢＩＭ 模型 ，还需交付按照工程区域 、专业 、部位等规则
进行组织组装的 ＢＩＭ 模型 ，底层模型和总装模型的命名规则需协调统一 。 底层 ＢＩＭ 模型文件及组装
ＢＩＭ 模型文件的命名规则命名参见 Ｔ／ＣＳＰＳＴＣ３６—２０１９ 中 ６．２．３、６．２．４。
７．３．３ 对于除 ＢＩＭ 模型之外的交付数据 ，包括图纸 、图像 、图形 、视频 、音频 、数据库与地理信息数据等
文件的命名可遵循企业相关规范执行 ，以清晰表述文件内容 、方便其他人员识别为原则 。
７．３．４ ＢＩＭ 数据除了要有规范的命名外 ，还可以通过文件描述的方式对文件的内容做进一步说明和
阐述 。
７．４ 数据分类与编码
７．４．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交付数据分类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ａ） 科学性 。 宜选择事务或概念（即分类对象）最稳定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作为分类的基础和依据 。
ｂ） 系统性 。 将选定的事务 、概念的属性或特征按一定排列顺序予以系统化 ，并形成一个科学合
理的分类体系 。
ｃ） 可扩延性 。 通常要设置收容类目 ，以保证增加新的事务或概念时 ，不打乱已建立的分类体系 ，
同时 ，还应为下级信息管理系统在本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延拓细化创造条件 。
ｄ） 兼容性 。 应与国标在内的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
ｅ） 综合实用性 。 分类要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 ，把局部问题放在系统整体中处理 ，达到系统最优 。
即在满足系统总任务 、总要求的前提下 ，尽量满足系统内各相关单位的实际需要 。
７．４．２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交付数据编码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ａ） 唯一性 。 在一个分类编码标准中 ，每一个编码对象仅应有一个代码 ，一个代码只唯一表示一个
编码对象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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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合理性 。 将选定的事务 、概念的属性或特征按一定排列顺序予以系统化 ，并形成一个科学合
理的分类体系 。
ｃ） 可扩充性 。 代码应留有适当的后备容量 ，以便适应不断扩充的需要 。
ｄ） 简明性 。 代码结构应尽量简单 ，长度尽量短 ，以便节省机器存储空间和减少代码的差错率 。
ｅ） 适用性 。 代码应尽可能反映编码对象的特点 ，适用于不同的相关应用领域 ，支持系统集成 。
ｆ） 规范性 。 在一个分类编码标准中 ，代码的类型 、代码的结构以及代码的编写格式应当统一 。
７．４．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各类交付 ＢＩＭ 数据中 ，需要编码的对象包括项目对象 、工点对象 、位置对象 、
设备设施对象 、组织机构对象 、人员对象 、文档对象和文档位置对象 。 各类交付对象的说明和编码的具
体要求参见 ＧＢ／Ｔ５１２６９—２０１７。
７．５ 数据深度等级
７．５．１ 各阶段 ＢＩＭ 模型的数据深度等级的具体要求参见《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模型成果技术规范》。
７．６ 数据交付阶段
７．６．１ 轨道交通工程信息模型成果交付分 ５ 个阶段 ，分别是 ：方案设计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
计阶段 、施工实施阶段以及竣工验收阶段 ，在不同阶段各专业的工程对象单元的建模深度分为 ５ 个主要
等级（１００５００），具体要求参见 Ｔ／ＣＳＰＳＴＣ３８—２０１９。
８ 数据交付方式
８．１ 一般规定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ＢＩＭ 数据交付方式包括线上交付和线下交付 ，线上交付和线下交付可同步进
行 ，也可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交付的形式 ，交接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类数据的交付方式 。
８．２ 线上交付
８．２．１ 各参建方通过 ＢＩＭ 协同管理平台向业主／运行方移交 ＢＩＭ 数据 ，主要适用于移交建设过程中非
结构化的数据 ，包括过程文件和正式文件 ，需要根据设置的目录模板进行存放 ，具体参见《城市轨道交通
ＢＩＭ 协同管理指南》。
８．２．２ 各参建方通过 ＢＩＭ 建设管理平台向业主／运行方移交 ＢＩＭ 数据 ，主要适用于移交建设过程中结
构化的数据 ，包括项目 、人员 、组织机构等基础数据 ，以及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长期保存流程记录和配套
过程文件的业务数据 。
８．３ 线下交付
８．３．１ 各参建方以正式签署的书面纸质的形式向业主／运行方移交 ＢＩＭ 数据 ，如图纸 、报表等 。
８．３．２ 各参建方通过电子传输介质向业主／运行方移交 ＢＩＭ 数据 ，按照优先顺序 ，可采用移动硬盘 、闪
存盘 、光盘 、磁带等存储 。 存储媒体外表应粘贴标签 ，标签中应包含交付单位 、交付日期 、文件内容说
明等 。
８．４ 交付方式
８．４．１ 若无特殊说明 ，线下交付的所有纸质文件或电子传输介质均为两份 ，交付单位应确保两份交付
数据的一致性 。
８．４．２ 需要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的 ＢＩＭ 数据 ，应按照规定的交付方式向地方城市建设档案馆进行
移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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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数据交付物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信息模型交付物应满足使用需求且应充分表达专业交付信息集合 。
９．１．２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信息模型交付物内对象构件的交付有效性均应设置为共享数据或出版数据 。
９．１．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信息模型交付物以通用的数据格式传递工程模型信息 。 在保障信息安全的
前提下便于即时阅读与修改 。 不宜或不需使用三维模型输出的部分信息 ，可以图形或图表的形式导出
以供传递 。
９．１．４ 当以第三方数据交换格式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信息模型信息交付物时 ，交付人应保障信息的
完整性和正确性 。
９．２ 交付物
９．２．１ 当碰撞检测报告作为交付物时 ，应包含下列内容 ：
１） 项目工程阶段 ；
２） 被检测模型的精细度 ；
３） 碰撞检测人 、使用的软件及其版本 、检测版本和检测日期 ；
４） 碰撞检测范围 ；
５） 碰撞检测规则和容错程度 ；
６） 交付物碰撞检测结果 。 对于未解决的碰撞发生点 ，交付方应说明未解决的理由 。
９．２．２ 当模型工程视图或表格作为交付物时 ，应由项目工程信息模型全部导出或导出基础成果 ，否则
应注明“非 ＢＩＭ 导出成果”。
９．２．３ 当工程量清单作为交付物时 ，工程量原始数据应全部由项目工程信息模型导出 。 清单内所包含
的非项目轨道交通工程信息模型导出的数据应注明“非 ＢＩＭ 导出数据”。
９．２．４ 轨道交通信息模型交付物分为六类 ，考虑到目前的 ＢＩＭ 发展水平和工程实践实际情况 ，允许有
不同种类的交付物作为工程交付成果 。 除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信息模型及工程视图图纸 、表格外 ，碰撞
检测报告 、ＢＩＭ 策略书 、工程量清单 、检视视频也是常见的交付物 ，能够为项目带来巨大的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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