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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简单原理：

外部参照、重复应用、同步更新

严谨规则：

赋予不同的规则就富有不同的功能

强执行力：

初始降低个人效率，常态提高团队效率

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搭建”是指文件间建立参照关系。

“碎片式搭建”可以在别人需要哪个内容时，把这些

内容做成“模块”，存放到某处，两个人一起引用。

是“边做边搭建”。

“预搭建”是指提前（施工图项目启动时）梳理所有

需求，做成模块。并集中一个时间把所有参照关系做

好。是“先有文件后有图”。

自动“预搭建”是指把“预搭建”工作交给电脑来做。

自动“预搭建”因为搭建没难度，所以“预搭建”应

用可以不断扩展到很多非常规应用。前提是规则严谨，

执行到位。

自动“预搭建”的概念



改变提资校审方式：去节点化、去角色化

• 传统提资节点僵化，不符合实际操作需求；同时违背了设计协同

核心思想——时时更新，打破“部门墙”及“专业壁垒”；

• 校审工作不局限于校对人、审核人，任何人都可以批注；

• 短工期，审校节点前置，无固化节点；

• 沿着关键性技术问题解决流程，确定作业图检查节点；

• 实时更新需要警惕方案比选阶段的协作。



协同项目搭建类型



类型（一）：通用项目搭建方式

• 地上子项通用搭建

• 平面协同

• 详图协同（墙身、楼梯、卫生间）

• 总图及地下室协同搭建



地上子项—平面模块

成果图文件夹

模块文件夹

图框文件夹

子项文件夹

专业文件夹
子项文件夹



平面模块—建筑

ZW PM-1F                PM SBZS

QZ-1F QZ                GZZ LX                                     成果图

LG XHS

▲建筑

▼结构

▲设备



卫生间详图
• 建筑底图参照有：PM、LG两个模块，注释类图元不出现；

建筑注释性内容一部分表达在模型空间，另外一部分表达在

图纸空间；图纸空间所表达的内容基本都是需要提资给给排

水专业的内容。

• 给排水专业初始图纸并不是收到建筑专业的提资内容文件，

而是跟建筑专业一样的底图参照图纸。给排水专业无需重新

制作图纸空间的视口，可以通过导入“样板”文件方式。

建筑专业模型空间

建筑专业图纸空间

给排水专业图纸空间

建筑专业模型空间两专业初始状态



楼梯详图

建筑、结构两专

业通过共用剖面

轮廓线模块，获

得专业间一致性；



墙身详图

建筑、结构两专业通过共用墙身构件轮廓线模块，

获得专业间一致性；两专业标号需要一致。



总图及地下室协同搭建



总图与地下室交互参照：消防车道

总平面图 消防车道模块 结构地下室顶板平面图



总图与地下室交互参照：地库出入口

总平面图 地下室平面图 结构地下室顶板平面图



专业间交互优化 跨专业模块

打破专业壁垒 变提资为出图

建筑 结构 给排水 电气 暖通

集水坑、洞口线（JGB）

地库结构外墙、水池墙、人防墙（JGQ）

建筑墙洞（JZD、PDX）

结构墙洞（JGD）

地库出入口（CRK）



类型（二）：高重复模块复杂搭建方式

• 高层住宅

• 联排、洋房

• 乐高、合院

• 复杂立面办公塔楼



深挖重复性构件、适于标准图应用

• 跨项目

• 跨子项

• 跨专业

• 跨个人

• 跨图纸



种子文件

地上成图区

扩展区

过程修改区

地下成图区



高重复率的户型及组合

特殊的定位方式



THANKS

三种“十字叉”基点提醒：单元基点、楼层基点、楼栋基点（原点）



THANKS

三种“十字叉”基点提醒：单元基点、楼层基点、楼栋基点（原点）



THANKS



THANKS



THANKS



与公司级模块库交互



高层办公搭建方式



类型（三）：充分潜入标准及信息协同搭建

提供制图标准、图层、字体、线型等

提供设计师所用到的主要素材

提供公司控制的标准做法

锁定公司牵引的标准设计说明

信息协同的载体



通用图搭建及信息管理



面积计算模块

• 工作分工

• 便于管理

节能计算模块

• 工作分工

• 提高沟通效率

防排烟注释模块分工

• 工作分工

• 精准绘图工作

设计与绘图分工

• 工作分工

• 异地协作

类型（四）：分工模式搭建

针对常态的分工方式，可以固化成工作模式，进行“预搭建”。



适用自然排烟条件下的公建项目



专业合并：卫生间详图

• 由通用项目搭建方式形成

• 培养绘图员绘制；

• 建筑、结构两专业由一人绘制；

• 改专业间协同为专业内协同；



专业合并

楼梯详图

• 培养绘图员绘制；

• 建筑、结构两专业

由一人绘制；

• 改专业间协同为专

业内协同；



类型（五）：实现逆流程的操作方式

逆流程在传统操作上的困扰：

• 常常由方案团队清理施工图进展到一定阶段的图纸，制作成方案

报建文本；

• 方案报建常常要多轮，长时间跟进修改，每轮均需清理图纸；

• 方案与施工图图纸比例不同；

• 分析图常常制作成彩图，每次清理底图后，还要转成彩图编辑。



Plan（嵌套提资模块）

Axis（施工图轴网模块）

Axis01（方案轴网模块） 方案平面成果图

施工图平面成果图

当轴网没有重复应用时无
需设置模块，直接在方案
成果图添加即可。

该模块参照柱网、构造柱、
板边线、首层平面等；同
时绘制建筑平面图元；无
注释

添加必要的方案注释性内
容，如户型指标、图名、
图框、房间名称、标高等。

添加必要的施工图注释性
内容,如图名、图框、房间
名称、标高等；必要时参
照注释图元，

Elevation（立剖面模块）

方案立剖面成果图

施工图立剖面成果图

该模块由施工图设计师绘制；

添加必要的方案注释性内容，
如户型指标、图名、图框、
房间名称、标高等。

添加必要的施工图注释性内
容,如图名、图框、房间名称、
标高等；

实现逆流程操作方式

平面参照逻辑 立剖面参照逻辑



实现逆流程操作方式

总图及分析图参照逻辑

RedLine（红线模块）

ReliefMap（地形图模块）

Load（消防车道）

交通分析图 消防分析图

景观分析图

功能分布图

公共配套布置图

参照施工图总图模块，作为底
图，可以称灰底，然后通过彩
色Cad图例实现彩色分析图；

日照分析图

1stPlans（首层平面组合）

RoofPlans
（屋顶平面组合）

竖向分析图

施工图模块成果图 成果图

指标表

总平面布置图



逆流程设计协同方式（试行草案）

所有文件的底图来自施工图团队，方案团队需要做的

工作：

• 添加方案出图比例的轴网、文字、图名等注释性

内容；

• 插方案图框；

• 彩色分析图需要在布局图纸空间制作出图视口，

设定彩色打印样式；（所见即所得）



实现CAD填色

模型空间色卡显示 布局空间色卡显示



实现CAD填色

布局空间可以做到“所见即所得”



类型（六）：基于对图要点的协同关系（研发中）

专业间对图参照的原理

• 叠图是对图的基本操作，传统方式是把两个甚至多个专业的成果图

叠在一起核对；

• 专业间所有提资关系均通过模块已经实现拆分，只要通过把专业间

提资模块进行叠图即可实现相同目的；

• 选择适配的模块，按照对图要点生成对图文件，文件图元简洁干净；

• 对图参照建立在大家均在执行“规则”为前提；

• 对图参照不能实现100%对图内容，仍需部分传统方式核对。



通过IT手段，可以在对图时生成，结合智源平台的批注功能生成对图单
（研发中）

模块根据子项内容生成



小结

1、通用搭建

4、分工搭建

3、信息协同

5、逆流程搭建 6、对图环境

2、高重复搭建



配套效率工具



主要配套效率工具

在位生成外部参照：画图后直接生成模块，并原位插入；新增模块便捷，
自动找路径，同时按命名规则格式化。

模块命名释义查询：该文件用到的参照模块解释，并提示该模块的作用及
模块内应表达的内容。属于帮助性文件。

图框生成图纸空间：一键生成所有图纸。嵌入标准打印样式、纸张、比例
设定，出图时直接采用批量打印。作为图纸集应用的辅助工具。

视口方向调整工具：在不改变UCS的前提下，可以调整图形、光标为正交
方式，按总图坐标画图不会带来困难。

图框插入标准附注：公司级标准的附注说明、层高表、图例等图内标准化
内容，提供一种快速定位插入、选择不同标准的工具。



“预搭建 + 智源云”系统的展望

希望不会停留在“预”这个字身上

能把系统贯穿设计过程，更是我们希望做的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