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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从BIM到TWIN（孪生）及未来
The digital progression of the UK's built environment

英国建筑环境的数字化进程

大家好，我是Vicki-Reyn. 很荣幸能够在第七届BIM技术国际交流会上就绿色和数字化创新建筑发表演讲。今天我演讲
的题目是：英国建筑环境的数字化进程，从BIM到TWIN(孪生)以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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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我在设施管理和软件开发行业工作，后来成为了Turner & Townsend 建筑公司的信息经理。我在建筑业的第一
个项目是在伦敦投资了82亿英镑的巴特西发电站重建。我很快就进入BIM咨询和管理部门，负责伦敦市中心其他主要项
目。最后我负责的重点变成了机构的整体数字化战略。
现在，我是i3PT的主管-我们提供独立的第三方质量检验和测试、设计和环境认证，以及一系列的技术咨询服务。我们
还有一个叫做CertCentral 的服务平台，该平台是由数据和分析驱动的为建筑项目提供质量管理、项目管理、项目文档
及项目健康安全管理工具。我们的平台通过使用数据仪表盘，明确责任工作流程和简单的任务管理来改善建筑项目行为，
使其更容易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跟踪绩效和质量展示。

http://www.i3p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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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加入了许多行业组织和倡议，它们可以帮助我保持对行业的
了解并使我能够影响变革。
我是英国BIM联盟的理事，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导小组，旨在确保
BIM 在商业和平时中一直保持使用，在英国建立并支持对使用
BIM的共识。该联盟是英国BIM标准发展的先驱，后来又发展成为
ISO19650国际BIM标准。

我还加入了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的数字化特别兴趣小组。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成立于1934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
有影响力建筑管理和领导的专业机构。除此之外，我还是BIM妇女联盟的副主席，它旨在数字化建设环境中吸引、保留
和支持女性的一个全球化组织；我们在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00多名会员，并为我们的网络工作提供支持、学习内
容、指导和演讲机会。我还加入了英国工程技术学会的建筑环境小组，一个为整个工程界提供了150年知识的共享、影
响力和专业知识的组织。我是数字孪生粉丝俱乐部这个行业思想领袖小组的联合创始人，它推动对数字孪生的概念进行
健康的辩论和讨论。这些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会提及。我们经常被认为是软件供应商不偏不倚的代言人，并且努力创造出
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活动与内容。



BIM in the UK: The beginning
2016 
•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Strategy
• BIM Mandate 
• BIM Levels

首先，我们看BIM在英国的开始：2016年英国政府规定将BIM 2级作为所有集中采购的公共项目的交付流程。大家可以看
到图上的BIM二级代表了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决定，这意味着使用BIM技术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要求。
政府的目标是：智能化采购、合理化付款、提高数字化技术、减少碳排放和提高客户能力。
但是，经过三年的行业交付，很明显有些东西并没有奏效。到2019年，英国绝大部分项目交付仍未达到BIM二级要求，
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讨论二级的定义，他们更多的在一些不必要的要求争吵而不是利用数字化工具和进程协同合作交付
项目。所以，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变得过于关注合规性，而没有足够的专注于发现实际问题并制定最佳的数字化解决方
案来解决它们。



因此在2019年，经过行业内的大量反馈，英国标准协会（bsi.）、英国数字建设中心（cdbb）和英国BIM联盟共同制定
了英国BIM框架。
BIM级别被取消，该框架更加侧重于协同工作，在早期阶段设定清晰地信息管理要求，使客户更易于使用BIM，这样他们
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信息资产要求，并可以清晰地制定和检查他们的交付是否适当。最重要的是，可以在项目结束阶段
提供给他们信息以更好地运营它们的资产。
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网站在线访问英国BIM框架，这个网站包括了最新发布的BIM标准，一个清晰地指导框架和支持文件。
它还提供其他有效链接可以迅速转到英国值得信赖的网站以获取BIM文档与指导。
这很关键，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大量的就业指导和支持文件在网上流传。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技术供应商
或者BIM顾问编写的，他们以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了这些标准，因此你会发现你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而且常
常互相冲突。所以拥有一个包含广泛的、经过行业审查的指南和文档仍然亟待发展。



Move from BS & PAS to ISO

2018年，根据英国的行业经验，由英国专家编写制定了第一批国际BIM标准。ISO19650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涵盖了信
息的产生、分类和共享；第三部分涵盖了BIM的运行阶段；第五部分涵盖了信息安全。
在英国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健康和安全信息的第六部分和COBie信息的第四部分的国家标准。COBie是施工运营建筑信息交
换，是一种用于非图形信息的数据交换格式，在整个项目中进行整理。通常通过电子表格从建筑团队传递给运营团队以
推进到某种设施管理系统中。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都是针对英国的，所以并没有立即将他们纳入到国际标准中。
ISO19650文件的开发水平非常高，他们的存在保证了BIM概念在全球范围的一致性，因此每个国家都在他的基础上制定
本地的指导文件和流程。



WHY STANDARDISE?

那为什么标准化如此重要呢?标准化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数据分析语言，因此可以做出更加明智的短期决策，并收集经验
教训以便在长期内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它也可以提供更好地合作基础。
在英国，我们使用一个名叫Uniclass2015的分类系统，正如您在PPT中看到的一样。Uniclass2015是分层级的，根据您
使用的字符数，可以对对象进行非常广泛的分类或者非常具体的分类。例如：系统中代号为25的项目分类为墙体系统，
但是当我们沿着编码结构向下浏览是会发现代号代表的更加具体，例如系统代号为25-30-20-25指代的是门系统。从那
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分类到具体的产品级别。



Data and analytics

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分析：
例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项目中每个工作包有关的相关的未解决的设计问题和障碍的数量（每个工作包都有自己的
单类代码）。这样就可以更加轻松的管理我们的分包商，并且可以立即看到我们在哪些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延迟和问题。
当你开始在一个项目中查看这些数据时，这些数据变得非常有价值。保险公司开始在CertCentral与我们合作访问这些
匿名的数据以便他们可以识别某些项目的趋势，例如：“这种类型的合同在这一点上总是延迟”或者“这是构建此类资
产的最成功的方法，因为我们看到的问题比较少。”



一场灾难对标准化的信息管理重视起来。2017年6月14日，西伦敦的格伦费尔大厦着火，死亡72人。大火在建筑物中的
蔓延速度超过了应有的速度，在短短的33分钟之内，大火蔓延了20层。原因是因为可燃材料被作为墙外层包络的一部分。
在大楼建造的过程中，由于信息管理不善、责任界定不明确而没有进行标识。
一项独立审查认为，缺乏完整、准确和最新的建筑信息是导致这场毁灭性火灾的关键问题之一，并且还强调要进行强有
力的记录，关键的建筑信息的数字化“金线”贯穿于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阶段。为了响应此项审查，政府颁
布了新的《建筑物安全法案》草案，这是英国的一项新立法，其中包含了对数字化“金线”的建议，并把数字化信息交
付的要求与整个规划、设计、和施工过程进行联系。从本质上来讲，如果没有满足信息要求，项目就不能进入下一阶段。



A DIGITAL GOLDEN 
THREAD OF 

INFORMATION

尽管法案草案仍在确定数字化“金线”的确切要求，但是人们已经认识到，BIM将是交付合规项目的最合理方式；而
Uniclass2015等分类系统对于更好地数据管理至关重要。
信息“金线”本质上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正确的时间拥有正确的信息，从而做出可能的最佳决策。
由于其余建筑安全之间互相联系，数字化信息“金线”的概念比2016年的政府授权拥有更大的吸引力。它还得到了强有
力的立法支持，有可能因为违规而被判入狱和无上限的罚款。不可否认，这是英国建筑环境的关键点。



UK NATIONAL DIGITAL TWIN PROGRAMME
2018年，英国数字建筑中心启动了英国国家数字孪生计划。
最初的活动侧重于确定信息管理的共同定义和方法，以英国的BIM 框架作为基础，以便未来在英国数字孪生之间可以公
开地安全地共享数据。



全国数字孪生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双子
座原则》的发展；这些原则在开发任何
数字孪生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常识性的
检查清单。首先必须拥有一个明确的目
标：必须用于永久的提供真正的利益、
必须实现价值提升、必须对建筑环境有
确定性的洞察力；第二必须是值得信赖
的：必须安全的、开放的、拥有高质量
数据的；最后必须能有效的发挥它的作
用：必须在一个标准的联系环境中、必
须明确所有者、管理者和监督者、必须
能够适应技术和社会的发展。
尽管发布了《双子座原则》，但是在整
个英国的建筑环境中仍然存在很多关于
数字孪生的错误信息。
许多生成开发了数字孪生的组织实际上
只是创建了比较复杂的BIM模型。
那数字孪生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潜在
的或者真是的资产的数字化版本，具有
双向信息链接，因此虚拟实体和实际实
体之间可以互相影响。数字孪生并不是
总资产的孪生，事实上，要想创造最大
的价值，它只需要代表真正重要的系统



COVID-19 AND 
DIGITALISATION IN THE UK

新冠病毒是对英国建筑业的数字化进程有什么影响？



与医生、超市和环卫业一样，建筑业也是从三月份进入停工期的为数不多的行业之一，甚至有些工地要在几周甚至更长
时间之后才可以重新开工。然而，政府对于如何安全的工作有明确的规定，只允许一些保障部门正常上班，而其他人则
是居家办公。这极大地加速了数字化基础工具的普及，例如虚拟会议平台和现场检查摄像头。突然之间，那些以前不愿
意使用这些工具的组织和个人别无选择，只能适应，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意识到这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The head officeOffice space

来自该领域的反馈还表明，人们享受居家办公的灵活性，许多雇主正在考虑在疫情缓解后减少实体的办公空间，以减少
不必要的开支。从安全与健康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上一个项目是伦敦金融城的一个高层豪
华办公楼，建成之后，将会为这个已经非常拥挤的地区带来额外的10000人.这种过度拥挤对人们的健康是一种威胁，是
恐怖主义的目标。而且随着人们到办公室办公还会增加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要取消办公室。
在某些情况下将办公室减小，缩减开支，并用作协作场所和存放专业设备是有益的，而不是一个只是每天让员工去的地
方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Rogue3d.com

success.holobuilder.com

Lobstervision.tv

在疫情期间，新建筑技术的使用也得到了提升。
Spot，左上角的Boston Dynamics机器人狗可以搭载一个智能摄像头，已用于现场视察。Lobster Vision，右上角，有
高清延时摄像头，可以让你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手机上远程查看和测量进度。您甚至可以直接将项目BIM模型与
摄影图像进行比较，以检查施工精度。左下角，Holobuilder 3D摄像机允许用户创建复杂而精确的虚拟现实环境，允许
客户或访客在不需要进入现场的情况下，对项目进行完整的参观。Rogue 3D使用最新技术显著减少了将激光扫描转换为
Revit模型所需的时间。对于捕获竣工信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时间



WHAT’S NEXT?

那么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正如大家看到的，随着英国BIM框架的发展，《建筑安全法案》的引入和数字化信息“金线”的概念、数字孪生的介绍
和新技术的发展，2018-2020将是英国BIM发展的巨大转折点。我们很难看清我们现在的处境和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因
为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可能。但我希望并将推动将人们关注更好的信息管理，数据分类系统的标准化，以及对数据的深入
分析。我相信英国建筑环境将被迫减少孤岛，合作将开始优先于自我保护。
希望在几年后我可以回到这里为您提供最新信息。



THANK YOU
Twitter: @vicki_digital

LinkedIn: linkedin.com/in/reynoldsvicki

Email: vickireynolds@i3p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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