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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CAE集成化概念

• CAE系统集成的必要性

–自动化“孤岛”现象：

在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维护工程中，或在一

个企业内部，各计算机应用项目相互孤立的现象。

• 各计算机应用系统缺少总体规划；

• 各系统功能各异，封闭运行，难以产生综合信息；

• 各系统自成体系，数据重复冗余，造成资源浪费；

• 各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内容供需不配套，数据格式

不规范，难以通过网络通讯传输信息。

– 计算机应用的整体技术水平和总体效果有待提高，

不能满足实际工程需要。

• 集成化的定义
–集成化：各计算机系统共享数据，每一部分不必重新初始化。

–集成化系统：将不同的软件按照不同阶段和不同用途有机地

结合起来，用计算机代替人工进行数据转化和信息传递。

• CAE系统集成化的原则
–在应用领域CAE系统总体设计指导下，以工程数据库为核心，

以图形系统和网络软件为支撑，用现代化计算机接口技术，

将各计算机应用系统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集成系统能覆盖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维护等主要领域，

具有工程对象的统一数学模型和三维几何模型；

–集成系统应有统一的用户界面和数据模式；

–必须对各应用系统进行统一、完备的组织和控制；

–各应用系统能相互支持，实现数据共享和交换。

集成化的定义和原则

–三维建模技术
• 建立工程对象统一的三维模型；

• 生成系统的公用信息，这是进行信息集成的基础，也是数

据共享的核心。

–工程数据库技术
• 存储和处理公用信息；

• 建立复杂工程数据的管理环境。

–数据交换技术

• 实现各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通讯；

• 制定和采用标准数据交换格式和规范；

–网络技术
• 应用计算机网络开发各类系统接口；

• 制定和采用统一、标准的网络协议。

–系统一体化管理技术
• 组织和管理各应用系统；

• 控制各应用系统的运行和流程。

CAE系统集成的关键技术 9-2 CAE集成化的方法

• CAE系统的集成方法

不同的集成系统有不同的集成层次。系统的集成方

法不是简单地将现有软件堆积起来，而是根据集成

要求、集成内容以及集成数据量选择集成方法：

• 采用中性接口的集成方法

–应用程序存放在文件库中，数据通过中性接口转换

为用户需要的格式；

–特点是数据面向应用，一组数据对应一个程序；

–程序间数据重复、冗余度大、数据独立性差不能共

享，且文件不易扩充完善；

–实现简单、方便使用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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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中性接口的集成方法

用户 中性接口 用户

文件库

• 采用公共界面的集成方法

–允许用户在一致的界面下以相同的方式调用不同的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存放在文件库中，数据通过中性接口转换

为用户需要的格式；

–程序和数据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数据还是面向应用；

–仍存在数据重复、冗余度大、文件不易扩充完善等

缺点。

采用公共界面的集成方法

采用公共界面的集成方法

应用程序 中性接口 应用程序

文件库

公共用户界面

用户 用户 • 基于数据词典的集成方法

–应用数据词典对多个文件进行存取、控制和管理；

–具有一定的数据共享和数据的相关性；

–优缺点介于文件管理相同和数据库集成相同之间。

• 基于工程数据库的集成方法

–用数据库管理和操作数据简化了信息交换方式；

–可满足数据共享性、独立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可描述数据本身，还可通过存取路径描述数据之间

的关系；

–减少了数据冗余度，节约了空间，缩短了存取时间。

基于工程数据库的集成方法

基于工程数据库的集成方法

工程数据库
及管理系统

应用程序

公共用户界面

用户 用户

接口

应用程序

接口

用户 • 面向图形的集成方法

–将集成系统中有关图形处理的部分提取出来独立开

发，启动系统时与执行控制程序一起装入内存，其

他与图形无关的程序均在需要运行时，由执行控制

程序随时调入内存；

–解决了并行加载问题，提高了系统运行效果；

–提高了良好的用户界面，各子系统可在统一的界面

下组织运行系统；

–图形系统独立与其他部分，使系统具有良好的可移

植性

面向图形的集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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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图形的集成方法

工程数据库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数据库管理系统

图形处理系统

执行控制系统

• 基于网络的系统集成方法

– 系统集成是以实现信息的采集、传输、交换、存储、处

理与应用的集成化为目标的。

• 信息集成：信息集成是关键，在于使应用系统加

工的对象的各种信息元素实现规范化和体系化，

以便于信息采集、存储、处理和利用。

• 物理集成：物理集成是基础，解决如何组织应用

系统。其任务是技术抉择和产品择优。

 技术抉择：确定网络协议集的标准，即为网络平台确定

规范。

 产品择优：选择支撑环境，实现网络平台或通信平台。

包括硬件和系统软件。

• 应用集成：应用集成是系统集成的目的，将相关

的应用系统集成一体。

基于网络的系统集成方法

• 基于中间件的系统集成
–为解决分布异构问题, 人们提出了中间件(middleware) 的概

念，试图通过屏蔽各种复杂的技术细节使技术问题简单

化。

–中间件是位于平台(硬件和操作系统) 和应用之间的通用

服务，这些服务具有标准的程序接口和协议。针对不同

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它们可以有符合接口和协议规范

的多种实现。
应用 应用

中间件
（分布系统服务）

硬件操
作系统

硬件操
作系统

……

……

基于中间件的系统集成

–中间件在操作系统、网络和数据库之上，应用软件之下，

总的作用是为处于自己上层的应用软件提供运行与开发的

环境，帮助用户灵活、高效地开发和集成复杂的应用软件。

–中间件是一类软件，而非一种软件；中间件不仅仅实现互

连，还要实现应用之间的互操作；中间件是基于分布式处

理的软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网络通信功能。

–中间件应具有的特点:

• 满足大量应用需要。

• 运行于多种硬件和操作系统平台。

• 支持分布计算，提供跨网络、硬件和操作系统的透明性的

应用或服务的交互。

• 支持标准的协议和接口。

基于中间件的系统集成

基于中间件的系统集成

–由于标准接口对于可移植性和标准协议，对于互操作性的

重要性，中间件已成为许多标准化工作的主要部分。

–对于应用软件开发，中间件提供的程序接口定义了一个相

对稳定的高层应用环境，不管底层的计算机硬件和系统软

件怎样更新换代，只要将中间件升级更新，并保持中间件

对外的接口定义不变，应用软件几乎不需任何修改，从而

保护了在应用软件开发和维护中的重大投资。

–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中间件技术也已经日渐成熟，

并且出现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中间件产品。如OMG

的CORBA、Sun的J2EE、微软的DNA 2000等。

实例：
基于中间件引擎的
MES与ERP系统集成
体系结构

基于中间件的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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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随着Internet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Internet完成软件、

服务、客户、供应商、商业流程的互操作、交换以

及协作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软件模式的变化：软件即服务，应用软件、套装软件将以

一种服务的形式向用户提供；

• 要求软件和服务能够通过Internet取得和访问。

• 这种面向服务的应用要求一种松散耦合的集成机制，即它

们可以通过Web随意进行动态交互。

–Web Services就是顺应这一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它是

微软提出的基于互联网的开发模型，是一种软件服

务的集成模式。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Web Services的主要目标就是在现有的不同平台的基

础上构筑一个通用的与平台无关、语言无关的技术

层，各种不同平台之上的应用依靠这个技术层来实

现彼此的连接和集成，以便为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的

服务。

–Web Service 技术是应用程序通过内联网或者因特网

发布和利用软件服务的一种标准机制。
• 提供了一套分布式的计算技术, 在Internet 或Intranet 上通过

使用标准的XML 协议和信息格式提供应用服务。

• 使用标准的XML协议使得Web 服务平台、语言和发布者能

够互相独立, 并以一种高度灵活和自动化方式组织交互活动, 

建立基础牢固的系统应用集成, 是实现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

一个理想的选择。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 Web Services特点

• Web Services通过Web为其它应用提供一个定义完善的、

模块化的、封装好的功能，使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异构环

境中被访问，从而实现不同应用程序、系统之间的“松散

耦合”集成。

• Web Services是自成一体、自描述的模块应用程序，可以

通过Web进行发布、查找、调用。一旦配置了Web 

Services，其他应用程序（或者是其他Web Services）就

可以发现和调用这些服务。

• Web Services独立于特定的编程语言或者操作系统。

• 最重要的是，Web Services依赖于已经存在的传输技术

（例如HTTP）和标准数据格式技术（例如XML），具有与

生俱来的标准优势。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 Web Services的基本组成

• Web Services的基本角色：服务请求者、服务提供者、服

务代理者。

• Web Services的角色之间的基本操作：

 发布：服务提供者通过服务代理者注册来配置和发布服

务。

 查找：服务请求者通过服务代理者查找到服务。

 绑定：服务请求者绑定服务提供者，并使用可用的服务。

服务
提供者

服务
请求者

服务
代理者

查找

绑定发布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 Web Services的实现

• 作为Web Service 服务请求者，客户程序可以采用UDDI 

协议发现服务器应用程序(服务提供者) 发布的Web 

Service；

• 采用WSDL 语言确定服务的接口定义; 

• 用基于SOAP 的XML 文档再通过HTTP、FTP 和SMTP 

等常用通信方式交换数据。

 SOAP：简单对象服务协议，是以XML形式提供的简单、

轻量的用于在分散或分布环境中交换结构化和类型信息

的机制。能够满足低成本、高效率、易实现、松散耦合、

跨平台、与语言无关、与待定接口无关等需求。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 服务请求者的客户应用程序的在本机调用方法，会

被转换为基于SOAP 的XML , 并通过网络发送给服务

提供者的应用程序。

• 服务提供者再利用SOAP 的XML 文档发回对方法调

用的响应。

• 由于Web Service 是通过URL、HTTP 和XML 访问的，

所以运行在任何平台之上、采用任何语言的应用程

序都可以访问XML Web Service。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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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Services的实施工具

• Microsof t .NET 基础框架平台

 Microsoft .NET 就是Microsoft XML Web Service 平台。

对建立和利用标准的Web Service 提供内置支持。

 .NET框架内，客户应用程序通过Web Service 侦听器的

实现可调用Web Service。

 服务器应用程序(服务提供者) 可以用任何 .NET编程语

言, 比如C#、VB或者托管C++实现Web Service，程序将

被编译为微软中介语言MSIL， 之后被公共语言运行时

用CLR 这种虚拟机执行。

 客户应用程序(Web Service 用户) 可以用MSXML 或者

ASP .NET 实现Web Service 侦听器，以方法调用的方式

调用Web Service。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 J2EE 基础框架平台

 J2EE 由一整套技术和说明规范组成，每一种规范都规定了各类

J2EE 函数的操作方式。

 J 2EE 为基于XML的RPC (JAX RPC) 提供了Java  API 用以支持面

向函数/方法的Web Service 集成。JAX RPC 采用XML 执行远程过

程调用(RPC) , 同时为汇集参数、传送和接收过程调用提供API。

 定义和实现基于JAX RPC 的Web Service。其Web Service 的实现既

可以是独立的Java 应用程序，也可以是Enterp rise Java Bean (EJB)。

JAX RPC API 可以用来创建基于SOAP 的封装器，以确定现有

Java 类或者EJB 的WSDL 接口。

 在服务器端JAX RPC 运行时，系统上部署Web Service。其部署受

到Web Service 具体实现的控制。

 客户应用程序通过WSDL 文档说明端口调用Web Service。对客户

应用程序来说，对Web Service 的调用应该形如本机方法调用。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 WebSphere基础框架平台

 WebSphere 是IBM 在Web Services 策略中的核心平台。

WebSphere 是行业第一个产品化的用于提供和部署Web Service 

的功能性基础架构软件平台。

 WebSphere 支持所有开发、发布、部署Web Service 应用所必须

的开放标准和技术, 包括UDDI、SOAP、 J 2EE、WSDL和对

XML技术集成的增强。

 IBM 拥有第一个商业化的开发Web Service 和Java Server Pages 

(JSP) 的工具组, 使程序员能够简单快速地创建、部署和维护基

于Web 的应用。

基于Web Services的系统集成

BASs(提供OPC接口) BASs(不提供OPC接口)

Web Services 服务器

统一的OPC客户端接口

物 业 管 理 系 统

Web Services 方法

OPC数据访问服务器

DCOM/COM

集成平台
DCOM/COM

物 业 管 理 者

智能建筑

实例：
智能建筑“一体化”
集成模型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用于过

程控制的OLE）是一

个工业标准。它由一

些世界上占领先地位

的自动化系统的硬件、

软件公司与微软紧密

合作而建立的。

 这个标准定义了应用

Microsoft操作系统在

基于PC的客户机之间

交换自动化实时数据

的方法，由国际OPC

基金会开发和管理。

9-3 数据交换标准

• 标准输入输出格式

–采用标准格式输出各系统的设计图形，通过系统的

数据转换接口程序，从中提取数据，传递给其他子

系统。

–AutoCAD提供的Export命令，可将AutoCAD图形文

件转换成各种格式的数据文件，用Import命令将这

些数据文件导入到AutoCAD中

• 3D Studio文件

• BMP文件

• DWF文件（AutoCAD图形文件Web格式）

• WMF文件（Windows元文件）……

–DXF格式（Drawing Interchange  Format)

• AutoCAD的图形交换格式

• CAD图形交换的事实上的标准

• 标准的ASCII文本文件

• AutoCAD中，可利用图形交换命令，交换图形信

息。

DXFOUT --- 产生DXF交换文件，将AutoCAD图形转换

成DXF文件。

DXFIN --- 使用DXF交换文件，将DXF文件转换成

AutoCAD图形。

标准输入输出格式



2013/4/18

6

• 产品数据交换标准STEP

–计算机可理解的关于产品数据表达和交换的国际

标准，其目的是提供一种不依赖与具体系统的中

性机制，能够描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产品数

据。

–使用形式化的数据规范语言EXPRESS来描述产品

数据，有利于提供数据表达的精确性和一致性，

也有利于STEP的计算机实现。

产品数据交换标准STEP

•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 IFC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是由国际协同工

作联盟IAI（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Interoperability）

为建筑行业发布的建筑产品数据表达标准

–提供一个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系统的，适合于描述贯

穿整个建筑项目生命周期内产品数据的中性机制，

可以有效地支持建筑行业各个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

交换和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

• 统一的数据表达和传输标准。

• 不同系统之间实现数据交换。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 IFC标准的描述

• 提供建筑项目工程实施过程所处理的各种信息的描述

和定义的规范。

• 使用“实体”（ENTITY）作为数据定义的基本元素

• 通过实体对象的实例组成共享的工程模型，允许不同

系统和人员共享模型中的数据。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 IFC大纲（Schema）

• IFC大纲是IFC标准的主要内容，其中给出了IFC标准

中各种实体的具体数据结构定义。

• 组成——分为四个层次

 信息资源层：定义了标准中用来表示模型的基本信息，

如人员信息、属性信息、几何和拓扑信息等。这些基

本信息将作为信息描述的基础应用于整个信息模型。

 信息核心层：描述建筑工程信息的整体框架，它将资

源层的信息用一个整体框架组织起来，使它们相互联

系和连接，组成一个整体，真实反映现实世界的结构。

核心层中的IfcKernel数据模型提供了代理人（Proxy）、

对象类型（Object Type）和属性（Property）等定义，

因此也是IFC可扩展性的基础。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信息共享层：主要用来解决不同领域之间信息交互

的问题，在这个层次对各个系统的组成元素细化，

定义了一系列的共享元素。

领域层：针对建筑行业不同部门领域的特点，深入

各个领域的内部，定义了本领域的基本概念，形成

各个领域的专题信息。如建筑、暖通空调、电气、

施工管理、物业管理等。领域层连同协作层和核心

层，提供了用于应用软件信息交换的一系列模型。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建筑领域

暖通空调

领域

物业管理

领域

施工管理

领域

共享建筑

维护元素
共享空间元素 共享建筑元素

共享建筑

设备元素
共享管理元素

产品信息扩展 过程信息扩展控制信息扩展

核心

材料属

性资源

日期时

间资源

审核

资源

角色

资源

外部引

用资源

度量

资源

成本

资源

表现

资源

几何模

型资源

轮廓

资源

拓扑

资源

描述

资源

属性

资源

电气领域

几何约

束资源

几何

资源

材料

资源

约束

资源

工程量

资源

工具

资源

参考几

何资源

信

息

资

源

层

信

息

核

心

层

信

息

共

享

层

领

域

层

领

域

层

信

息

共
享

层

信

息

核
心

层

信

息

资
源

层

建筑领域
暖通空调

领域

物业管理

领域

施工管理

领域

共享建筑

维护元素
共享空间元素 共享建筑元素

共享建筑

设备元素
共享管理元素

产品信息扩展 过程信息扩展控制信息扩展

核心

材料属

性资源

日期时

间资源

审核

资源

角色

资源

外部引

用资源

度量

资源

成本

资源

表现

资源

几何模

型资源

轮廓

资源

拓扑

资源

描述

资源

属性

资源

电气领域

几何约

束资源

几何

资源

材料

资源

约束

资源

工程量

资源

工具

资源

参考几

何资源

信

息

资

源

层

信

息

核

心

层

信

息

共

享

层

领

域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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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C标准的数据定义方式

• 面向对象的规范化数据描述语言EXPRESS。

• EXPRESS语言中语言的定义和对象描述主要用实体说

明来实现。

一个实体说明定义了一种对象的数据类型和它的

表示符号, 它是对现实世界中一种对象的共同性质

的描述。类型（TYPE）、实体（ENTITY）、规

则（RULE）、函数（FUNCTION）、过程

（PROCEDURE）

对象的特性在实体定义中则使用类的属性和规则

来表达。实体的属性可以是EXPRESS中的简单数

据类型（数字、字符串、布尔变量等），也可以

是其他实体对象。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与其他面向对象语言一样，EXPRESS语言同样可以描

述实体之间的继承派生关系。可以通过定义一个实体

是另一个实体的子类（SUBTYPE）或超类

（SUPERTYPE）建立实体之间的继承关系，子类可

以继承超类的属性。在IFC标准没有使用多重继承，

所有的实体类型最多只有一个直接超类。

聚合数据类型是基础数据类型的集合，EXPRESS语言

可以支持数组（ARRAY）、包（BAG）、列表

（LIST）、集合（SET）等四种不同的聚合类型。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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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C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 基于属性集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属性集的概念

属性集，顾名思义是属性的集合，对事物及概念的描

述可以通过一条条属性存放于属性集中。属性集提供

了一种扩展信息描述的灵活方式。

 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通过IfcRelDefinedByProperties关系实体将

IfcPropertySetDefinition描述的信息与IfcObject关联

 适用范围及特点

按需集成

动态扩展

辅助信息描述

易冲突、不宜识别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IfcRelDefinedByProperties

IfcObject IfcPropertySetDefinition

RelatedObjects S[1:?] RelatingPropertyDefinition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属性集

静态属性集 动态属性集

预定义属性集 自定义属性集

属性1

属性2

属性3

属性1

属性2

属性3

... ...

41

• 基于类型实体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类型实体的概念

类型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类型实

体则是用来存储类型信息的实体。

 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通过IfcRelDefinesByType关系实体将类型信息与

IfcObject关联

 适用范围及特点

继承属性集的信息集成特点

动态定义

单一入口

可独立使用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类型实体

静态类型实体 动态类型实体

自定义类型实体

（包含几何数据）

门窗类型

建筑构件类型

配电元件类型

建筑元件类型

家具类型

空间结构类型

运输构件类型

自定义类型实体

（不包含几何数据）

IfcRelDefinesByType

IfcObject IfcTypeObject

RelatedObjects S[1:?] RelatingType 

HasPropertySets S[1:?]

(ABS)IfcPropertySetDefinition

../../R2x3_Final/ifckernel/lexical/ifcreldefinesbytyp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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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IFD库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IFD库的概念

 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

 适用范围及特点

富语义

概念易识别，不易混淆

扩展性

共享性

 我国IFD库内容的创建途径

通过整理现有的术语定义，获得规范化的术语描述

通过提取建筑规范的相关内容获取属性集定义

通过提取总结建筑企业的工程文档、表格获得常用的属性

集，添加到IFD库中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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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计算机 用户

概念
GUID

“Beam common properties”

“梁的基本属性”

“梁的主要属性”

357c7f2b-7434-4f5k-9141-bab9eh473cc8

“梁的基本属性”GUID

计算机 用户

GUID “Beam common properties”

(ABS)IfcRoot IfcRelAssociatesLibrary
RelatedObjects S[1:?]

RelatingLibrary 

IfcLibrarySelect

IfcLibraryReference
ReferencedLibrary 

IfcLibraryInformation

 
 

项目 基于IfcProxy实体扩展 通过增加实体定义扩展

易用性 容易 困难

版本兼容性 好 不宜保证

类型安全 类型不安全 采用早联编方式可以
提供类型安全

工具箱支持 多数工具箱支持 少数工具箱支持

运行效率 略低 高

− IFC的模型信息的扩展机制

• 实体扩展

 扩展机制

基于IfcProxy实体的扩展

通过增加实体定义的扩展

 适用范围及特点

通过增加大量IFC实体来扩充IFC标

准的应用范围。新增实体与原有实体

建立关联的方法：

• 可以通过新扩展实体作为已有

实体的子实体；

•通过关联实体建立实体。

实体扩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 整理、归纳出所需扩展的实体

对象；

• 定义实体及相关属性信息；

• 在IFC2x3检索实体对象相关的

信息；

• 建立新增实体对象的派生关系；

• 建立该实体的关联关系。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 属性集扩展

 属性集扩展是IFC模型扩展的一种灵活、有效的方式。按照定

义方式的不同，属性集分为静态属性集和动态属性集。

静态属性集以IFC实体属性的方式定义，其属性通过IFC大

纲静态的定义在属性集中，特定的静态属性集只能应用于

特定的IFC实体。

动态属性集则是通过IfcPropertySet实体表示。动态属性集又

可分为预定义属性集和自定义属性集。预定义属性集是IFC

标准中已经存在的属性集，属性集的名字以“Pset_”为前

缀。

 自定义属性集为用户根据信息交换的需求自行创建的属性集，

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定义方给出属性集相关信息的约定。

 属性信息需要同IFC实体建立关联才能实现信息的描述。属性

集通过IfcRelDefinedByProperties关系实体实现

IfcPropertySetDefinition与IfcObject建立关联。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 IFD（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Dictionaries）

–IFD的提出

• IFC中基于属性集的信息描述与关联机制具有易冲突、不

易识别的缺点，其根源是属性集采用字符串（Name属性）

作为标识。字符串是语义信息的表达，在描述同一概念时

具有不确定性，例如同一概念既可由英文又可由中文表达，

即使使用同一种语言表达，各地方的习惯用法也不尽相同，

另外还存在全称、简称、俗语等多种表达方式。

• 当计算机处理属性集信息时，首先要通过属性集的名称识

别属性集。由于属性集名称的不确定性，会出现即使属性

集存在，计算机也无法确定的困境，进而影响计算机的自

动化处理，造成数据的丢失、冲突。

IFD（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Dictionaries）

• 1999年，ISO组织为了对信息交换过程中所使用的术语规范开始

了相应标准的开发，形成建筑领域面向对象的信息组织框架，

标准号ISO 12006-3。

• ISO 12006-3定义了一个语言无关的数据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

开发用于存储和提供建筑工程信息的字典，并提供了将信息与

分类系统、信息模型、对象模型和过程模型相关联的机制。

• 2006年，正式启动的IFD是基于ISO 12006-3标准建立的术语库。

IFD的开发面向全球建筑工程领域，具有开放性、国际化和多语

言的特点，作为对IFC的补充和扩展。

IFD（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Dic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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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D提供的功能：

• 多种语言的翻译功能；

• 对任何概念的全局唯一标识；

• 对IFC模型扩展，包括属性集、属性的扩展；

• 存储术语和定义的数据库。

 IFD库通过Web Services提供服务，应用程序可以调用

API函数实现对IFD库的访问。

 IFC 2x4a版本开始全面支持IFD的使用。目前，美国、

加拿大、挪威、荷兰及日本已经开始针对本国情况建

立IFD库。

 我国可采纳IFD现有的技术框架，并基于该技术框架进

行内容开发。然而，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建筑工程领域

信息化的专门术语定义及属性集定义，这些信息尚未被

整合归纳，形成规范标准。

IFD（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Dictionaries）

• IDM（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IDM的提出

• BIM模型的构建贯穿于建筑工程的全生命期，是对

建筑生命期工程数据的积累、扩展、集成和应用过

程，是为建筑工程生命期信息管理而服务的。BIM

模型的创建是一个过程，这个时间跨度长、参与方

众多、信息交换复杂。

• 对这个过程的有效管理是实现BIM信息集成的重要

基础，它的实现既需要相应的管理方法，又需要有

效的技术手段。IDM便是针对信息提取与集成过程

而提出的一种方法。

IDM（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 2006年IAI组织提出了IDM过程控制流程，用于描述信

息交换的过程信息。IDM由3个部分组成：

• 过程图（PM，Process Map）：对过程的概述，包括实现

过程的目的，与之相关的项目阶段以及过程包含的子过

程。

• 交换需求（ER，Exchange Requirement）：以自然语言描

述过程需要的信息及信息源，以及过程的输出结果。

• 功能单元（FP，Functional Part）：从技术角度，提供过

程的技术实现细节，例如对IFC实体及其属性值的具体要

求。

– IDM规范了信息交换过程项目参与方之间的信息流，提

高了信息交换的质量，支持更加可靠和有效的IFC应用。

IDM（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 “十五”项目：IFC标准研究

•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翻译“IFC2x平台规范”；

建立了PKPM数据文件与IFC的双向数据转换接口。

• 清华大学

开发了IFC文件解析器和基于IFC标准的数据接口

引擎；

建立了建筑施工管理的IFC数据描述，根据IFC大

纲（Schema）给出的建筑工程信息数据定义，建

立了200余种实体类型。

实现了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 “十一五”项目：IFC标准研究

• 研发了基于IFC的BIM数据集成与管理引擎：通过对

IFC数据描述规范及解析技术、数据访问及数据转换

技术的研究，完成了自主研发的IFC数据数据集成与

管理引擎，其中包括IFC大纲读取器、IFC文件解析器、

IFC数据库访问器等，实现信息模型的导入和导出和

设计与施工应用软件的IFC数据的输入输出。

• 研发了IFC数据库：通过研究IFC对象数据模型与关

系数据库的映射关系，完成了可以用于存储海量IFC

数据的数据库架构设计和系统开发，可实现设计与施

工BIM信息的存储和管理。

• 编写建筑施工IFC数据描述标准

建筑业国际工业标准IFC 学习重点

• CAE集成化的概念和方法

• IFC标准



2013/4/18

10

提高内容参考

• 开发一个IFC解析器，使其能读取IFC中性文件，并将其

内容展现出来，同时具备IFC实体数量统计的功能。

谢谢！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胡振中

huzhenzhong@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