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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交通建设工程领域推广 BIM 技术实施工作方案的通

知》（深交〔2018〕358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交通建设领

域 BIM 技术应用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

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协同管理；5.模型要求；6.交

付和审核。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布，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提出

并业务归口。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

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

路深燃大厦 B 座 7 楼，邮编：518000），以便修订时研用。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朱建斌   孟  柯   丁建洋   王燕峰   王学坤   李  立 

              钟永胜   曾  毅   赖嘉华   熊  旺   刘彦书   周  雷 

              魏  兴   许烈平   马申易   杨文广   黄  飞   别立波 

              尹宗胜   门程晨   戈普塔   赖华辉   朱伟南   贾海鹏 

              黄  枫   张  恒   王  博   周  琳   徐晓宇   李根强 

              严洲芳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张建平   季锦章   王欣南   朱宝峰   刘  建   郑爱元 

              陈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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