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编 致 辞 

自 1995 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展，

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备重构能

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变革的重要推

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续深入开展好战略

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技术

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示要求，

2016 年 8月 25 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发起成

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战略院”），

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颠覆

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术的相关

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创新战略院和

“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项目组决定编辑

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

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主   编：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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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微电子技术成为美国国防部的首要优先发展事项 

【美国空军杂志网站 2020 年 4 月 22 日】美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

程现代化局局长 Mark Lewis 表示，美国国防部已将其首要发展任务

从高超声速技术转向微电子技术。Lewis 解释说，微电子技术是几乎

所有武器系统的一部分。国防部以往都是从稳定、可靠的供应商处获

取微电子产品，导致其采购产品落后于“ 先进的商业产品”两代。

国防部当前的投资采购模式存在失去这一关键领域优势的风险。因此，

国防部将采取新的采购模式，使军方可以获取可靠、先进的技术。除

微电子技术外，国防部还确定了其他 10 个优先领域，包括：5G、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自动化、生物技术、网络、定向能、完全联网的

命令控制和通信、高超声速技术、量子科学和空间技术。Lewis 还表

示，量子技术是国防部的长期研究对象，并认为其 有潜力的应用是

“实现定位、导航和授时，提供 GPS 系统替代技术”。（中物院科技信

息中心编译） 

美海军增设六个技术创新中心加速协作创新 

【美国海军学院网站 2020 年 5 月 12 日】美国海军新增六个“技

术桥”创新中心，将由军方、学术界和企业组成的“技术桥”创新网

络扩大了一倍，旨在推动进一步寻找、发现能为海军需求提供解决方

案的非传统供应商。新增的六个中心分别为：（1）海军水面作战中心

牵头的首都技术桥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设计、数字制造、数字

孪生、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以及高性能计算等；（2）海军研究生学院

牵头的中央海岸技术桥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无人机、网络信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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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与海洋等领域；（3）海军水面作战中心牵头的内陆帝国技术桥中心，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网络数据环境以及测量技术等；

（4）海军水面作战中心牵头的大西洋中部技术桥中心，主要研究方向

为网络信息、无人系统、增材制造、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等；（5）

海军空战中心飞机分部牵头的南马里兰技术桥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

无人机、自主系统、建模仿真以及实战、虚拟、构造（LVC）环境；

（6）海军水面作战中心牵头的文图拉技术桥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先

进原型设备、增材制造以及先进材料的鉴定与测试、无人系统开发以

及混合现实环境。这些技术桥梁通过与企业研究人员合作，将有助于

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满足海军的特定需求。（中物院科技信息

中心编译） 

欧盟发布 2020～2030 年综合能源系统研发路线图 

【欧盟官网 2020 年 2 月 27 日】欧洲能源转型智能网络技术与创

新平台（ETIP SNET）发布了 2020～2030 年研发路线图，提出未来

十年拟投入 40 亿欧元（约 43.5 亿美元）开展综合能源系统的研究和

创新活动，推进实现欧洲 2050 年构建深度电气化、广泛数字化、完

全脱碳的循环经济愿景。此次路线图共提出了 6 大重点研究领域，并

对各领域研发重点、研发目标和预算分配情况进行了介绍。6 大领域

分别为：消费者、产消合一者和能源共同体，系统经济性，数字化，

系统设计和规划，灵活性技术和系统灵活性以及系统运行。（中物院

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北约发布《2020～2040 年科技趋势》报告 

【北约官网 2020 年 5 月 4 日】北约发布了《2020～2040 年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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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报告。报告着眼于未来 20 年的国防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

北约联盟安全的影响，报告还对北约 2019 年 12 月份在伦敦会议上提

出的新兴和颠覆性技术进行了分析评估。报告提出，未来 20 年的关

键军事技术将呈现出智能化、互联互通、分布式、数字化这四大特征。

伦敦会议提及的新兴和颠覆性技术领域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自

主技术、太空技术、高超声速武器、量子、生物技术和材料。针对上

述领域，报告认为，数据、人工智能、自主技术、太空技术和高超声

速武器在本质上是颠覆性的，其发展得益于长期的技术开发支持。同

时，这五项技术正在或将在未来 5～10 年对北约军事能力建设产生重

大或颠覆性影响。而量子、生物技术和材料则被视为新兴技术，需要

10～20 年方能显现出其推动军事能力颠覆性发展的本质。新兴和颠

覆性技术的组合及其复杂交互更易于对军事能力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韩国发布《2020～2034 年核心技术计划》，推动国防工业 4.0

发展 

【英国简氏防务网站 2020 年 4 月 26 日】近日，韩国国防采办计

划管理局（DAPA）发布《2020～2034 年核心技术计划》，为今后 15

年先进军事系统所需核心技术的发展提供方向，以推动国防工业 4.0

能力的发展。该计划明确了 140 个详细的技术方向，涉及八大国防战

略技术重点领域，其中大部分技术领域与韩国工业 4.0 能力以及军事

改革相一致。这八大重点领域具体包括：基于自主和人工智能的监视

与侦察，高度互联的情报、指挥和控制，高速、高能量的精确打击，

面向未来的推进和隐身技术，无人作战，高科技单兵作战系统，网络

响应与防护，以及先进未来技术。（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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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陆军将建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激光武器等前沿技术的研

究所 

【Defense World 网站 2020 年 4 月 15 日】韩国陆军计划建立一个

前沿技术研究所，以开发人工智能、隐身技术和激光武器等改变游戏

规则的先进技术。陆军计划通过该研究所快速有效地开发所需技术，

但研究所的具体建设细节尚未确定。当前，陆军已向国防发展局提交

了 10 个项目，包括开发无人机、激光系统、隐身技术、量子力学、

仿生学、人工智能和下一代战士平台等。近期，韩国陆军启动了研究

所建设的可行性评估，并考察调研了国外相关的研究所。（中物院科

技信息中心编译） 

澳大利亚发布 2030 年国防科技战略报告 

【澳大利亚国防部官网 2020 年 5 月 4 日】澳大利亚国防科技组织

（DST）发布新版国防科技战略《携手共创未来：2030 年国防科技战

略》。该战略旨在通过培养和利用国防科技企业来扩大研究资源，并

将资源集中于国防 高战略优先事项，以确保澳大利亚军队保持能力

优势。战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科技和研究战略计划（被称

为 STaR 目标），包括：破坏性武器效应，远程水下监视，信息战，

弹性多任务空间，战备平台，敏捷的指挥和控制，在化学、生物、放

射性和核环境中作战以及量子定位、导航与授时技术。上述 8 项目标

均着眼于对未来作战至关重要的能力。（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俄罗斯将在远东地区成立太平洋量子研究中心 

【Sciencex 网站 2020 年 5 月 6 日】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将成立太

平洋量子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具有前景的量子材料、宇宙进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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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药物研发基础理论等。该中心将在远东联邦大学生物光子学研究中

心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研究人员将通过提高超级计算机计算速度、数

字孪生等方法研究基础科学理论问题，致力于新功能材料、宇宙原始

状态和新药物的研发工作。（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北约将成立创新咨询委员会来推动海上无人系统计划 

【北约官网 2020 年 5 月 11 日】北约“海上无人系统计划”参与

国拟组建一个创新咨询委员会，以解决水下、水面和水上无人系统的

开发问题。创新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具有不同专

业背景的专家，作为北约一种新的创新尝试，他们将为国防系统引入

新颖视角和创意想法。该委员会将于 6 月初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讨

论无人系统如何在海上领域达到 有效的集成效果。（中物院科技信

息中心编译） 

美海军推进 15 个水下技术领域研究工作 

【Next Gov 网站 2020 年 4 月 22 日】美国海军水下作战中心

（NUWC）表示，海军需要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应对当前和未来各

种海底和海洋环境中的安全威胁。当前，海军正通过海洋科技创新联

盟来推进 15 个水下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具体包括：（1）支持无人

水面舰艇自主运行的无源环境传感原型开发；（2）小型快速攻击武器；

（3）弹头电子学系统升级套件；（4）远征反水雷作战、超浅水、水下

搜索以及远征打捞潜水作战原型；（5）用于水文测量的原型无人水面

艇技术；（6）基于 MK 19 榴弹发射器和 MK 2 安全装置原型的微机

电系统；（7）光学询问机；（8）机架型电光系统组件模拟器；（9）太

平洋西北范围复杂水下传感器能力升级；（10） 敏捷软件开发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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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软件工厂，具有可访问、可见、共享的 DevSecOps 环境；（11）

SEA SHRIKE 有效载荷套件；（12）三维可视化与处理；（13）基于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指挥决策支持软件；（14）声纳浮标现场校

准；（15）广域持续监视。（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空军研究实验室研究新冠病毒的定向杀灭技术 

【美国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官网 2020 年 4 月 23 日】美国空军研

究实验室（AFRL）正在开展“定向能辐射杀灭病毒（VIDER）”项目，

研究电磁辐射能量对于降低新冠病毒气溶性传播传染性，以及利用光、

微波对新冠病毒易感区域进行消毒、灭菌的可能性。该项目的主要思

路为：基于病毒对微波频率的敏感性，在雾化状态下可利用微波破坏

病毒。此前试验已证实，在悬浮溶液中传播的微波可诱导病毒发生大

规模分子变化。若能发现微波与气溶性病毒的“共振频率”，AFRL

就可能创建抗病毒感染的微波系统。如果项目成功，研究成果将为一

线医务人员提供更好的防护。（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英国投入 230 万英镑发展新型光电/红外传感器技术 

【Electronics Weekly 网站 2020 年 5 月 6 日】英国国防与安全加速

器（DASA）与泰勒斯公司、埃克塞特大学等单位签订了 13 份合同，

以发展新型的光电/红外（EO/IR）传感器技术，合同总金额为 230 万

英镑。这些合同的发展重点为：（1）在极端环境下成像，如透过云层

或烟雾、微光或无光、穿过树叶或伪装；（2）探测并识别小目标，如

无人机、狙击手、士兵、武器、车辆；（3）目标识别距离超过 20 千

米，能区分友军、敌军车辆。此外，作为射频传感器的重要补充，光

电/红外传感器还要能在雷达使用受限环境下探测目标，并可探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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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散射信号特征不明显以及难以被雷达识别的目标。（中物院科技信

息中心编译） 

美智库建议加强美日国防技术合作以抗衡中国崛起 

【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站 2020 年 4 月 17 日】美国智库大西洋

理事会发布《新兴技术与美日国防合作的未来》报告。报告称美、日

两国需在若干重点技术领域扩大合作，以抗衡中国的崛起。报告指出，

应将无人系统、高超声速/超高速导弹和人工智能的国防应用确定为

美日合作的三个关键领域，具体重点落实在四项技术上。这四项技术

合作既符合美国战略又符合日本地区利益，同时也符合双方工业能力

基础。这四项技术分别为：蜂群技术和忠诚僚机、无人潜航器和反潜

作战能力、人工智能合成训练环境、反无人系统。（中物院科技信息

中心编译） 

美智库发布《情报优势：美国情报新兴技术的机遇和挑战》 

【美国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网站 2020 年 4 月 17 日】美智库国际

战略与研究中心（CSIS）发布《情报优势：美国情报新兴技术的机遇

和挑战》报告。报告指出，人工智能、云计算、先进传感器等新兴技

术有助于扩展情报收集范围、增强情报收集处理能力，从而更好地支

持战略制定、加深分析和见解，有效支撑关键决策者的决策制定。与

此同时，美国的对手也在迅速研发这些技术，并将其应用到针对美国

的情报行动中。此外，报告认为，除了国际竞争，美情报界还必须克

服自身的官僚主义、技术和组织性障碍。对此，CSIS 技术和情报工

作团队将在战略情报生产中使用新兴技术，并制定行动计划以促进克

服障碍并实施变革。（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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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投资 10 亿美元推进波兰数字谷发展 

【微软网站 2020 年 5 月 5 日】微软公司宣布投入 10 亿美元加速

波兰的创新进展和数字化转型工作，促进波兰数字谷的发展。投资计

划包括在波兰创建微软区域数据中心、强化本地合作关系、支持数字

转型和获取 新云计算技术等。其中，在全球云计算基础设施下开设

新的微软区域数据中心将成为投资的重要内容，并且该区域数据中心

将被纳入到微软全球基础设施的 59 个云计算区域中。波兰总理表示，

微软公司在波兰的投资将对企业、公共部门和教育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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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无轴轮缘推进系统技术 

机械与运载工程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组 

无轴轮缘推进系统技术融合多学科技术，从电机和材料的选择到

制造工艺均经过精心设计，其优异的推进效率、创新性的设计理论及

广泛的适用性，使其将成为新一代船舶推进系统的典范，颠覆传统有

轴船舶推进系统。 

1 技术说明 

无轴推进系统取消了传动轴系，将推进电机定子安装进导管，将

电机转子与桨叶集成为一体，采用完全水润滑支撑，是利用电能直接

传递功率输出的新型全电力推进技术，具有结构紧凑、系统效率高、

绿色环保、节省船舱空间、可全回转等突出特点。 

无轴轮缘推进器属于电机直驱模式，其一体化设计制造思路是一

种革命性的创新。主要涉及到以下五方面关键性技术的研究：大功率

电机-螺旋桨一体化设计原理和方法的研究；无轴轮缘推进智能控制

策略的研究；无轴轮缘推进系统-船体的动力学耦合关系的研究；无

轴推进装置的润滑、密封和冷却系统的研究；无轴推进装置振动和噪

声控制方法的研究。 

2 研发状态和技术成熟度 

无轴轮缘推进器的概念模型在 1940 年德国专利中被提出，美国

海军在 2005 年发布的 Tango Bravo 计划将其作为新一代潜艇发展首

要关键技术， 初主要应用于核潜艇和鱼雷等军事领域中。但随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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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的深入，无轴轮缘推进器占用空间小、布置灵活、节能低噪等

特点使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国内外有多家研究机构在从事此类推进器的研究，并拥有了一些

成果。2004 年，美国的 Schiling Robitics 公司开发的 5 叶无轴推进器，

输入电压 600V，功率 7.5kW，输出转速 1000r/min，额定推力为 2000N，

其主要特点是允许海水通过电机内部，有助于降低电机温度。2005

年，挪威 Brunvol 公司开发了 4 叶无轴轮缘推进器，输出功率 100kW，

采用永磁电机和磁性流体轴承，减少油污染。2006 年，荷兰的 Vander 

Velden Marine System 公司开发了 7 叶无轮推进器，并在此基础上开

发了系列产品，螺旋桨直径为 0.45～1.05m，输出功率 30～295kW，

整体体积相对于其他产品较小，并可与机械手臂相连，增加运动自由

度。2015 年，美国通用动力公司与海军水面武器研究中心卡德罗克

分部（NSWCCD）合作研制大功率的无轴轮缘推进器研究，为 20MW

无轴轮缘推进器验证打下基础。目前已有多家国外企业提供无轴轮缘

推进器产品。挪威 Brunvoll 公司产品 大功率为 900kW，系列产品

被安装在 10 余条船上，包括补给船、渔业监测船、超级游艇和渡船

等。德国 Voith 公司在 2010 年给一座自升式平台安装了 1.5MW 无轴

轮缘推进器用于动力定位。英国 Rolls-Royce 公司报道的 AZ-PM2600

型无轴轮缘推进器，其螺旋桨直径为 2600 mm，功率范围为 1100～

2600 kW。 

总体而言，现有的无轴轮缘推进器产品普遍存在功率较小、可靠

性较低、结构相对复杂、成本较高等缺陷，而且单台功率还未达到大

型运输船舶的推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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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无轴轮缘推进系统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提高船舶推进效率方面：船舶推进效率一般与船型和推进系统种

类有关，由于取消了传动和密封环节功耗、无桨毂水阻力和叶稍带载

等因素，无轴轮缘推进器比传统有轴推进器效率更高；而且无轴推进

系统的应用将使得船尾线型得以改善，提高船尾流场品质，给船型优

化提供更大的空间，并借此改进船舶流体性能，提高船舶水动力特性。 

节省空间利用率方面：传统船舶的传动轴系长度往往要占据船舶

全长的 15％～20％，这就使得船舶在总体设计上的优化受到了一定

的限制。即使采用常规的电力推进系统，其轴系虽然较短，但仍然采

用机械的形式传递能量，也会占用很大的船舱空间。据测算，采用无

轴推进系统将可以减小动力系统占用空间的 60％～70％，提高整体

空间利用率的 15％～25％。 

推进器降噪方面：在船舶运行过程中，传统轴系、齿轮箱等传动

机构所产生的振动占动力系统振动总量的 60％～70％，这显著影响

了军用舰艇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以及邮船等民船的舒适性。2007

年 Brunvoll 公司将 810kW 的无轴轮缘推进器安装在补给船“Edda 

Fram”上，比传统的隧道推进器降噪 20 dB。其优异的减振和降噪特

性对舰艇和高性能民船非常具有吸引力。 

无轴轮缘推进系统作为船舶推进系统的一项革命性的创新，可能

会颠覆现有的船舶推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推进系统结构

复杂、设计安装过程困难、占用空间大、振动噪声明显、船舶隐蔽性

差等缺点，将使得其在军事、民用领域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发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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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的作用。 

4 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近年来，无轴轮缘推进系统逐渐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重视，随

着人们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各个关键性技术难点终将会被突破，对

其技术的掌握将使船舶行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飞跃，为船舶动力体系

注入新的活力。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

入，尚于基础性研究阶段，应加大相关方面的研究，为实现造船强国

创造条件，抢占这一项潜在颠覆性技术战略制高点。 

5 技术开发障碍及难点 

（1）组合结构过流部件水动力性能优化设计技术。与传统螺旋桨

相比，无轴轮缘推进器过流部件结构特殊，由异形桨叶与肥厚形导管

组合而成，导致了复杂的耦合流动，尚缺乏相应的分析和设计理论支

持。而且，传统的桨叶设计方法已无法满足无轴推进器实际恶劣进流

条件下，高效、抗空化和低噪声的设计要求。 

（2）浸水环境下推进电机防水、冷却和制造技术。无轴轮缘推进

电机间隙允许海水流通，大间隙、水介质的导电性与流动性导致的磁

泄漏以及磁感应强度的降低比普通永磁电机要大得多。复杂流体条件

下电机高效设计方法、防水护套成型及自然循环冷却方法尚需解决。 

（3）低速、大推力工况下无轴推进器水润滑轴承长寿命技术。无

轴轮缘推进器采用完全水润滑轴承，该轴承在低速、大推力和泥沙等

恶劣工况下容易出现磨损失效，严重限制了无轴轮缘推进器的可靠性

和使用寿命。 

（4）大功率无轴轮缘推进系统智能控制技术。无轮毂和水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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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导致无法安装位置传感器，只能采用无位置传感调速控制技术。

螺旋桨非定常力扰动、推进器起动和低速运转等情况下无轴推进器转

速的精确控制以及多台无轴推进器的协同智能控制尚需解决。 

（5）无轴轮缘推进系统-船体流场匹配技术。无轴轮缘推进系统

的电机与螺旋桨集成结构改变了传统推进系统的动力线型，由于缺少

轮毂，螺旋桨旋转时所产生的流体变化与传统螺旋桨之间存在较大的

差异，这导致推进器与船体之间的流体动力学耦合关系也随之改变，

缺乏流场 优匹配技术。 

6 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体实施措施 

（1）关于推进器水动力性能设计研究。配备高性能仿真工作站，

研究无轴轮缘推进器复杂水动力特性的描述和分析方法，分析无轴推

进器与船体流场匹配规律，建立无轴轮缘推进器水动力性能试验台并

开展试验验证。 

（2）关于推进器电机设计及控制技术研究。开展浸水环境和防水

护套对电机电磁特性影响研究，在水动力性能约束下进行电机结构优

化设计，研究无轴推进器电机智能控制技术，建立无轴推进器电机性

能试验台并开展试验验证。 

（3）关于推进器轴承长寿命技术研究。研究基于新型结构设计和

材料改进的水润滑轴承强化技术，在现有的轴承研究性试验台基础上

开发考核性试验台，研究水润滑轴承可靠性加速试验方法，开展恶劣

工况模拟条件下轴承性能试验。 

（4）关于推进器集成设计、制造和试验研究。研究电机-过流部

件一体化设计方法，开发推进器优化制造工序和关键工艺，解决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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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零件的精加工、焊接和检测技术，建立无轴推进器性能综合试验

平台并开展试验验证。 

7 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关于技术研发模式，建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研发模式，建立科

研部门、推进器制造厂和船厂组成的研发团队，开展无轴轮缘推进器

关键设计、制造和应用技术研究。 

关于技术发展历程，首先针对 1000 吨及以下船舶，研制功率

600kW 及以下无轴轮缘推进器，在此基础上，逐渐开展兆瓦级和数

兆瓦及无轴推进器研制。 

关于产品推广，按内河船舶、沿海船舶和远洋船舶的应用推广路

径。选择工程船、公务船、小型邮轮和小型运输船等船型为首先应用

案例，逐渐推广到中、大型船舶和水上作业平台。以我国中小型民船

为例，根据统计我国中小型河船和海船约 22 万艘，游艇约 1.6 万艘，

假设一半的船改用无轴轮缘推进器，平均每条船配备 1.5 台，则共计

需要约 17.7 万台。此外，各类军用舰艇和航行器也是无轴轮缘推进

器的合适推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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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基于 BIM 的智慧建造技术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组 

1 技术说明 

BIM（建筑信息模型）作为系统设计工具集成了信息获取、信息

处理及性能评价输出等功能板块。通过数字化技术，在计算机中建立

三维的虚拟建筑模型，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包含建筑各专业、生命周

期各个阶段所需的所有信息的数据库。这些信息能够在综合数字环境

中保持信息不断更新并可提供访问。BIM 强调的是利用三维数字模

型对项目进行设计、施工和运营的全生命周期动态过程，它是以数字

化三维建筑信息模型为载体的建筑设计工具[1]。 

 
图 1 建筑设计技术发展路径图 

建筑工程设计从实物阶段，发展到现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是颠

覆性技术进步。而当前 BIM 技术已日趋成熟，不久的未来，BIM 智

                                           

[1] 李云贵，邱奎宁，刘金樱.我国 BIM 发展现状与问题探讨[J].江苏建筑，201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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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建造技术将有可能取代现有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对建筑设计的工作

方式形成颠覆性改变。 

BIM 一词在 Web of Science 上通过主题检索，检索到 10047 篇论

文，其按年份分布状况如图所示。BIM 在全球科研体系中，从 1965

年到 1995 年长达 30 年的酝酿时期，从 1996 年开始快速增长。“BIM”

在知网检索，共计条 12318 条。如图 2 所示，知网关于 BIM 的数据

显示，BIM 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期，长达近 50 年，然后从 2005 年开

始缓慢增长，2010 年到 2016 年间开始爆发式迅猛增长，说明 BIM 技

术具有成为颠覆性技术的潜力。 

 

图 2 “BIM”在 Web of Science 的论文数量检索结果（1950～2016） 

为了更好地了解 BIM 领域的研究热点，将 Web of Science 的数

据导入数据分析软件 VOSviewer 中，进行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管理、工程、模型、环境是 BIM 领域的几个重点方向。 

BIM 技术是未来建筑工程项目数字化建设基础性技术，是利用

数字模型对工程进行规划、设计、建造和运营的全过程管理，将在项

目全寿命周期内各个阶段都能有效地实现建立资源计划、控制质量安

全资金风险、节省能源、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将大大提升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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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信息化水平和中国技术走出去的软实力，将成为工程建设领

域的又一次革命，具有颠覆性意义。 

 

图 3 “BIM”在知网论文数量检索（1950～2016 年） 

BIM 主要服务于建筑的全寿命周期的管理，即设计、施工、运维

和拆除。对于建筑的不同阶段，虽然人们对它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

使用的是同一信息模型，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模型转换导致的建筑信

息的流失或错误，同时避免技术人员的重复性建立模型而耗费大量的

人力资源。不同阶段对建筑的关注点不同：建筑设计阶段关注的建筑

的空间分割，以便于满足功能使用要求、居住舒适性等；结构设计阶

段则关注的是建筑的结构力学性能，以便于知晓构件的承载能力、结

构的安全性等；施工阶段则关注结构和构件的细部构造，以便于建材

下料、选取建造方式等；运维阶段则关注建筑整体的健康状况，以便

及时对其进行修补、替换构件等。因此，这就导致了各个阶段的计算

模型是不一致的。为了使用同一模型，各个计算模型间就要有转换接

口，并需要相应的标准做支撑。现阶段，各个阶段的模型基本上可以

实现几何信息的传递，但不能有效地实现几何信息与力学模型间的传

递。另外，把所有构件信息录入模型，现阶段的一般计算机的读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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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率如果能够超过 30%，那么投资回报率一定是正的；如果 BIM

的应用率小于 15%，投资方亏损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目前来看，国

内企业应用 BIM，大多集中在类似于“碰撞检查”、“综合优化”、“虚

拟施工”等这样在设计或者施工中的应用点上，从项目上的实际应用

来看，应用率超过 30%的非常少。因此，BIM 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应用也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3 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基于 BIM 的智慧建造技术将设计、施工、运维统一起来，能够

提高建造和管理效率，并且具有节材和节约工人的效果，具有良好的

经济价值。智慧化建造方式，能够大大节约劳动力，改善建造工人的

工作环境，提高其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4 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自 BIM 技术被引入我国工程建设领域以来，逐步被工程技术人

员所接受，并开始应用于实际工程项目中。然而随着 BIM 技术应用

的深入，困惑也越来越多。BIM 技术的大面积的推广并显著地提升效

益，还需要对关键技术进行突破。按照发展阶段不同，颠覆性技术所

处阶段分为萌芽期、突破期、爆发期、成熟期，基于 BIM 的智慧建

造技术在我国目前还属于突破期，未来具有很大潜力。 

5 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1）BIM“无芯” 

三维图形平台是 BIM 应用软件中 重要的基础软件，没有软件

支持，BIM 的作用是无法得以实现的。目前的 BIM 建模软件和基础

平台主要被几家国际大型软件开发商所垄断，如 Autodesk、Ben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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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ble 等公司。软件需要解决的核心技术便是图形引擎，它是“卡

脖子”的问题。 

（2）交换格式缺失 

数据交换格式是 BIM 模型共享和数字化存档的基础。目前，我

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数据格式，只能采用国际标准格式或国外软件企业

的私有格式，所以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走。 

（3）分类和编码体系不统一 

编码标准是 重要的 BIM 应用基础标准，是打通设计、施工和

运维 BIM 应用、现实全生命期 BIM 模型信息共享的关键。美国和英

国的编码标准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与目前各自国内普遍应用的编码标

准相兼容，是落地的、是理论上的提升。因为编码的本地化特性很强，

国外的标准很难拿过来就用。 

6 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体实施措施 

（1）为信息畅通提供法律法规支撑 

BIM 的作用是使工程项目信息在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营维护全

过程充分共享、无损传递。设计和施工两个阶段是 BIM 应用的重点，

BIM 模型的主要信息都是在这两个阶段产生的，但在目前的行业管理

框架下，设计和施工是隔离的，如何实现设计与施工阶段的信息共享，

是目前业界 BIM 应用面临的一个难题。因此，有必要在法律法规上

消除设计与施工的“孤岛现象”和“沟通隔离”，使其成为工程项目

建设的“统一体”。 

（2）建立健全保障 BIM 数据安全的相关技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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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应用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国家重大工程的全部信息都在

BIM 模型中，一旦被敌方获得和利用，后果不堪设想。在云计算和云

存储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一定要重视 BIM 模型的存储安全问题。

如 Autodesk 360 软件的使用，在英国应用 Autodesk 360 并不担心数

据安全问题，因为 Autodesk 已在欧洲部署了服务器，但在中国，问

题就出现了，Autodesk 360 用的是美国亚马逊云平台，一旦应用了

Autodesk 360，工程信息的安全如何保证，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

需要我国也应尽快组织出台保障 BIM 数据安全的相关技术政策。 

7 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发展历程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应解决 BIM“无芯”的迫切问题，

开发出一套真正国产的大型建模平台，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编码体

系；二是应制定数据交换的通用格式，打通设计、制作、施工、维护

间的通道，实现建造不同阶段共享同一个模型。BIM 技术的开发及应

用，将会催生出一整条产业链，带来整个行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未来 10～15 年的发展展望如下。 

（1）虚拟设计院 

适应当前建筑设计企业跨地域、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基于 BIM、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构建工程设计数字化协

同平台，对企业内部及外部人员、技术和信息等设计资源进行跨组织、

跨地域共享和集成，到 2025 年形成 15 家左右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虚拟

设计院，到 2035 年形成新行业生态圈。 

（2）智慧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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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设计信息（特别是 BIM 模型）紧密集成，将设计信息与

施工现场感应器、监测设备和智能机器精准对接，实现施工现场数据

的快速收集、高效传递、集成共享，建立支持施工全过程仿真模拟与

监测的智慧工地环境，支持高度灵活、个性化的建设生产管理模式。

到 2025 年形成 15 个左右智慧工地示范项目，到 2035 年在全行业推

广应用。 

（3）“互联网+”虚拟企业联盟 

建立“互联网+”环境下的工程总承包项目多参与方协同工作新

模式，充分应用 BIM、大数据、智能技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信

息技术，通过信息和知识共享、过程集成，实现对信息流、物流、资

金流的有效控制，以总包企业为核心，建立“互联网+”虚拟企业，

实现快速结盟、快速重构、快速扩充，高效地应对变化和不确定性因

素，将建筑上下游供应链连接成一个整体，满足和快速响应业主的有

效需求。到 2025 年形成 15 个左右虚拟企业联盟，到 2035 年在全行

业推广应用。 

（4）智能企业和个人诚信系统 

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和基于位置的服务（LBS）技术以及人脸识

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等智能技术，建立全国建筑行业个人信息和

企业信息管理平台，实现深层次的劳务人员信息共享和监控，实现工

程实体质量和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质量检测单位的

质量行为监管信息的自动采集。到 2025 年形成 15 个左右智能企业和

个人诚信系统，到 2035 年在全行业推广应用。 



 

栏 目 说 明 

前沿动态栏目主要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颠覆性

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观察思考栏目重点刊登颠覆性技术战略

研究各课题组阶段成果和认识；观点荟萃栏目主要刊登与颠覆性技术

有关的观点和看法，特别是期望刊登多种不同观点的争鸣，重在引发

讨论。观察思考和观点荟萃栏目内容要求为原创作品。 

如需引用本刊文章，请与作者联系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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