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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协同设计模式 

协同设计时面向设计过程的工程图文管理模式，包括设计管理流程及信息。 

目前，协同设计模式在国内的一些建筑设计企业中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基本有

两种模式： 

1. 文件管理基于 windows 域控方法，所有文件信息均进行标准化梳理及

归档，形成公司级管理制度。设计作业基于 Autocad 外部引用功能，并通过专

业间拆分协作的方法进行图纸整合，最大限度提高专业间协作效率，尽可能的

消除传统作业模式下交互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弊端。 

2. 基于协同管理平台软件，应用程序将上述文件及作业模式进行计算机化

控制，强制使用者按照既定的管理及作业模式进行工作。 

依据公司当前的生产作业习惯及文件管理平台，选用第一种方案，即基于

windows 及 Autocad 的管理模式。并逐步开发“华通国际建筑设计员工作业

平台”，最终实现第二种方案。 

1.2 协同设计主要内容 

协同设计主要包括三大板块 

1. 目录架构及权限 

（1） 标准工作目录 

（2） 目录的权限设置规则 

2. 制图标准 

（1） 专业标准图层 

（2） 图纸命名规则 

（3） 出图打印样式 

（4） 标准图框 

3. 专业间引用参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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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设计师快速掌握本手册精髓，同时附上一个项目案例及常见问题总

结。各章节的附表也一并附后。 

鉴于作者团队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尚在协同设计道路上进行摸索，编写

的本手册一定有很多不妥之处，望读者海涵并将意见及建议提交质量中心，帮

助我们将协同设计平台建设工作做的更好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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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录架构及权限 

2.1 标准目录 

某项目中各专业的工作文件夹组成目录系统，所有项目均按此目录系统为

模板建立工作文件夹，即为标准目录。标准目录文件夹不能随意更改位置及名

称。 

项目目录主要包含四个主目录：“01 方案”、“02 施工图”、“03 施工配合”、

“04 媒体目录” 

 

一、“01 方案”——方案创作部工作目录。包含三个主目录：“00 管理”、

“01 输入”、02 方案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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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管理”——主要存放与方案设计相关的流程表单等项目管理文件。

包括与甲方的阶段成果确认单，与施工设计的交接单等。 

“01 输入”——主要存放与甲方交流的往来文件。 

“02 方案设计文件”——主要存放方案创作成果文件，包括与施工图设计

的交接资料。 

二、“02 施工图”——工程部工作目录，是协同设计过程中的中心目录。主

要包含四个主目录：“00 管理文件”、“01 工作文件”、“02 出图文件”、“03

归档文件”、“04 阶段图文归档文件”。 

 

1、“00 管理文件”——主要存放与工程设计相关的流程表单等项目管理文

件。包括与甲方往来文件、各阶段的政府批文、设计阶段控制节点表单、图

纸审查意见、设计资料等文件。 

 

2、“01 工作文件”——各专业存放施工图设计文件的主目录，也是存放参

照文件（BASS）的主目录。本目录下的子目录不得随意更改位置及名称；在其

中按照命名规则建立好的 bass 文件也不得随意更改位置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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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 平面”、“2 立面”、“3 剖面”“4 详图”目录下存放的设计文件，

是从“X 参照目录”参照引入并组合成的无任何文字标注的完整“建筑”，供各

专业作为参照底图(只表现出各种图元、图线，不进行文字及尺寸标注，方便在

被引用后镜像、旋转等)。而“X 参照目录”才是存放初始元素的 BASS 目录。 

 

“X 参照”目录下的子目录分为六系，分别对应存放六个专业的 bass 文件。

“01XX”为建筑专业；“02XX”为结构专业；“03XX”为给排水专业；“04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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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暖通专业；“05XX”为电气专业；“06XX”为总图专业； 

3、“02 出图文件”——各专业存放施工图设计文件的主目录，本目录文件

与“01 工作文件”属于“参照与被参照关系”。“02 出图文件”参照引入“01

工作文件”，组合并进一步完善图框等内容，形成完整的图纸文件，进而从这里

完成图纸打印工作。 

 

4、“03 归档文件”——主要存放信息管理系统中与收费节点相关的文件。

如规划方案、报建图纸等文件。基本与相关政府审批流程对应。 

 

5、“04 阶段图文归档文件”——主要存放专业间互提资料、合同约定的收

费节点之外的阶段性设计成果，如甲方要求的招标图、施工准备图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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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03 施工配合”——存放施工配合阶段的各项文件。包括相关管理工

作文件、图纸交底文件、施工配合过程中的变更洽商文件、施工现场情况记录、

竣工验收工作文件。 

 

标准目录架构详见以下位置： 

\\backupserver\公司共享\0 质量中心\协同手册\标准目录 

四、媒体目录 

新增“媒体目录”，媒体目录要求的资料详见以下位置： 

\\backupserver\公司共享\0 质量中心\协同手册\标准目录\04 媒体目录 

 

项目主持人需协调设计团队填写以下表格： 

项目推广申报内容 

一、 基本信息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地上： 

地下： 

建筑高度  

设计时间  施工时间  

竣工时间    

建设方 建设单位  联系人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投资方 投资单位  联系人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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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 建筑方案设计单

位 

 规划方案及负责人  

建筑方案主创设

计师 

 产业研究及负责人  

工程负责人  景观设计及负责人  

施工图设计  BIM 设计及负责人  

合作方  绿色设计及负责人  

合作团队  室内设计及负责人  

华通设计团队 

（具体到人） 

 

投标情况 是否中标  投标排名  

中标方案负责人  中标时间  

其他说明 获奖情况  

其他情况说明  

标签 过程阶段 策划 规划 景观 建筑 室内 平面 施工  

功能业态  

技术 BIM 绿建       

注：“功能业态栏”可填写 产业园区、总部办公、文化教育、产城综合体、城市综合体、

轨道交通综合体、酒店与度假村、商业街、城市公寓、低密度住区、产业化住区、养老住

宅、医疗产业、轨道交通、总部办公、酒店及度假村、文化教育、历史古建等等能体现项

目业态特征的词汇。 

二、叙述性文字说明（不少于 500 字） 

1．项目基本概况（与上述表格中重复的部分可以略去）； 

2．项目重要性； 

 3．设计理念及特色（重点描述）； 

★理念与措施：每项列出 3-5 条小标题进行详细阐述 

 4．项目中如何运用公司“生态产城”及“大设计 好伙伴”理念； 

 5．设计过程中的难点以及如何突破，如何解决的； 

 6．是否运用 BIM 与绿色，请详细说明； 

 7．其他情况说明：请列出要点，并逐条详细说明； 

 8．如有技术性存档另附附件 

三、项目照片 

① 实景照片（ 7-10 张，300dpi 以上）； 

② 效果图（含手绘图，力求建筑单体表现完整、重点部位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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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分析图、总平面图、平立剖图、鸟瞰图、人视图。 

    ④  施工图（正负零、施工一半、封顶三个阶段各 2 张，图片需角度拍摄） 

2.2 标准目录架构权限 

一、 目录权限颜色对照表 

开

放 

建

筑 

结

构 水 暖 电 

总

图 

灰色不能改动架构或者只能往里面放文

件 

二、权限详述 

 

1、 彩色区为可以调整权限区域，除此之外的权限由 IT 部负责。 

2、 灰色区域的目录结构不可以变化。 

3、 所有开放区域（蓝绿色）的，从当前目录结构以后的目录都是公开的，可以

在相应目录的尾部增删改文件或者文件夹。 

如，管理文件、封面、管线综合文件夹等。 

4、 所有包含归档的文件夹，只可以向文件夹里面拖拽文件或者文件夹，即只接

受向里复制，不可以修改、删除文件或者文件夹。 

5、 权限设置流程，项目初始阶段项目经理向 IT 部提交相关人员，建结水暖电，

IT 部负责初始化的权限工作，而后相应的权限继续走 OA 工作流，权限开通

流程，开通时需要指定彩色区域，或者说明人员的专业背景。 

 

二、权限目录一览 

2015XXXXX

项目         

  01 方案       

    00 管理     

      01 通用表格   

      02 创作部表格   

      04 表单   

    01 输入     

      01 设计依据   

        01 政府批文 

        02 地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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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甲方提供 

      02 甲方来文   

      03 给甲方发文   

    02 工作文件     

          

      01 建筑   

        1 平面 

        2 立面 

        3 剖面 

        4 详图 

        临时文件 

      10 封面   

      10 图框   

      10 图纸目录   

      X 参照   

        01 板边线 

        01 分隔墙 

        01 户型详图 

        01 建筑文字 

        01 建筑轴网 

        01 交通核 

        01 其他 

        

01 卫生间详

图 

        02 结构墙 

        02 结构柱 

        

03 给排水参

照 

        04 暖通参照 

        05 电气参照 

        06 退线参照 

        06 总图参照 

      01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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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图纸   

        01 出图文件 

        02 绑定存档 

        临时文件 

      03 彩图   

      04 模型   

      05 汇报文件   

      06 考察资料   

    03 归档     

          

    04 输出     

      01 发文   

      02 成果   

  02 施工图       

    00 管理文件     

      01 甲方来文   

      02 给甲方发文   

      03 政府批文   

      04 流程表单   

      05 甲方交流   

      06 外审意见   

      07 法律法规   

    01 工作文件     

      1 平面   

      2 立面   

      3 剖面   

      4 详图   

      X 参照   

        01 板边线 

        01 分隔墙 

        01 户型详图 

        01 建筑文字 

        01 建筑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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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交通核 

        01 其他 

        

01 卫生间详

图 

        02 结构梁 

        02 结构墙 

        02 结构柱 

        

03 给排水参

照 

        04 暖通参照 

        05 电气参照 

        06 退线参照 

        06 总图参照 

      临时文件   

    02 出图文件     

      01 建筑   

      02 结构   

      03 水   

      04 暖   

      05 电   

      06 总图   

      07 管线综合   

      10 封面   

      10 图框   

      10 图纸目录   

      计算书   

    03 归档文件     

          

    04 阶段图文归档 

00 规划—报方案

复函   

      00 规划—交通   

      00 规划—绿化   

      00 规划—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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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初设-人防   

      01 初设-消防   

      02 施工图-报建   

      02 施工图-人防   

      02 施工图-完成   

  

03 施工配

合       

    00 管理文件     

      01 甲方来文   

      02 给甲方发文   

      03 盖章配合   

    01 图纸会审记录     

    02 设计变更     

      01 建筑   

      02 结构   

      03 水   

      04 暖   

      05 电   

    

03 施工进度与现场

照片     

    04 竣工验收     

  

04 媒体目

录       

备注： 

开

放 

建

筑 

结

构 水 暖 电 

总

图 

灰色不能改动架构或者只能往里面放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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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制图标准 

3.1 标准图层 

协同设计要求各专业间 CAD 文件衔接配合，为保证各专业文件在一个图纸

中准确表现，设计人员需要在设计开始时就严格按照各专业的图层设计要求来

展开工作。 

在参照了其他专业文件的工作文件或出图文件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随时

关掉或者打开想要的图层，保留需要的文件信息。 

我们为各专业提供了标准的图层及打印样式，大家在设计开始前在文件中

载入各自的图层文件，按照该图层文件进行设计。图层文件详见附表。 

存放位置：\\backupserver\公司共享\0 质量中心\协同手册\图层及打印样

式 

3.2 命名规则 

一、 专业代号： 

 建筑专业：   A 

 结构专业：   S 

 暖通专业：   H 

 给排水专业：  P 

 强电专业：   E1 

 弱电专业：   E2 

 总图专业：   G 

 室内设计：   I 

 景观设计：   L 

 规划设计：   U 

二、 工程项目文件： 

1. 图纸相关： 

1) 出图文件图纸编号（图签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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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专业中文（阶段）+子项编号+图纸类别+两位图纸编号 

举例： 建施-A-1-08 

图纸类别分类表： 

  建筑专业： 

图纸类别 图纸内容 

0 设计总说明、材料做法、总平面定位图、门窗表 

1 平面图、防火分区图 

2 立面 

3 剖面 

4 平面放大图（卫生间、客房等需放大的平面） 

5 垂直交通放大图（坡道、楼电梯等） 

6 立面放大图（排砖图、分格等） 

7 墙身、节点详图 

8 门窗详图、幕墙详图 

9 通用图 

X 参照文件 

  结构专业： 

图纸类别 图纸内容 

0 设计总说明 

1 基础配筋系列图纸 

2 墙柱配筋系列图纸 

3 核心筒配筋系列图纸 

4 梁配筋系列图纸 

5 板配筋系列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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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结构、预应力系列图纸 

7 楼梯、坡道等详图系列图纸 

8 其他系列图纸 

 

  暖通专业： 

图纸类别 图纸内容 

0 设计说明、图例、设备明细表 

1 系统图、流程图 

2 平面图 

3 大样图、节点图（含通用图） 

4 外线图 

 

  给排水专业： 

图纸类别 图纸内容 

0 设计说明、图例、设备明细表 

1 系统图、流程图 

2 平面图 

3 大样图、节点图（含通用图） 

4 外线图 

 

  强电专业： 

图纸类别 图纸内容 

0 强电图例、说明 

1 系统图 

2 电力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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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明平面图 

4 防雷接地平面 

5 风盘平面图 

6 详图（包含机房大样图、户型大样图） 

 

  弱电专业： 

图纸类别 图纸内容 

0 弱电图例、说明 

1 火灾自动报警及其他弱电系统图 

2 火灾自动报警平面图 

3 弱电平面图 （含大样图，可能有） 

4 总图 

 

2) 人防编号： 

规则： 专业（中文）+防+两位编号 

举例： 建防-XX 

3) 补图编号： 

规则： 按图纸类别在图纸编号后顺延，并调整版号增加“补”字 

举例： 02 补 

 

2. 图纸电子文件（服务器文件）： 

1) 工程自建目录（文件）编号： 

规则： 八位日期–事项 

举例： 2013-05-06–首次汇报 

2) 设计文件名编号： 

规则： 专业代号+子项代号+图纸类别+两位图纸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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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A–1-08~10-首层平面.dwg 

注：为了区分建筑总平面图与总图总平面，总图总平面图类别代码设置

为 G 

3) 打印图纸文件名编号： 

规则： 专业代号+（子项代号）+图纸类别+两位图纸编号 

举例： A–1-08-首层平面图 A 段平面.dwg 

备注：当无大图拆分时，打印文件与设计文件可同名。 

3. 工程文档： 

1) 工程传真： 

规则： 工程编号– F+三位编号–八位日期 

举例： 通 15-XX–F001–20130506  

2) 工程设计事项发文： 

规则： 工程编号–专业代号–D+编号–八位日期 

举例： 通 15-XX–A-D001–20130506  

  

3) 工程总结编号： 

规则： 工程编号–ZJ  

举例： 通 15-XX–ZJ 

3.3 打印样式 

根据各专业制定的标准图层制定了适合于各专业 CAD 打印样式表件（基于

图层颜色），具体文件样式详见附表。样式文件地址： 

\\backupserver\公司共享\0 质量中心\协同手册\附表 

3.4 标准图框 

标准图框分为两个部分---图签及图框 

使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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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图纸---引用标准图框 

标准图框---引用图签 

 

图签基本信息：会签栏；项目名称；项目编号；设计阶段；委托方；设计方；

索引；签名栏；专业；子项；图名；比例；图纸编号；版本号；出图日期。 

以上黑体字的内容由项目主持人负责维护，其余部分由各专业负责人负责维

护。 

公司标准图框及图签文件地址： 

\\backupserver\公司共享\0 质量中心\公司标准图框 

 

设计图纸 

图框 

图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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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业间引用参照规定 

各专业协同维护“工作文件夹“中的“X 参照” 

 

01 系列---建筑专业提供参照文件 

02 系列---结构专业提供参照文件 

03 系列---给排水专业提供参照文件 

04 系列---暖通专业提供参照文件 

05 系列---电气专业提供参照文件 

06 系列---建筑和总图专业提供参照文件 

说明： 

1.要事先确定参照文件的基点和插入点（坐标位置等），该基点不能移动，

以免参照该基点的文件受到影响。建议使用（0,0,0）。 

2.为减小文件容量，建议单一文件单一图纸。 

3.各专业提供的参照文件要按真实比例制图。 



 

22 

第五章.  样例 

结合公司已有的实际案例，设计师可参照执行。 

样例存放地址： 

\\backupserver\公司共享\0 质量中心\协同手册\样例-教师公寓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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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常见问题 

一、基本操作 

参照类型： 

1. 附加型，显示被引用文件中嵌套的参照文件。 

2. 覆盖型，不显示被引用文件中嵌套的参照文件。 

参照路径： 

1. 无路径：CAD 会根据设置，自动搜索相关源文件。 

2. 相对路径：CAD 会根据参照文件与源文件的相对路径引用，不能移至它

处。 

3. 完整路径：映射盘盘符不一样时，参照文件丢失。 

备注：引进被参照文件时，应确保当前图层为可打印图层。推荐 0 层。 

拆离与卸载： 

1. 卸载：相当于图层管理器中的冻结，“解冻”用“重载”。 

2. 拆离：删除当前图形不需要的外部参照文件。 

备注：拆离后最好用 ZDJC+PU 命令清理，避免再次引用相同文件名的源文

件时，出现旧文件。 

绑定： 

1. 普通绑定----保留原文件图层信息。 

2. 插入式绑定----相同图层将合并(推荐) 。 

备注：绘图文件，由于操作不可逆，请慎重绑定。归档时另存出去建立一个

新文件再绑定。 

二、参照文件无法绑定。 

原因及解决方法可能包括以下几种： 

1、 bass 文件隐含 bug。 

解决方法——对 bass 文件及参照文件执行 cad 核查或修复命令。 

 



 

24 

 

2、 bass 文件感染病毒。 

解决方法——关闭 cad 程序，运行 cad 病毒专杀工具。 

3、 bass 文件命名过于冗长复杂或命名中带有特殊字符（如*、&、%、

等）也可能导致绑定失败。 

解决方法——命名尽量简洁，最好只包含字母及数字 

4、 bass 文件内含过多无用元素导致文件过大，不但会使参照文件启

动、执行变慢，同时可能引起文件 bug，导致参照引入或绑定失败。 

解决方法——检查并清理 bass 文件，定期给 bass 文件“瘦身”（详见

DGNPURGE 命令插件的相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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