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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字工程认证”？

数字工程认证是指对数字工程提供者的

产品、服务质量和能力的第三方合格评定活

动。认证体系面向数字工程各个领域，包括城

市数据服务、数字城市档案、数据安全、BIM

技术、工程物联网、绿色节能、健康环境、智

能家居、空间导航等，创建高起点、全方位、

多层次的中国数字工程认证统一体系和机制。

通过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等手段，以达到客

观评价数字工程服务交付水平，提升工程各相

关方协作效率，提高工程质量的目的。数字工

程认证服务对象广泛，既包括工程的建设方、

设计建造方、使用方，也包括监管部门等。

徐州市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项目

工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服务荣誉白金级

上海中心大厦工程项目

工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服务荣誉白金级

中信大厦（中国尊）项目

工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服务荣誉白金级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

工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服务荣誉白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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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程认证的作用

        有助于推动行业的信息化建设

1.对行业的作用

数字工程认证有助于增加数据资产创建和交付过程中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提高数据资产的安全性，提高

建筑业信息化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从而推动建筑行业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设，助力数字中国战略在建设领域高

质量发展。通过数字工程认证，推进数字工程技术与建筑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应用，促进我国建设领域的技术

进步和产业升级。

        有助于保障工程数字资产的质量和安全性

随着数字工程技术深入推广，越来越多的工程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各阶段交付       

成果的数字化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数字资产的质量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信息安全显得尤为重要。数字

工程认证将对数字资产质量和安全的各类因素进行规范化评估。

        有助于提升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在使用数字工程服务的全生命周期中，将有多个参与方使用同一数据源协同工作，并发生多次数据交

换。因此，操作规范性与数据规范性对各参与方使用数字工程技术的服务水平影响巨大，数字工程认证有助

于提高操作与数据的规范性，提高数字工程各使用方的服务水平。

2. 对企业的作用

        帮助刚开始数字化转型的建筑业相关企业：

制定合适的战略规划和发展路线

建立合适的数字化管理体系

搭建适宜的软硬件环境

减少试错成本

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降低成本，提质增效

助力企业快速成长

        帮助已有数字技术积累和实践经验的建筑业相关企业：

提升数字化技术实力和管理成熟度

抵御数字化管理中存在的风险

持续改进和优化

降低成本，提质增效

增强市场竞争力

        帮助数字技术实力领先的建筑业相关企业：

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数字化管理及服务能力

降低成本，提质增效

增强海外市场竞争力

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树立行业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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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程认证产品介绍

数字工程认证
产品体系

数字工程软件信息环境评价

企业数字工程管理体系认证

数字工程硬件信息环境评价

数字工程项目服务认证

企业BIM中心星级服务认证

数字工程软件信息环境评价

简介

在数字化技术应用中，没有适用的功能软件，不但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让流程更加繁琐，降低产品和服

务的品质。当前很多软件公司都在开发BIM工具，市场产品琳琅满目，企业很难判断哪些软件可以满足BIM应

用的需求，试错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很高。并且对于企业目前使用的软件，也不能准确判断其是否满足需求。此

外，很多设计公司、施工企业、地产公司等都在开发自己的BIM工具，对于其是否满足要求，也需要有一个科

学的准绳进行评价。

依据《信息技术环境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规范：计算机软件》DNQI 003-2020，对软件的功能和

特性进行检测和认证，包括各种建模软件、平台型软件、管理型软件等。帮助建筑业相关企业识别合格软件、

评价已使用软件，同时也是软件开发企业的产品质量证明。

申请对象

数字工程软件信息环境评价适用于所有开发/使用数字技术软件的建筑业相关企业，包括但不限于：

 建设单位

 各类型施工企业

软件开发/服务类企业

咨询企业

 设计类企业

认证带来的好处

保证软件的功能可以满足应用需求

保证软件的兼容性，保证不同数据间的交互

保证软件的处理能力

帮助企业选择合格的软件

帮助企业评价自己开发的软件

帮助软件公司证明自己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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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程硬件信息环境评价

简介

企业需要合适的硬件来支撑数字化工作，包括BIM模型的创建、数字化的管理以及其他需求。不合格的硬

件会让工作效率变低，甚至导致任务失败。不同的硬件产品在性能和价格上差别很大，企业能够选择合格的硬

件并与工作内容相匹配非常重要。

依据《信息技术环境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规范：计算机硬件》DNQI 002-2020，对硬件的功能和

特性进行检测和认证，包括各种组件、组合硬件以及外部设备等。帮助建筑业相关企业选择质量良好的硬件，

同时也帮助硬件生产企业把控和证明自身的产品可以满足BIM应用的需求。

申请对象

数字工程硬件信息环境评价适用于所有生产/应用数字技术硬件的建筑业相关企业，包括但不限于：

 建设单位

 各类型施工企业

硬件开发/服务类企业

咨询企业

 设计类企业

认证带来的好处

保障硬件具备必要的功能和性能

降低数据存储和传输风险

提高生产效率

帮助建筑业相关企业选择合格的产品

帮助硬件厂家把控产品质量，推广自己的产品

数字工程项目服务认证

简介 

随着我国BIM技术的不断推广和普及，应用BIM技术的项目不断增多，但是BIM技术在项目中的使用效果

却良莠不齐。很多项目使用了BIM技术，但没有见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或者数字化

交付结果不能被后续使用。

依据《工程项目信息模型（BIM）认证：工程项目》DNQI 001-2020及《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

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使用建筑信息模型的信息管理  第2部分：资产交付阶段》ISO19650-2，对项

目的数字化工作质量进行评价，对企业组织提供的数字技术服务进行分级认证，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银级、金

级、白金级，保证项目的数字化服务水平，切实降低项目成本、提高效率，发挥数字化的真正作用。

4

专业化、增值化、数字化、国际化

建筑业全产业链高技术服务平台

www.jccchina.org



申请对象

数字工程项目服务认证适用于所有应用了BIM技术进行项目实施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

各类型施工企业

设计类企业

咨询企业

认证带来的好处

规范数字交付资产架构

建立合理适当的信息数据规范，应用于不同阶

段，提高应用价值

提高数字交付资产的规范性

规范项目进行中数字技术应用协同机制，提高协

作效率

建立规范数字资产质量的机制

申请对象

企业BIM中心星级服务认证适用于所有应用BIM技术、提供BIM相关服务的企业BIM中心，包括但不限于：

建设单位的BIM中心

各类型施工企业的BIM中心

设计类企业的BIM中心

认证带来的好处

建立规范的服务流程，保证BIM中心的运营效率

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促进与其他部门的有效合作

建立规范的文档管理，保障协同和交付

保障BIM中心具有足够的技术能力

促进BIM中心人才建设

建立先进的技术更新机制，促进技术的不断

革新，为企业创造价值

提高BIM中心的市场竞争力

企业BIM中心星级服务认证

简介

伴随企业数字化发展的需要，不论是设计院还是施工企业，建立BIM中心的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企业的

BIM中心在运营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包括战略层面、经营层面、技术层面、人员层面等。

企业BIM中心的服务能力涉及方面广泛，依据《企业BIM中心星级评价标准》DNQI 004-2020，对BIM

中心的组织管理、软件信息环境、硬件信息环境、人员能力建设、尽职能力、科技与创新等方面进行分级评

价，可以让BIM中心建设有章可循，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BIM中心评价结果分为三星级、四星级、五

星级三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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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对象

适用于所有应用数字工程技术的相关企业，包括但不限于：

建设单位

各类型施工企业

设计类企业

认证带来的好处

建立结构完善的数字工程管理体系，使组织的运行产生更大的效益及更高的效率

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使数字技术应用更好地支撑企业的发展

建立更规范和完善的流程，保障服务和产品满足需求，减少投诉和返工

有效整合协同各部门，提高数字技术使用和企业运行效率

向国际标杆靠齐，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的投资回报

增强顾客对企业和企业产品/服务的信任

能够在采信ISO 19650认证的市场中畅通无阻

软件开发/服务类企业

咨询企业

简介

建筑工程项目具有技术含量高、施工周期长、风险高、涉及单位众多等特点，因此，对其全生命周期各阶

段进行科学有效地管理尤为重要。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是为了实现对建筑工程项目更好的管理。基于BIM的数

字化管理是对企业传统管理模式的重构，因此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引入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之后，没

有适合的管理体系与其配套，则不能发挥出数字化的价值，甚至两者产生掣肘，反而降低效率、增加成本。

为此，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陆续发布了ISO 19650系列标准，旨在提出产业链当中，基于BIM技术的

信息沟通、合约确定、履约执行等方面的管理体系和基本方法。该标准得到各国建筑行业组织的普遍认可并积

极推广。ISO 19650系列标准可用于面向组织体系和服务过程的认证，促进使用BIM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信息

化规范发展和质量提升。目前依据ISO 19650的有关认证活动已在全球展开，中建协认证中心是国内第一家开

展该项认证业务的机构，并发出了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张ISO 19650认证证书。

依据《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使用建筑信息模型的信息管理 

第1部分：概念和原则》ISO19650-1及《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

使用建筑信息模型的信息管理 第2部分：资产交付阶段》IS019650-2，帮助企业识别管理过程中的风险点和优化

项，改进管理体系建设，系统性地提升企业协同效率、服务能力、交付质量。

企业数字工程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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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程认证流程

申请方提出数字工程

认证申请

申请方提交文件资料

文件评审

签订合同

现场审核

结果分析

编制报告

颁发证书

申请方根据需求提出申请数字工程认证类型意向，数字工程的认证包括数字

环境评价、项目认证及体系认证。

申请方需提交的资料有营业执照等资质证书及法律证明文件、组织机构图、

组织职能分配表、认证申请书、合同书以及申请类型所对应的其他资料。

专家对申请方提交的资料进行评审，对申请方进行初步审核，为下一步进行

现场审核提供参考依据。

审核组依据相关标准，进行现场认证，行业专家依据审核过程中申请方需要

提升和改进的关键点和申请方高层进行沟通交流，并建议解决方案供申请方

参考。

双方签订认证合同，建立认证合作关系。

依据在申请方搜集的客观证据进行打分，确认认证等级。

整合审核证据指出改进空间，最终形成审核报告。

经中心技术委员会评定，一致通过后，向申请方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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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程认证证书

数字工程软件信息环境评价

依据《信息技术环境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规
范：计算机软件》DNQI 003-2020，进行软件评价，

并颁发软件评价证书。

数字工程硬件信息环境评价

依据《信息技术环境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规
范：计算机硬件》DNQI 002-2020，进行硬件评价，

并颁发硬件评价证书。

对企业来说，数字工程认证不仅仅是得到认证证书，更是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过程，是企业数字技术应

用与管理的一个改进。

企业通过审核，将会获得由中建协认证中心颁发的认证证书，证书编号可在国家认监委网站查询。

企业BIM中心星级服务认证

依据《企业BIM中心星级评价标准》
DNQI 004-2020，进行企业BIM中心服务认证，并颁

发服务认证证书。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服 务  

认 证 证 书  
                      注册号： 000000C0000 

兹     证     明 

北京 XXXXXXX 有限公司 BIM 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x) 

注册地址：xxxxxxxxxxxxxx；邮编：100000 
审查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邮编：10000 

BIM中心符合《企业 BIM中心星级评价标准》DNQI 004-2020的要求，评价等级为： 

     

本证书覆盖范围：施工过程中的建筑信息模型（BIM）服务 

发证日期：2019 年 09 月 02 日 
有 效 期：2019 年 09 月 02 日至 2022 年 09 月 01 日 
在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有效期内，接受例行年度审核并经评定合格的情况下

本证书方可保持有效。本证书有效性信息可扫描下方二维码、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jccchina.com，或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 www.cnca.gov.cn 查询。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东园 122 号博泰国际大厦 A 座 20 层)  

                                        董事长         

企业数字工程管理体系认证

依据《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
息模型（BIM）——使用建筑信息模型的信息管理  第1部
分：概念和原则》ISO19650-1及《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
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使用建
筑信息模型的信息管理  第2部分：资产交付阶段》
IS019650-2，进行数字工程管理体系认证，并颁发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使用建筑信息建模的信息管理  

体系认 证 证 书  
                     注册号： xxxxxxxxxxx 

兹     证     明 

xxxxxxxxxxxxxx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xxxxx) 
地址：xxxxxxxxxxxxxxxx；   邮编：xxxxxx 

在资产交付阶段使用建筑信息建模的信息管理体系符合《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

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使用建筑信息建模的信息管理 第 1部分：概念和原则》

ISO19650-1及《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使用

建筑信息建模的信息管理 第 2部分：资产交付阶段》IS019650-2标准要求 
特发此证，并予注册。 

本证书覆盖范围：在资产交付阶段使用建筑信息建模的信息管理 

发证日期：2019 年 09月 02日 
有 效 期：2019 年 09月 02日至 2022 年 09月 01日 
在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有效期内，接受例行年度审核并经评定合格的情
况下本证书方可保持有效。本证书有效性信息可扫描下方二维码、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jccchina.com，或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nca.gov.cn 查询。 
注：认证过程中关于资产管理的一般信息考虑了 ISO 55001:2014《资产管理 管理体系 要求》的要求。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东园 122 号博泰国际大厦 A 座 20 层)  

                                      董事长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SYSTEM CERTIFICATION 

Registration No. xxxxxxxxxxx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xxxxxxxxxxxxxxx 
 (Unified Social Credit Code: xxxxxxxxxxxxxxxxxxx) 

Address: xxxxxxxxxxxxxxxx;  Zip code: xxxxxx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 delivery phase of the assets has been 
found to conform to the standard：ISO19650-1:2018 Orga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includ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BIM)-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Part 1: Concepts and principles；ISO19650-2:2018 

Orga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includ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BIM)-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Part 2: Delivery 

Phase of the assets 

The scope of this certificate covers：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 delivery 
phase of the assets. 

Issue   Date: 2019-09-02 
Validity Date: 2019-09-02 ~ 2022-09-01    
In the valid period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certificate of qualification,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etc.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rough the routine annual review and qualified, the certificate can remain valid. This certificate validity information can be 
inquired by scanning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below, landing our company website www.jccchina.com or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bsite www.cnca.gov.cn. 

 
 

                       Zhong Jian Xie Certification Centre Beijing Co., Ltd. (JCC) 
                   Address: 20th Floor Botai International Tower A, 122 Nanhudongyua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airman of JCC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应 用 软 件  

评 价 证 书  
证书编号：xxxxxxxxxxx 

兹     证     明 

xxxxxxxxxxxxxx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xxxxx） 
地址：xxxxxxxxxxxxxxxx     邮编：xxxxxx 

基于 BIM技术的应用软件符合《信息技术环境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规范：计算机软件》

DNQI 003-2020的要求，通过评价。 

本证书覆盖范围：基于 BIM技术的应用软件（详见附件） 

发证日期：2019 年 09月 02 日 
有 效 期：2019 年 09月 02 日至 2022 年 09月 01 日 
在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有效期内，经例行年度评价合格的情况下本证书方可

保持有效。本证书有效性信息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jccchina.com 查询。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东园 122 号博泰国际大厦 A 座 20 层)  

                                      董事长         

 

 

 

 

 
 

 

 

 
CERTIFICAT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APPLICATION 
SOFTWARE EVALUATION 

Certificate No. xxxxxxxxxxx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of 
xxxxxxxxxxxxxxx 

(Unified Social Credit Code: xxxxxxxxxxx) 
Address: xxxxxxxxxxxxxxxxxxxxx  Zip code: xxxxxxx 

Application Software based on the BIM has been found to conform to the software standard 
CBIMCA-0008-201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environment BIM certification: demonstration computer 

software(V2.0).  
The scope of this certificate covers: Application Software based on the BIM (see the appendix for detail). 

Issue Date: 2019-09-02 
Validity Date: 2019-09-02 ~ 2022-09-01 
In the valid period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certificate of qualification,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etc.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rough the routine annual review and qualified, the certificate can remain valid. This certificate validity information can be 
inquired by scanning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below or landing our company website www.jccchina.com. 
 
 
 
 

                       Zhong Jian Xie Certification Centre Beijing Co., Ltd. (JCC) 
                   Address: 20th Floor Botai International Tower A, 122 Nanhudongyua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airman of JCC 

 

 

 

数字工程项目服务认证

依据《工程项目信息模型（BIM）认证：工程项目》
DNQI 001-2020及《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
字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的信息管理 第2部分：资产交付阶段》
ISO19650-2，进行服务认证，并颁发服务认证证书。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服 务  

认 证 证 书  
                      证书编号： xxxxxxxxxxx 

兹     证     明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项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xxxxx) 

注册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邮编：xxxxxx 
生产经营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邮编：xxxxxx 

BIM技术服务符合《工程项目信息模型（BIM）认证：工程项目》DNQI 001-2020及《建筑
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BIM）——使用建筑信息建模的信息管理 
第 2部分：资产交付阶段》ISO19650-2的要求，评价等级为： 

荣誉白金级 
本证书覆盖范围：施工过程中的建筑信息模型（BIM）服务 

发证日期：2019年 09月 02 日 

有 效 期：2019年 09月 02 日至 2022 年 09月 01 日 
在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有效期内，接受例行年度审核并经评定合格的情况下

本证书方可保持有效。本证书有效性信息可扫描下方二维码、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jccchina.com，或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 www.cnca.gov.cn 查询。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东园 122 号博泰国际大厦 A 座 20 层)  

                                        董事长         

 

 

 

 

 

 

 

 

 

 

 

 
CERTIFICAT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SERVICE CERTIFICATION 

Registration No. xxxxxxxxxxx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service system of 

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 

(Unified Social Credit Code: xxxxxxxxxxxxxxxxxxx) 
Registration Address: xxxxxxxxxxxxxxxx  ;  Zip code: xxxxxx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ddress: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Zip code: xxxxxx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Service has been found to conform to the service standard 
ISO19650-2:2018 Orga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includ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BIM)-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Part 2: Delivery Phase of the assets and DNQI 001-2020 Engineering Project BIM certification: 

Engineering project . The rating is: 

Honorary platinum class 
The scope of this certificate covers: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Serv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CI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Research Building 

Issue Date: 2019-09-02 
Validity Date: 2019-09-02~ 2022-09-01 
In the valid period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certificate of qualification,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etc.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rough the routine annual review and qualified, the certificate can remain valid. This certificate validity information can be 
inquired by scanning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below, landing our company website www.jccchina.com or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bsite www.cnca.gov.cn. 
 

                       Zhong Jian Xie Certification Centre Beijing Co., Ltd. (JCC) 
                   Address: 20th Floor Botai International Tower A, 122 Nanhudongyua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airman of JCC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应 用 硬 件  

评 价 证 书  
证书编号：xxxxxxxxxxx 

兹     证     明 

xxxxxxxxxxxxxx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xxxxx） 
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     邮编：xxxxxx 

基于 BIM技术的应用硬件符合《信息技术环境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规范：计算机硬件》

DNQI 002-2020的要求，通过评价。 

本证书覆盖范围：基于 BIM技术的应用硬件（详见附件） 

发证日期：2019 年 09月 02 日 
有 效 期：2019 年 09月 02 日至 2022年 09月 01 日 
在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有效期内，经例行年度评价合格的情况下本证书方可

保持有效。本证书有效性信息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jccchina.com 查询。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东园 122 号博泰国际大厦 A 座 20 层)  

                                      董事长         

 

 

 

 

 
 

 

 

 
CERTIFICAT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APPLICATION 
HARDWARE EVALUATION 

Certificate No. xxxxxxxxxxx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of 
xxxxxxxxxxxxxxx 

(Unified Social Credit Code: xxxxxxxxxxxxxxxxxxx) 
Address: xxxxxxxxxxxxxxxx  Zip code: xxxxxx 

Application Hardware based on the BIM has been found to conform to the hardware standa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environment BIM certification:computer hardware.  

The scope of this certificate covers: Application Hardware based on the BIM (see the appendix for detail). 

Issue Date: 2019-09-02 
Validity Date: 2019-09-02 ~ 2022-09-01 
In the valid period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certificate of qualification,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etc.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rough the routine annual review and qualified, the certificate can remain valid. This certificate validity information can be 
inquired by scanning the two-dimensional code below or landing our company website www.jccchina.com. 
 

 
 

                       Zhong Jian Xie Certification Centre Beijing Co., Ltd. (JCC) 
                   Address: 20th Floor Botai International Tower A, 122 Nanhudongyua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airman of J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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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程认证

公开文件

9

数字化认证检测介绍

数字建筑实验室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

技助力经济2020“重点专项课题支持下成

立，是一家致力于建筑数字化、低碳检测认证

技术开发与服务的机构。

www.jccchina.org

数字化 低碳化 

绿色化 智能化

数字建筑实验室介绍

 适用群体：建筑业主、建筑施工方、建筑设计方、设计审查单位、建筑运维方。

提供的服务：依据BIM交付标准，对BIM模型进行检测。

检测内容：命名规范性检测、分类与编码检测、坐标检测、属性信息完整性检测、工程量清单检查

建筑信息模型数据检测



适用群体：建筑业主、建筑设计方、建材生产单位、认证机构

提供的服务：基于BIM模型，结合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算法，对建筑室内的环境性能指标进行模拟、预测和分析。

检测内容：颗粒物、挥发物、光照、微气候、能耗及碳排放

www.jccchina.org

专业化、增值化、数字化、国际化

建筑业全产业链高技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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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程硬件信息环境评价

 适用群体：

提供的服务：

(1)建筑环境性能检测、碳排放数字化监测与计量、碳排放信息披露

(2)基于监测成果的节能诊断和改造方案设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绿色产品认证、WELL认证

建筑环境性能与碳排放监测

建筑材料检测数据

建筑环境性能数据库

设计数据 外部环境数据

房间环境监测数据 标准库 模型库

建筑业主

建筑运维方

温室气体
核查机构

认证机构



案例介绍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是隶属于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北京市属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企业资信等级AAA级，为北京守信企业、质量管理

AAA级认证单位。

2019年8月，中建协认证中心为三建公司进行了国内大陆地区首例基于ISO 19650标准的BIM管理体系认证，以及赛

迪科研楼项目的服务认证和信息环境软硬件评价。

审核组通过现场检测、文件审查、数字建模审查、软硬件模拟测试、用户测评、以及全程走访等方式，对三

建公司进行了全面的考核，审核通过后颁发了相应的等级证书。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召开的数字工程认证服务贸易大会上，三建公司的部门领导表示：通过数

字工程认证，强化了BIM技术在工程项目中的深度应用，显著提升了客户及相关方企业的满意度，针对性地改

进了现有问题和提升了整体服务水平，为未来赢得更多业务量和产生更大效益提供了保障。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图 | 2019年9月27日由中建协认证中心、三建公司主办的服务认证体验周活动

图 | 末次审核会合影 图 | 赛迪科研楼项目现场审核

www.jccchina.org

数字工程认证

公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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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东北院）系国家大型综合建筑勘察设计单位，始建于1952年，

是中央政府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而组建的六大地区建筑设计院之一,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8月份，中建协认证中心为中建东北院进行了基于ISO 19650的数字工程认证。中建东北院成为国内首家

获得数字工程管理体系认证、数字工程项目服务认证、数字工程硬件信息环境评价和数字工程软件信息环境评价的设

计单位。

认证审核结束后，中建东北院领导表示，数字工程认证审核工作，是对东北院BIM技术的实践与应用取得阶段性

结果的肯定和证明。公司将继续保持对数字工程设计与应用的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注

入活力。

中建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图 | 审核现场

图 | 部分审核专家合影

www.jccchina.org

专业化、增值化、数字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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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公安局第三代指挥中心是为顺应时代发展率先建设的全国第三代指挥中心项目，该项目以现存问题为导

向，适度超前，建设技术先进、功能完备、全面感知、反应灵敏、指挥高效、处置专业的智慧型现代公安指挥中心。

项目由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建设、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EPC联合体

共同承建。

数字工程项目服务认证审核过程中，鉴于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建设完善的项目管理，各参建方的良好

协作，中建东北院在BIM正向设计和施工阶段BIM应用都具有良好表现。最终给予了数字工程项目服务认证白金级

（数字工程项目服务认证由低到高级别依次为银级、金级、白金级）评价。

中建东北院白金级项目服务认证之深圳市公安局第三代指挥中心

图 | 项目审核首次会

图 | 现场项目审核 图 | 文件审核现场

www.jc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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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冶）始建于1954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五矿和中国中冶旗下的核心

骨干子企业，拥有中国第一批房屋建筑、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以及国内多项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最高资。

2020年9月份，中建协认证中心为上海宝治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数字工程BIM中心星级认证。

通过现场检测、文件审查、模型审查、软硬件信息环境测试、用户评测、全程走访等形式，对上海宝冶BIM中心

进行了全面的考核。鉴于上海宝冶BIM中心在各方面指标上的优异成绩，给予上海宝治BIM中心五星级评价，成为国

内首家获得五星级BIM中心评价的建筑企业。

上海宝冶领导表示数字工程认证审查是对上海宝治数字化应用的全面体检，不仅通过审查发现了数字化技术服务

的不足，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与上海宝治“跨越式发展年”的发展主线相融合，深入贯彻落实

企业“六个要效益”、“八个抓手”的要求，充分利用数字手段支撑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企业在“五五”期间的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图 | BIM中心成果介绍

图 | BIM中心审核首次会

www.jc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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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球度假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是亚洲的第三座，全球的第五座环球影城主题乐园。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

七大主题景区、37处骑乘娱乐设施及地标景点、24场娱乐演出、80家餐饮及30家零售门店，总面积超4平方千米，上

海宝冶承建的变形金刚片区位于乐园的西北侧，由11个单体和AD景观组成，用地面积72043.792平方米。

上海宝治利用BIM技术反应施工细部节点并深化设计出图，指导现场施工。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开展数字化预拼

装代替现场实际拼装，提前找出安装偏差，减少安装返工。对场地、机房等复杂区域进行了精细化建模，辅助项目部

进行大面积场地的机电管线、游艺设备与建筑结构等施工，从而保证现场管线安装精度。

上海宝治在项目的管理、技术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优异的成绩，最终给予白金级认证评价。

上海宝冶白金级项目服务认证之北京环球影城主体公园

图 | 项目审核审核首次会

www.jc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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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的推动者、行业技术的引领者

图 | 项目介绍现场

图 | 项目审核审核首次会

图 | 审核项目现场合影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为中国首条雪车雪橇赛道，是世界上唯一拥有360度回旋弯的赛道，建成需经两个国际单项组

织进行认证。

赛道最高点高程1019.00米，最低点高程892.00米，赛道垂直落差127米。上海宝冶利用全参数化建模技术精准

模型。通过赛道扭曲内曲面模型提取三维控制点，指导赛道找平管测量定位，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形成赛道点云模型，

与深化模型对比分析，检验赛道曲面平整度，辅助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等。

上海宝冶在项目中的管理、技术应用等方面成绩优秀，最终给予白金级认证评价。

上海宝冶白金级项目服务认证之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www.jc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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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的推动者、行业技术的引领者

图 | 末次审核会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教育工程管理中心）是深圳市建筑工务署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

主要负责保障性住房及高等院校、职业技校、中小学校、幼儿保育等教育类房建项目，以及社会投资房建项目的建设

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

2020年10月份，中建协认证中心审核组对教育工程管理中心进行了数字工程管理体系审核，通过现场检测、文

件审查、数字建模审查、软硬件模拟测试、用户测评、以及全程走访等方式，进行了全面的考核。教育工程管理中心

BIM管理体系较为规范完善，审核组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给与了通过审核的决定。同时，审核组还对由教育工程管理中

心建设的中山大学·深圳项目进行了项目服务认证审查，最终给出了教育工程管理中心、中建八局、上海宝冶、上海建

工、上海城建信息五家单位白金级认证和浙江江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银级认证的决定。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

www.jccchina.org

图 | 中山大学鸟瞰图

数字工程认证

公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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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的推动者、行业技术的引领者

图 | 审核现场   

图 | BIM项目认证启动会

图 | 数字工程管理体系认证首次会

图 | 现场审核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是世界双500强企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下辖11个施工

类公司，1个非施工类公司，9个区域指挥部，是一家集工程设计、施工、科研、开发、投资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建筑

集团。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北京局北京公司）为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子

公司之一。

2021年5月，中建协认证中心为中铁北京局北京公司进行了企业基于1SO 19650标准的BIM管理体系认证和数字

工程BIM中心星级认证。

审核组通过现场检测、文件审查、数字建模审查、软硬件模拟测试、用户测评、以及全程走访等方式，对中铁北

京局北京公司进行了全面的考核，通过后颁发了相应的等级证书；并对中铁北京局北京公司BIM管理组织架构及数字

信息管理体系进行审查。鉴于中铁北京局北京公司BIM管理体系的规范性、完善性、先进性和BIM中心在各方面指标

上的优异性，给予中铁北京局北京公司BIM管理体系审核通过的决定。同时，给予中铁北京局北京公司BIM中心为五

星级BIM中心的评价。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www.jc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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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的推动者、行业技术的引领者

图 | 数字工程项目认证首次会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由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一带一路”重点工

程。建成后将与现国家会议中心一期连成一体，形成总规模将近130万平方米的超大会展综合体。

在建设过程中，北京建工发挥奋斗精神，充分运用BIM技术，优化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进度模拟，实现虚拟模型

与现实场景的对接。

北京建工在项目中的管理、技术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优异的成绩，最终给予白金级认证评价。

北京建工国会二期

www.jc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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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程认证成果列表（部分）

1 上海中心大厦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项目认证

软件评价

软件评价

软件评价

软件评价

硬件评价

硬件评价

软硬件评价

基于ISO 19650的体系认证

重庆港江津港区珞璜作业区

丁肇中科技馆

北京市中国尊大厦项目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扩建工程项目

厦门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BIM技术应用

澜沧江黄登水电站

贵州省都勻至安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重庆西站站房及相关工程

中交国际中心

上海丁香路778号商业综合体项目

金科钱塘博翠—杭州江干区牛田单元R21-04地块项目

徐州市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项目 

赛迪科技园科研楼建设项目

深圳市医疗器械检测和生物医药安全评价中心项目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CBIM整体解决方案

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Autodesk Revit 2018

河北深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数字招商平台

北京云建信科技有限公司  4DBIM云平台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中央处理器，包括英特尔酷睿 i9-7960X、
英特尔酷睿 i7-8700K、英特尔酷睿 i7-8700、英特尔酷睿 i7-7700K、
英特尔酷睿 i7-7700、英特尔至强 W2125；随机存取存储器，包括傲
腾技术（Optane）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惠普 Z240 Tower台式工作站、惠普 Z4 G4台式工作站、
惠普 ZBook15 G4移动工作站、惠普 Z Turbo Drive固态硬盘

23

24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名    称

数 字 工 程 认 证 （ 评 价 ） 成 果 列 表

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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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珞璜港务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客站建设指挥部

重庆筑智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山川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德晟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邦迪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中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序号 序号企 业 名 单 企 业 名 单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天府成都实业有限公司

盈嘉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科(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河北深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云建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21

数字工程服务客户名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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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SMART 建筑信息模型项目经理证书

课程证书样式

附件：

课程对象培训目标类别 培训内容

BuildingSMART
专业人员培训

为了支持BIM在行
业 内 的 应 用 ，
buildingSMART专
业人员培训分为两
大类：知识型培训
和应用型培训。

BIM从业人员包括模型生产
工程师、专业分析工程师、
造价管理工程师、专业应用
工程师（技术、商务、生
产）、运维工程师、应用标
准制定工程师、项目经理、
战略总监等

1. 了解什么是BIM；
2.认识BIM相对于传统项目交付
的优势；
3.了解基于ISO19650系列的项目
信息管理；
4.认识开放和互操作性解决方案
的需求；
5. 识别一个组织使用建筑信息模
型的能力；
6. 中国BIM发展情况、面临问题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BIM项目经理
培训

培养数字化发展战
略、配备必要的数
字化资源以及培养
数字化专业的管理
与技术人才。

1. BIM基础模块；
2. Open BIM标准及BIM发展解读；
3. BIM发展概要及BIM标准全景图；
4. ISO 19650国际标准解读；
5.BIM项目管理规划、流程及相
关文件编制；
6. BIM项目管理最佳实践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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