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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施工建模设计软件 BIMMAKE 说明书 

 

BIMMAKE 专注施工 BIM 精细化应用，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图形技术、全新打造的聚焦于施

工阶段的 BIM 建模软件。 

 

 

 

广联达上海大厦 

 

产品主要功能如下： 

土建建模：全新的土建施工项目建模模块。 

砌体排布：新增的全新的砌体排布功能。 

安全防护：可以快捷绘制洞口防护、临边防护、移动式防护栏杆、电梯井口防护、防护棚加

工棚等安全防护构件。 

施工设施：专有的施工设施构件分类使模型创建更加便捷。 

 

数据转换：支持导入 Revit、GTJ、GCL、CAD 文件，可以导出 IGMS 格式到 BIM5D，可以导出

CAD 图纸、3ds 等格式 

通用编辑与精细编辑：利用模型快速编辑手段，将设计模型快速转化为施工模型，消除设计

模型与施工模型之间的鸿沟，使模型符合施工阶段的应用要求 

三维可视化展示：平面、立面、剖面、三维、透视等多种视图，搭配灵活的模型可见性控制

能力，可方便快捷的对模型进行检查、编辑、出图。 

二维出图：基于视图可直接导出二维图（dwg,dxf），将三维模型真实表达在二维图纸中，方

便二维交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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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境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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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界面 

1.启动界面 

可以选择创建项目或者族。 

【常用链接】:可以查看软件更新说明、功能介绍和快速入门文档，同样可以点击一键加群

加入官方 QQ 群，也可以进入官网查看更多信息。 

【教学视频】：点击可以查看教学视频。 

 

2.打开文档后界面 

界面主要包括①构件工具栏、②ribbon 界面区、③视图管理器、④属性面板和⑤显示过滤、

拾取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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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位  

1.标高  

使用“ 标高 ”工具，可定义垂直高度或建筑内的楼层标高。要添加 标高 ，必须处于剖面视图

或立面视图中。 

 

2.楼层管理 

管理楼层，可以向上向下增加单个或多个楼层，也支持删除楼层。 

 

 

3.轴网 

使用“ 轴网 ”工具，可以在建筑设计中放置轴线。 

绘制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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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点击【构件工具栏】＞定位，选择“轴网”进行绘制。 

 

选中轴号，在属性面板中可以修改轴号的名称，也可以通过勾选控制是否显示轴号。 

4.模型线 

模型线是基于工作平面的图元，存在于三维空间且在所有视图中都可见。 

 

5.参照平面 

可以使用“ 参照平面 ”工具来绘制参照平面，以用作设计准则。 参照平面在创建族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参照平面会显示在为模型所创建的每个平面视图中。 

三．主体结构 

可以绘制柱/墙/梁/楼板/楼梯/栏杆扶手/屋顶/门洞/窗洞/墙洞/板洞。 

1.柱 

 

几何造型：创建矩形柱、圆柱、L 形柱、T 形柱、Z 形柱、自定义截面柱； 

放置方式：垂直柱、斜柱。 

操作步骤： 

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柱”，点击插入点，完成放置。 

创建出来的柱子可以通过属性面板切换族类型、修改具体属性。 

2.墙 

可以创建标准墙、变截面墙。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墙”，点击起点和终点，完成绘制。绘

制方式支持直线、弧线、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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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后的墙可以通过属性面板切换族类型、修改具体属性。 

3.梁 

 

几何造型：创建矩形梁、T 型梁、自定义截面梁、变截面梁。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梁”，点击起点和终点，完成绘制。绘

制方式支持直线、弧线、矩形。 

创建后的梁可以通过属性面板切换族类型、修改具体属性。 

4.楼板 

 

可以绘制标准楼板、单一坡度楼板，也可以根据封闭区域自动识别生成楼板。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楼板”，进入编辑轮廓模式，绘制封闭

楼板轮廓线，点击“√”完成绘制。编辑模式绘制方式支持直线、弧线、矩形。 

创建后的楼板可以通过属性面板切换族类型、修改具体属性。 

5.楼梯 

 

业务分类：可以绘制装配式楼梯、整体浇筑楼梯。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楼梯”，点击插入点，完成放置。 

创建后的楼梯可以通过属性面板切换族类型、修改具体属性。 

6.栏杆扶手 

 

栏杆扶手可以直接绘制，绘制后支持在位编辑。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栏杆扶手”，点击插入点，完成放置。 

创建后的楼梯可以通过属性面板切换族类型、修改具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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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屋顶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屋顶”，进入编辑模式，绘制屋顶封闭

轮廓线，再绘制坡度箭头，修改坡度值，点击“√”完成绘制。编辑模式绘制方式支持直线、

矩形、圆形、弧形等如下形式。 

 

8.门洞 

可以在墙上绘制门洞。绘制后的门洞可以选中，进行相关编辑操作。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门洞”，在墙上选择插入点放置，即可

完成绘制。 

9.窗洞 

可以在墙上绘制窗洞。绘制后的窗洞可以选中，进行相关编辑操作。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窗洞”，在墙上选择插入点放置，即可

完成绘制。 

10.板洞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主体结构，选择“板洞”，点击楼板某一个面，进入编辑

模式，绘制板洞轮廓线，点击“√”完成绘制。编辑模式绘制方式支持直线、弧线、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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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础 

1.条形基础 

目前可以绘制矩形条基。 

操作步骤：点击【构件工具栏】＞基础，选择“条形基础”，选择绘制方式（直线、弧线或

矩形），在视口绘制即可。 

 

2.筏板基础 

绘制方式同楼板。 

3.独立基础 

可以绘制矩形独立基础。 

绘制方式同条形基础。 

4.桩基承台 

五．二次结构 

先通过“砌体设置”命令，设定“砌体排布全局参数”； 

单选砌体墙，点击“单墙排布”命令，根据砌体墙特征，如是否有门洞、窗洞，设置不同

的单面砌体墙排布参数。点击“更多参数”可以在此次排布中，覆盖“砌体排布全局参

数”；点击：确定，程序自动生成砌块、腰梁、窗框、窗台梁等二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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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选中墙后，“单墙排布”命令灰显无法使用，请修改墙属性的“结构类型”值为“砌

体墙”。  

六．安全防护 

支持创建洞口防护、临边防护、移动式防护栏杆、电梯井口防护、防护棚/加工棚等安全防

护构件。临边防护，包含楼层临边防护、屋面临边防护、基坑临边防护 3 类，可以绘制栏杆

的形式连续创建线性构件。 

 

七．施工设施 

支持绘制临建设施、临时用电、起重机械等施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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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定义构件 

支持拾取构件放置平面，同时可以显示构件放置平面。 

创建构件、放置构件：进入族编辑器，创建族 

九．精细编辑 

1. 墙/梁连接 

支持墙和墙、梁和梁的连接顺序的调整。 

2. 一键处理 

快速批量对模型进行预处理，包括模型扣减、打断、模型修复等功能。 

对检测模型出现的问题进行批量快速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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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导入导出 

导入：导入 GCL/导入 GFC/导入 CAD，清除图纸， 

导出：导出图像/导出 3DS/导出 CAD/导出 IGMS 文件。  

1.导入 

1.1.导入 GCL 

目前可以将 GCL 文件导入 BIMMAKE 中。 

操作步骤： 

点击 Ribbon 上的【导入导出】＞导入，选择“导入 GCL”，选择文件导入。 

1.2.导入 GFC  

目前导入 revit 文件可以将 revit 文件通过插件导出 GFC 格式文件，然后导入到软件中。 

GTJ 文件导出的 GFC 文件，也可以直接导入。 

1.3.导入 CAD 

可以将 CAD 图纸导入，支持 dwg 格式和 dxf 格式。 

1.4.清除图纸 

将模型中的图纸清除，只是清除图纸实例，保留图纸类型。 

2.导出 

2.1.导出图像 

 

2.2.导出 3DS 

目前可以将模型导出 3DS 模型。 

操作步骤： 

点击 Ribbon 上的【导入导出】＞导出，选择“导出 3DS”，选择路径，完成导出。 

2.3.导出 CAD 图纸 

可以选择导出 dxf 或者 dwg 文件。 

2.4.导出 IGMS 文件 

可以导出 IGMS，然后导入到 BIM5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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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视图视窗 

1.视图对象样式 

对分类对象的线宽、线型、可见性、颜色、透明度进行视图的调整，目前仅在当前视图有效。 

2.视图创建 

可创建平面视图、立面视图、三维视图、局部三维视图、透视视图、剖面视图、局部立面视

图。 

3.对象可见性 

隐藏：支持隐藏当前、隐藏其他、重置隐藏功能。 

4.窗口 

视窗：支持切换到三维视图、当前视窗缩放匹配、打开平铺视窗的功能。 

十二．管理工具 

1.项目信息 

填写相关的项目信息。 

2.设置 

对象样式： 

对分类对象的线宽、线型、可见性、颜色、透明度进行全局的调整。 

注：在视图选项卡中也有一个对象样式，主要用来控制某个视图中的对象显示样式。 

捕捉设置：设置可捕捉的选项。 

线型管理：预览目前可用的线型。 

系统设置：设置自动保存时间间隔和默认保存路径。 

清理：清理除默认族以外的、没有使用的族。 

3.测量 

可以测量长度、角度和测量长度动态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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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界面 

控制侧边栏“资源管理器”、“属性面板”的收起和展开。 

5.族管理 

让用户快速找到需要的族，分类明确，且提供搜索 

批量载入本地族，同时也支持上传下载。 

十三．注释 

支持绘制详图线，可以生成单行文字，对齐尺寸标注；支持批量标记：柱与轴线的定位关

系；柱，梁、板的截面尺寸和定位高度。 

 

构件定位图出图建议流程： 

1、 新建或复制用于出图的平面视图，梁板共用 1 个视图，墙柱共用 1 个视图 

2、 显示过滤，过滤规则设为：按所属楼层显示  

3、 点击构件标记命令，选择需要标注柱、梁、板 

十四．修改 

目前支持剪切板的剪切、复制和粘贴，支持移动/复制/旋转/修角/打断/扣减/偏移/对齐/阵列

/环阵/镜像/删除/延伸等通用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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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拾取过滤 

1.显示过滤 

提供两种过滤规则：按视图范围显示和按所属楼层显示。 

在选定的过滤规则下，通过勾选选择显示的对象。 

 

2.拾取过滤 

可以通过勾选选择可以拾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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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编辑器说明书 

目前，BIMMAKE 族环境可以实现以下三大功能，并已打通与 Revit 格式的互通。 

  



17 

广联达施工建模设计软件 BIMMAKE Beta3 

目录 

 

构件编辑器说明书 ......................................................................................................................... 16 

一、 产品界面 ................................................................................................................. 18 

1. 启动界面 ................................................................................................................. 18 

2. 打开文档后界面 ..................................................................................................... 18 

二、 族............................................................................................................................. 18 

1. 族模板 ..................................................................................................................... 18 

2. 族类型 ..................................................................................................................... 21 

3. 嵌套族 ..................................................................................................................... 21 

三、 形体 ......................................................................................................................... 21 

四、 约束与参数 ............................................................................................................. 22 

1. 约束 ......................................................................................................................... 22 

2. 参数 ......................................................................................................................... 23 

五、 格式转换 ................................................................................................................. 24 

1. Revit 格式互换........................................................................................................ 24 

2. DXF/DWG 格式互换................................................................................................ 24 

3. 3DS 格式转换 ......................................................................................................... 25 

六、 关联工作平面 ......................................................................................................... 25 

七、 编辑 ......................................................................................................................... 25 

八、 视图 ......................................................................................................................... 25 

九、 管理 ......................................................................................................................... 25 

十、 不得不说的坑 ......................................................................................................... 25 

附录................................................................................................................................................. 27 

快捷键..................................................................................................................................... 27 

名词解释................................................................................................................................. 28 

 

  



18 

广联达施工建模设计软件 BIMMAKE Beta3 

一、 产品界面 

1. 启动界面 

 

  

2. 打开文档后界面 

 

二、 族 

1. 族模板 

a) 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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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一个插入点即可放置的构件类型，如一个座椅，一台起重机。 

默认模板含有左右中心、前后中心、上下中心的参照平面，其共有交点就是点式族的插入点。 

案例见：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简单点式族 

 
b) 线式 

定义好构件的横截面，通过指定两点来放置构件，如墙、水管等。 

默认模板除含有三个默认参照平面外，还有一个参照面和【线式族长度】参数。需要通过创

建一个放样体，并把放样体的路径起点与终点对齐约束到线式族长度两侧的参照平面，该放

样体的轮廓即是线式族构件的横截面。 

案例见：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简单线式族 

 

c) 窗 

窗族是一个非独立的族，需要依附墙体而存在，因此与点式族不同。 

默认模板除含有三个默认参照平面外，还有 5 个参照平面及【墙的厚度】+【高度】+【宽度】

参数。需要在前立面创建窗形体边框，将窗的形体边对齐约束到相对应的参照平面。 

案例见：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简单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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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门 

门与窗族类似，创建方式也相似。 

案例见：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简单门族 

 

e) 墙 

墙族是由线式族演变而来，创建方式同线式族。 

案例见：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简单墙族 

 

f) 梁 

梁族是由线式族演变而来，创建方式同线式族。 

案例见：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简单梁族 

 

g) 柱 

柱族是由点式族演变而来，创建方式同点式族。 

不同的是，柱族模板中除了默认的三个参照平面外，还有 5 个参照平面及【截面宽度】+【截

面高度】+【柱的高度】三个参数，需要把柱的形体边对齐约束到对应的参照平面。 

案例见：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简单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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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族类型 

在同一个族文件下，可以创建多种类型，以柱为例，每种类型对应不同的尺寸值： 

 

3. 嵌套族 

在一个新文件中载入族文件，这个新文件里的族被称为嵌套族，可以用嵌套族来创建族实例。 

嵌套族的族参数可以联动，双击族实例，在弹出的弹窗中将族参数进行关联。 

案例见：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简单嵌套族 

 

三、 形体 

形体示意：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  

五种基本形体 快速形体 

拉伸体 长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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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封闭轮廓向其法向进行拉伸形成的形体。 

旋转体 

一个封闭轮廓以一个中心轴旋转形成的形体。 

圆柱体 

放样体 

一个轮廓沿着与之垂直的路径放样形成的形

体。 

管体 

融合体 

两个平行的封闭轮廓形成的形体。 

圆环体 

放样融合体 

一条路径与和路径两端垂直的两个轮廓形成的

形体。 

圆锥体 

 球体 

 多边形体 

四、 约束与参数 

1. 约束 

a) 约束种类 

约束示意：BIMMAKE 案例库>入门级案例介绍 

 

 

 

几何约束 尺寸约束 

垂直：让两个线、面对象互相垂直 距离：让点/线/面之间有一个固定距离 

平行：让两个线、面对象互相平行 角度：让两条线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角度 

相切：让一个线/面与一个圆相切 半径：让圆有一个固定的半径 

对称：让两个点相对某线/面对称 直径：让圆有一个固定的直径 

对齐：让点、线、面等对齐。  

固定：让一个点、线、面、形体固定在现有位置  

注：对齐约束能够使对齐状态一直保持，而修改面板中的对齐则不能 

 

b) 约束的添加、删除、隐藏 

 

约束操作 步骤 

添加约束 启动约束命令——选择参照对象——选择被约束对象——完

成。 

删除约束 
添加约束后，选择被约束的任意一方，约束符号可临时显示出

来，点选其中任意约束，可高亮被约束的双方，点击 Delete 即

可删除约束。 

显示与隐藏约束 点击参数化>显示约束/隐藏约束来全局控制草图上的约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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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注：添加约束时是否勾选对齐到草图的区别：不勾选：与对象刚体约束，对象不会发生形变。

勾选：与对象的某个面约束，对象可被拉伸。 

2. 参数 

参数是一个构件重要的信息集合。 

a) 类型参数与实例参数 

参数从控制的范围区分，可以分为实例参数和类型参数。 

实例参数只属于某单个族实例，即同一个类型创建的多个实例，每个实例的实例参数都可以

不一样。 

类型参数属于某个类型，即同一个类型创建的多个实例，它们都公用一个类型参数值。 

b) 参数的格式 

长度：单位 mm,点击参数化>标注参数可以在距离、半径、直径约束上添加长度参数 

角度：单位°，点击参数化>标注参数可以在角度约束上添加角度参数 

数值：数值，用于表达该构件对应的数值，如单价 

整数：整数，只能输入整数，或表达式结果取整 

是否：勾选框，用于表达产品信息，如是否停产 

文字：文字，用于表达产品其他相关信息，如产品公司名称 

c) 参数的表达式 

目前仅长度、角度、数值、整数可以添加表达式，目前支持的表达式函数见下表。 

可用的函数表达式 

函数 函数功能 函数说明 

+-*/ 四则运算 支持带括号的嵌套运算 

% 取余运算  

>、>=、=、<=、<、

不等于<> 
条件表达式 支持表达式嵌套 

cos( ) 余弦函数 角度值为°，degree 

sin( ) 正弦函数 角度值为°，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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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 正切函数 角度值为°，degree 

asin( ) 反正弦函数  

acos( ) 反余弦函数  

atan( ) 反正切函数  

sqrt( ) 开平方函数  

pow( ， ) 幂函数 pow(x,y)表示 x 的 y 次幂，x、y 都可以是 double 

if（内容为 True，

then，else） 

条件语句，参照 Excel

中的 if 函数 
 

TimeHour 取当前时间：小时 取值范围:0~23 

TimeMinute 取当前时间：分 取值范围:0~59 

TimeSecond 取当前时间：秒 取值范围:0~59 

注：族模板自带的参数不可更改。 

五、 格式转换 

1. Revit 格式互换 

 

 

步骤 BIMMAKE→REVIT REVIT→BIMMAKE 

1 打开 Revit，根据要导入的族模板，新

建对应的族模板文件 

打开 Revit，找到“BIMMAKE”选项卡，

点击导出 BIMMAKE，导出一个“2gac”格

式的文件 

2 Revit 中找到“BIMMAKE”选项卡,点击

导入 BIMMAKE 

打开 BIMMAKE，新建一个对应的族模

板，点击导入 Revit 

3 选择需要导入的 BIMMAKE 族文件即可 选择该“2gac”文件即可 

例 要导入点式族，Revit 需新建公制常规

模型 

要导入门族，BIMMAKE 需新建门模板文

件 

注：BIMMAKE 中更高级的功能，如垂直约束、时钟等无法导入 Revit。目前材质导入 Revit 还

存在问题。 

2. DXF/DWG 格式互换 

导出 DXF/DWG：可以导出某个视图中的模型的二维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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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导入导出>导出 DXF/DWG——选择要导出的视图——点击下一步，选择路径——完成 

3. 3DS 格式转换 

目前可以将 BIMMAKE 族文件导出 3DS 模型。 

BIMMAKE 中点击导出>导出 3DS——选择路径——完成 

六、 关联工作平面 

关联工作平面是形体/实例创建时与工作平面形成的天然的关联关系，该关联关系限制了形

体/实例在该工作平面法向的变化。 

可以通过选择被关联的形体/实例上的小白锁，来取消关联平面，或点击修改>关联到面/工

作平面，来改变形体/实例的空间位置和关系。 

注：在添加约束时，有时会出现过约束，可能是因为形体/实例关联了工作平面的原因。 

七、 编辑 

目前支持移动、旋转、镜像、对齐、复制、偏移、阵列、环阵、删除、修角、延伸、扣减、

剪切板复制和粘贴、布尔并、布尔交、布尔减等通用编辑操作。 

注：除偏移、延伸外，其他命令目前只支持先选择对象后发命令，扣减命令目前仅对族实例

起作用。 

八、 视图 

材质：可以给构件设置材质，目前材质仅在当前视图有效。 

视窗：支持当前视窗缩放匹配、所有打开视窗平铺的功能。 

隐藏：支持隐藏当前、隐藏其他、重置隐藏功能。 

九、 管理 

对象样式：对分类对象的线宽、线型、可见性、颜色、透明度进行全局的调整。 

注：在视图选项卡中也有一个对象样式，主要用来控制某个视图中的对象显示样式。 

捕捉设置：设置可捕捉的选项。 

线型管理：预览目前可用的线型。 

十、 不得不说的坑 

调试警告：某个操作未定义时，开发会在该处进行标记，界面出现如下图左侧的提示。遇到

该情况，请点击确定或忽略所有或在 QQ 群中反馈。 

崩溃：当然也有一些会崩溃的 bug，我们没有检测到，如果遇到下图右侧情况，请填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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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情况，将问题反馈给我们。 

 

文件升级：若遇到新版本无法打开老版本文件的情况，请反馈到 QQ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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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快捷键 

功能 命令 快捷键 

基准 参照平面 RP 

捕捉 切换捕捉对象 Tab 键 

参数化 

对齐约束 CA 

距离约束 DI 

显示约束 CS 

隐藏约束 CH 

标注参数 DP 

视图设置 

隐藏所选 HI 

平铺窗口 WT 

三维视图旋转 Ctrl+鼠标中键 

撤销/重做 
撤销 Ctrl+Z 

重做 Ctrl+Y 

通用编辑 

移动 MV 

复制 CO 

旋转 RO 

镜像 MI 

对齐 AL 

偏移 OF 

阵列 AR 

修角 TR 

删除 Delete 

剪切板复制 Ctrl+C 

剪切板粘贴 Ctrl+V 

草图线 

直线 LI 

矩形 RT 

圆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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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 参照平面：存在在文件三维空间中的一个面，它没有边界和长度，主要用于三维中的定位。 

2、 参照线：存在在文件某一个平面上的线段，有长度有边界，主要用于二维平面上的定位。 

3、 草图线：绘制形体时，定义轮廓或路径的线段。 

4、 工作平面：决定了当前操作所在的二维平面位置。 

 

5、 族：一组形状相似，但尺寸等略有不同的构件的集合。 

6、 族类别：构件在实际使用中被赋予的定义，如柱、梁、墙、门、窗等。族类别不同，族文件

模板也不同。 

7、 族类型：同一个类别下，因尺寸、材质等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如普通窗族下可以有

1m*1m 窗类型，也可以有 2m*2m 窗类型，他们属于一个族类别，形体相似，但类型不同。 

8、 族实例：创建好的族，被载入一个新文件环境，以该族的某个类型创建的单个个体即族实例。 

 

9、 约束：定义几何关系的方式。例如两条相交的直线，为了使他们垂直，并在今后的变换中始

终保持垂直，则需要在这两条线上添加垂直约束。 

10、 参数：定义构件可以参变的字段。例如一个参变的立方体，其就包含长、宽、高三个参数。 

11、 关联工作平面：形体/实例创建时与工作平面形成的天然的关联关系，该关系限制了形体/实

例在该工作平面法向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