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002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01

目录
第一章

CONTENTS

数字孪生城市的理解

1.1 城市孪生是通向智慧城市的“罗马大道”

04

1.2 数字孪生镜像平面是“虚实”镜像的介质

04

1.3 数字孪生城市是知识跨界融合的智慧结晶

05

1.4 数字孪生城市是多维技术融合的综合应用

05

第二章

数字孪生城市参考框架

2.1 数字孪生城市工程方法

08

2.2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框架

09

2.3 数字孪生城市数据框架

10

2.4 数字孪生城市平台能力

11

2.5 数字孪生城市分级模型

12

第三章

华为数字孪生城市典型实践

3.1 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全景实验室

13

3.2 打造数字孪生第一城

15

第四章

数字孪生城市未来展望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02

引言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城市建设和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
发展质量明显改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搭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目前城市的信息化发展还处于局部或单域场景的智能监测阶段，在城市发展成理想形态前，政府、市
民、企业三大主体还存在诸多尚未实现的需求，城市要素的数字化未全域覆盖，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缺乏融合创新，各系统间有机融合的体系架构还在不断演进，城市运行和治
理的水平有量的提升，但少有质的改变。这些问题根因可以归纳为城市不断扩张的规模与有限的资源
分配间的矛盾，而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突破，以全局视野实现精准映射、感知交互、智能监测、模
拟仿真等能力正是此矛盾的破题关键。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理念应运而生，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孪生城市是现代化城市治理方式的创新性变革。物理城市中所有的人、地、物、事、情、组织等要
素，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在数字世界建设虚拟映像，实现“物理 - 数字”虚实融合交互，在物理世界不可
能完成的工作，在数字世界则充满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关于数字孪生城市如何建设，业界还未形成充分共识，华为从项目实践中总结形成《数字孪生城市白
皮书》（以下简称 “白皮书”），内容涉及数字孪生城市的内涵与外延、建设方法论、关键技术应用、体
系框架等理论内容，同时结合项目实践提供典型案例的分享，最后对数字孪生城市的未来发展进行了
适度展望。
“白皮书”意在“抛砖引玉”，贡献我们的一些思考与实践，一方面期望为数字孪生城市的建
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一方面期待携手更多专家和伙伴，共同探索数字孪生城市的未来！

胡芳
华为公司中国区智慧城市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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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
数字孪生城市

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
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

2020 年 7 月大数据战略重点实

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

验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研

全生命周期过程。数字孪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

究基地收集审定的第一批 108 条大数

概念，可以被视为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彼此依

据新词，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赖的装备系统的数字映射系统。

员会批准，准予向社会发布试用。

-- 百度百科

-- 百度百科

我们理解的数字孪生城市
运用数字技术在物理城市与数字城
市之间建立相互映射的关联关系，通过对

第一章
数字孪生城市的理解

物理实体、规则、边界、系统属性的数字化映射，
支持数字城市到物理城市的动态监测与模拟仿
真，实现城市从规划、建设、
管理到服务的全过程、
全要素、全方位、全周期的数字化、在线化和智
能化，依此指导优化城市面貌，重塑城市现
代化治理模式，促进城市的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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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城市孪生是通向智慧城市的“罗马大道”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科技愿景。在城市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从数字

宏观视角分析城市系统运行规律的能力。数字孪生城市—物理城市与

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数字孪生是通往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技术路径。

数字城市虚实融合，以数据驱动业务、业务融合智能，智能服务场景，场

数字城市发展阶段以城市数据为核心，核心任务实现城市要素和业务

景交互系统，系统虚实管控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呼之欲出。

数字化。经过近十年的数字城市建设，城市运行数据大量汇聚积淀，城

城市全域数字孪生化和全域智能化不可一蹴而就，城市的智能演进

市画像日益清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资

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数字孪生更加侧重系统科学的认知，关注城市

源加速有序融合，基于海量多维数据分析的智能应用不断涌现，以“智

局部系统与城市整体系统的科学发展。智能化更加侧重与城市场景

能”场景为核心的智能城市已悄然而至。

结合，关注场景化应用与人的获得感。两者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共

城市智能应用随着技术创新以及业务融合，已逐渐走入人们日常的生

生互补，相互促进，让城市向更高级的智能转变，从而引领城市高质

产生活，但对城市治理如此复杂的问题改进还未有质的提升。城市系统

量发展，提升政务效率，提振经济运行，创新城市治理，优化公共服

的复杂特性，迫切需求技术应用实现新突破，支持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

务，促进生态文明，实现城市智慧化的持续发展，建设成为一条通向

间以全局视野实现精准映射、感知交互、智能监测、模拟仿真，具备高纬

智慧城市的罗马大道。

1.2

数字孪生镜像平面是“虚实”镜像的介质

镜子前面是你，镜子后面是一个“数字镜像”的你！

联接网络是智能终端的通信基础，不同的物联网场景和设备使用不同

在数字孪生世界中也存在一个虚实镜像的介质，我们将它定义为“数
字孪生镜像平面”（简称孪生平面），平面一侧是物理世界的属性，平
面另一侧是镜像的数字表达。孪生平面自下而上包括：智能设备、联
接网络和数字孪生平台，分别归属于传统 IT 架构划分的感知层、传
输层和平台层。

的网络接入技术和连接方式，包括有线和无线方式。有线方式主要应
用在室内和大带宽有线连接业务场景。无线连接分为短距无线和长
距无线，短距无线技术包括蓝牙、Zigbee、WiFi 等技术，主要应用在室
内和短距离连接场景，一般是多个无线终端通过网关进行汇聚后连
接到物联网平台。长距无线包括无线专网、运营商蜂窝网络等不同方
式，主要应用在野外和长距离连接场景。多样性的网络接入技术，支

随着 5G、AI 芯片的普及和技术推广，感知终端由原有的“哑终端”逐

持更加丰富的智能终端，面向场景化应用灵活选择合理的接入方式。

步向智能终端演进，更加可通、可管、可控。感知终端以标准的传输

日益复杂的数据处理与多样性的网络接入，需要强大的数字孪生平

协议将状态数据传送到应用层，支持实现物理城市的感知、互联、监

台化能力作为支撑。数字孪生平台需具备端到端的 IT 服务能力，从功

测与预测。目前，物联感知终端在城市的诸多领域已发挥巨大作用，

能角度划分，包括：物联网平台化能力、网络虚拟化管控能力、大数据

主要包括：计量终端（水务、燃气、热力、电力等），环境监测传感器

平台能力、视频汇聚分析能力、融合通信能力、地理信息服务能力、

（大气、水、噪声、辐射、土壤、生态等）。未来，具备多样复合能力的

孪生模型设计与管理能力、人工智能服务能力等。数字孪生平台是孪

智能终端，将走进城市，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如城市巡检机器人、智

生平面的核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间“虚实”连

能停车机器人、智能市政终端、智能监控终端等。

接的数量以及交互质量。

图 1 数字孪生镜像平面

数字空间/世界（赛博空间）

数字系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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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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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体外部业务逻辑
平台+网络+智能设备

映射

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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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体
物理内部
（物、人、组织、环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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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统

映射

数字孪生镜像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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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

实体外部环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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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字孪生城市是知识跨界融合的智慧结晶

数字孪生城市概念的提出是几十年来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将几

CPS 与数字孪生本质来讲都是为了描述信息空间与物理世界融合

个维度的相关概念放在一起发现，它是一个螺旋式融合演进的过程。

的状态，但两个概念的历史渊源和工程意义并不完全相同。CPS 主

在工业领域 CPS（Cyber-Physical Systems）作为德国工业 4.0 的关
键技术，经历一段时期应用后遇到发展瓶颈，后与数字孪生相互融
合，推动了智能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

要是产生于嵌入式系统在工业领域的深度应用，偏向一些科学原
理的验证，而非工程应用的优化，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真正采用
CPS 概念去指导工程实践的情况，主要限于一些航天军工领域，这
些领域的工程系统复杂性，用传统的工程系统难以描述清楚。为了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技术是 Autodesk 公司在 2002 年

寻找一种能够降低复杂工程系统建设费用的方法，数字孪生的价

率先提出，核心是通过建立虚拟的建筑工程三维模型，利用数字化技

值得以显现。数字孪生以数据、模型为基础，采用 AI 和大数据等新

术，为这个模型提供完整的、与实际情况一致的建筑工程信息库。随

技术能力，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仿真分析、产品定义、制造装配工

着城市信息技术需求的进阶，CIM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一个新

艺、测量检验等模型构建等环节，成为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

概念应运而生，目标实现跨部门，跨学科的信息融合，将信息化技术应

现代化先进制造业中的核心概念。

用到城市生产生活中，继承并融合了 BIM 发展理念。

BIM 贯穿从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行直至终结的建筑全生命周期，

数字孪生城市的理念提出，是继承、融合工业领域的数字孪生、建筑

将各种信息始终整合于一个三维模型信息数据库中。借助 BIM 这

信息领域的 BIM 和城市信息领域的 CIM，同时融入现代城市学科而

个高度集成的三维模型，极大地提高了建筑工程的信息化程度，为

催生的城市科技发展新理念。

建筑工程项目涉及的各方人员提供一个工程信息交换和共享的平
台。然而，BIM 在提供精确的地理位置、建筑物周边环境整体展示
和空间地理信息分析上存在不足，而三维 GIS（地理信息系统）正好
可以对这些不足进行补充，完成建筑物的地理位置定位及周边环境

图 2 数字孪生螺旋式融合演进

空间分析，完善大场景的展示，使得信息更完整及全面。通过和 GIS
技术进行融合，BIM 的应用范围从单一建筑物拓展到建筑群以及道

融合

路、隧道、铁路、港口、水电等工程领域。

数字孪
生城市

BIM 整合的是城市建筑物的整体信息，而 GIS 则整合及管理建筑物
的外部环境信息，它们的融合创建了一个包含城市大量信息的虚拟
城市模型，因而，引出了 CIM 的概念。

CIM

CIM 是以城市信息数据为基础，建立起三维城市空间模型和城市

融合
融合
Digtal
Twin

信息的有机综合体。从狭义数据类型上讲，CIM 是由大场景的 GIS
+BIM+IOT 数据构成，属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数据。基于 BIM 和
GIS 技术的融合，CIM 将数据颗粒度精确到城市建筑物内部的单个模
块，将静态的传统数字城市增强为可感知的、实时动态的、虚实交互
的智慧城市，为城市综合管理和精细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BIM

2018 年，《雄安规划纲要》在雄安新区的城市智慧化管理领域上提

CPS

基因继承
具象演进

出：
“坚持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适度超前布局
智能基础设施，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城市”、
“建立健全大数据资
产管理体系，打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全球领先的数字城市”等建
设内容，数字孪生城市的概念开始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

1.4 数字孪生城市是多维技术融合的综合应用
数字孪生城市不是一项技术，是多维技术融合的综合应用。
数字孪生城市的落地应用离不开 New ICT 技术的支持，包括 5G 广连接特性支撑下的物联网虚实互联与集成，基于新型测绘的三维建模技术，基于
大数据、云计算、模拟仿真、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的虚实映射与可视化监测；基于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城市变化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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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孪生城市技术图谱
云端智能，提供更多更快更智慧的算法，
带动创新应用

AI

仿真 - 对物理世界的模拟表达
AR/VR - 可视化表达方式

仿真

大数据 - 虚拟世界的数据集合
区块链 - 定义虚拟世界生产关系

监测

数据挖掘 - 发现隐藏信息

点云

深度
学习

机器
翻译

机器翻译 - 计算机语义转换
自然语言处理 - 人类语义转换

建模

3D
GIS

数字孪
生城市

卫星
通信

深度学习 - 发现规律

卫星通信 - 通过卫星获取信息
BIM

空间
语义

预
测

IOT

连接

RFID

LBS
自然语
言处理

LBS - 获取目标实时位置信息

街景

倾斜摄
影测量

高精度
定位

RFID - 非接触数据通信
高精度定位 - 米级以下定位技术

PLM

云计算 - 获取虚拟世界资源

IOT - 实时的泛在连接

AR/VR

标识 - 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的对应标识

联接
监
测

大数据

3DGIS - 三维GIS平台
云计算

BIM - 提供城市建筑信息模型
街景 - 提供城市街道空间表达

标识

点云 - 新型三维测绘方式

远程控制 - 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

区块链

的交互控制

倾斜摄影测量 - 新型三维测绘方式
空间语义 - 获取空间信息的表达信息

预测

远程
控制

5G

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网络环境，带动
物联网、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生态

建模

全域联接是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有关数据显示，2025 年全球连接数量将会超过 1000 亿。一方面，随着 5G、WiFi-6、IOT、RFID 等技术的日益普及，体验和业务驱动
联接与计算无处不在；另一方面，随着卫星定位及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以高精度定位和卫星通信的时空联接将在经济社会各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标识的全域联接打通了云、AI、边缘计算、物联网、高精度定位、高清视频等新技术，使行业数据采集、传
送、存储、计算、分析及反馈实现了闭环，实现“端、边、网、云”贯通的自治化分布式体系，成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维模型是数字孪生城市可视的主要载体。
随着国家自然资源部对“实景三维中国”、
“三维立体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的全面推进，测绘地理信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倾斜摄影、无人机、BIM 等技术，可实时、准确地获取城市局部的正射、倾斜或 Lidar 点云数据以及单体建筑
工程三维数据，然后依托实景三维重建技术、激光点云三维构建技术和多源数据融合等技术，通过自动化处理流程手段，获
得三维点云、三维模型、真正射影像 (TDOM)、数字表面模型 (DSM) 和建筑信息模型等测绘成果的模型。在数字孪生时代，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传统的地图产品制作转型为面向城市治理、社会经济、专业建设和大众民生应用的服务行业，数字孪生
城市更加需要新型测绘的强力支撑，在时空大数据管理、地理监测、高精度实体化测绘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新型测绘
构建的城市三维模型是数字孪生城市运行的主要载体。

实时监测是数字孪生城市运行的基本诉求。
数字孪生城市的本质是城市级信息模型赋能体系，通过建立基于立体感知的数据闭环赋能新体系，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视频感知、数字化仿真、AR/VR、区块链等关键技术，以积木式组装拼接，生成城市全域数字虚拟映像空间，实现对物理世界
的实时监测。为了让数字孪生城市能够动态、及时地虚拟出真实世界的运行，就要内置强大的计算能力，边缘计算和云计算能为
数字孪生城市与现实城市平行发展提供算力支撑，保证两者如影随形，相互作用。运用模拟仿真技术，可进行自然现象的仿真、
物理力学规律的仿真、人群活动的仿真、自然灾害的仿真等，为城市规划、管理、应急救援等制定科学决策，促进城市资源公平
和快速调配，支撑建立更加高效智能的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AR/VR 不仅是下一代的显示技术，更是数字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数
据采集以及互动的接口，AR/VR 发展的浪潮冲破了许多原有的藩篱，教育、军事、医疗、文旅、地产等细分领域都已开始引入 3D
虚拟场景或应用内容的全新交互体验方式。城市运行态势的多维度、多层次精准监测，是建设数字孪生城市的基本诉求。

智能预测是数字孪生城市发展的高阶智慧。
数字孪生城市对人工智能领域数据挖掘、深度学习、自我优化技术的应用，可使城市从以往单域智能、被动响应逐步转变
为全域协同治理、智能响应、趋势预判的模式，构建起高效智慧的城市运行规则。深度学习核心应用技术包括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生物特征识别、知识图谱等，从已有城市数据中挖掘出新的数据并结构化当前数据，并将数据与数据
联系起来以形成决策的基础模型，经过不断的试错，推动系统不断自优化，实现数字孪生城市内生迭代发展，最终为城市
提供智能预测，呈现数字孪生城市发展的高阶智慧。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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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孪生城市参考框架
数字孪生城市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一把双刃剑”，如运用
好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利器，如过度消耗理念将为城市建设带来灾难，因此需
要建立体系化的方法作为导引，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优化，指导运用。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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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字孪生城市工程方法

理论上物理世界万事万物皆可数字

图 4 数字孪生城市“DOS”工程方法

孪生，包括人、车、物、环境、城市部
件等，但在一个城市里要把所有物理

基于理论的模拟仿真与价值创新
S（scenarios innovate）场景试错

实体数字孪生化，成本极高，难度极
大，同时为维护和管理带来极大挑

创新

数字孪生可以成为一个创新的试验沙盒，让很多由于物理条件限制、依赖于真实的物理实体
而无法验证的城市管理理论与无法执行的操作变成可能

战，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我们认为，
数字孪生需要以问题作为导向，以价

物理系统状态的动态模拟及优化
O（optimize）3优化

值作为驱动，
“按需孪生”。依此在实
践中思考，提炼总结一套指导数字孪

优化

优化系统结构关系；优化系统资源配置；优化系统外部干预条件

生建设的方法 -“DOS”工程方法：D
（discriminate）识 别 -7 个 关 键 要 素
识别，O（optimize）优化 -3 类优化，S
（scenarios innovate）场景试错。

物理实体内外部状态的持续跟踪
D（discriminate）7识别
识别

识别主题；识别对象；识别关系；识别边界；识别技术；识别数据；识别状态

D（discriminate）识别 -7 个关键要素识别
即识别主题、识别对象、识别关系、识别边界、识别技术、识别数据和识别状态

识别边界
面向待解决的问题，可抽象为一个物理系统，在物理模型
设计中首先设计系统内的核心物理主体与关键关系，非

识别主题
即确定数字孪生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场景）

核心主体可作为系统外部约束建立连接关系，依此定义

识别对象
在问题导向下，做场景化细分，在场景中分析涉及的物

数字孪生边界

理实体对象，将来作为数字孪生的对象主体

识别数据
在物理系统内，为获得解决问题所需的数据，主要涉及物
理主体状态数据与主体间关系数据
识别状态
在物理模型与数字模型间，数据涵义表征的物理状态是
否合理，数据表征的物理状态的业务价值

O（optimize）优化 -3 类优化
即优化系统结构关系、优化系统资源配置、优化系统外部干预条件

识别关系
在物理模型中建立物理主体对象之间的关系，将来作
为数字孪生对象与对象之间的数字规则
识别技术
为获取所需数据所采用的技术实现手段

S（scenarios innovate）场景试错

优化系统结构关系

任何创新都有试错过程，试错是一种创新模式。如何优化城

通过数据分析监测，获得物理主体间动态变化的特征，模拟

市路口交通红绿灯变化时间，得到最高的通行效率；如何识

判断通过外部干预调整物理主体间的关系，得到解决问题的

别一个高风险生产企业在发生事故时对城市造成的影响；如

可行方法

何预测城市新产业导入对本地企业的带动作用等诸如此类问
题，在物理世界中缺乏有效的监测和预测手段，数字孪生城市

优化系统资源配置

专题建设可以作为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创新试验沙盒，基于

通过数据分析监测，获得系统资源配置的动态变化特征，模拟

理论的模拟仿真与价值创新让很多由于物理条件限制、依赖

判断通过资源配置的调整，得到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

于真实的物理实体而无法验证的解决方案或城市管理理论经
过不断试错、优化而变成可能。

优化系统外部干预条件
通过外部干预条件的数据监测，获得物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的
作用关系，模拟调整外部干预条件使物理系统状态最优或得
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数字孪生城市的价值就是帮助城市找到了一条低成本甚至趋
于零成本的治理创新试错之路。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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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框架

图 5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框架体系

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

应用仿真层
模型参数调整、趋势状态模拟预览

数字空间

数字模型层
物理主体要素、关系、边界、约束文字

数字镜像层（平台、网络、智能终端）
要素与逻辑关系动态变量识别与数字化基础能力（识别、传输、处理、控制）

实体孪生

镜像平面

关系孪生

数字要素层
人、物、组织、环境要素数字化

模型孪生

数字规则层
人、物、组织、环境内外部要素间逻辑关系与流程数字化

物理空间

物理模型层
物理主体要素、关系、边界、约束

物理规则层
人、物、组织、环境内外部要素间逻辑关系与流程

物理要素层
人、物、组织、环境要素，物理主体要素识别

数字孪生城市的功能框架是物理系统设计

物理空间模型设计

与 IT 系统设计的融合。

数字孪生城市在物理系统设计中，依据“DOS”工程方法，分别设计物理
要素层，主要包括人、物、组织、环境等关键主体要素特征与定义；物理规
则层，主要包括系统中人、物、组织、环境内外部要素间逻辑关系与业务流
程；物理模型层：主要建立涵盖系统主体要素、主体间关系、系统边界及外
部约束的物理模型。

数字孪生镜像层（孪生平面）
主要包括智能终端、联接网络和数字化平台等 IT 能力的设计。用合理的技术
手段，获得物理系统的数据状态并进行分析，同时提供有效技术预测的能力。

数字空间模型设计
建立与物理模型映射的数字化表达，主要包括实体孪生、关系孪生和模型
孪生。值得关注的是，物理空间模型到数字空间模型的映射，不一定是可
视的，甚至可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据，重点是采用孪生思维，聚焦解决
的问题本质。

应用仿真层设计
通过数字模型实现对物理系统的模拟 / 预测，获得解决问题，优化城市的
最优方案。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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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孪生城市数据框架

依据“按需孪生”的核心理念，城市可根据不

城市宏观数据框架

同的需求建立基础数据框架体系以及数据更

城市宏观数据框架包括两部分，一是以卫星遥感数据为主的覆盖城市山

新频度。通常我们认为，数字孪生城市的基

水林田湖草等大颗粒度城市自然资源宏观数据框架；一是利用更先进的机

础数据框架由宏观、中观与微观三层不同颗

载、车载、船载、背包式等新型测绘设备，通过无人船、无人机航拍等新型

粒度数据框架组成。

测绘技术有效覆盖陆地、海洋、空间和地上地下，基于面向地理实体对象的

围绕数字孪生城市数据体系建设和管理全过

增量式数据更新，实现海量城市实体地理信息的快速更新和动态调整。

程，整合、集成和规范时空基础数据、工程建
设项目数据、公共专题数据和物联网感知数
据等数据资源，由按尺度分级的基础地理信

城市中观数据框架

息数据库向按地理实体分类的无尺度基础时
空数据库转变，实现不同精度、不同层次、不

由按尺度分级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向按地理实体分类的无尺度基础时

同时相的地理实体数据集成，形成地上地下

空数据库转变，通过地理实体建库技术，可实现不同精度、不同层次、不同

全域空间立体的三级数据框架体系，为数字

时相的地理实体数据集成，形成地上地下、室内室外、二维三维、历史现

孪生城市运行管理提供统一的数据底板。

状一体化的全空间城市信息模型，支撑基础地理和城市专题数据融合。

城市微观数据框架
城市微观数据由地理实体最小颗粒度组合的城市物联场景组成，如道路
交通物联、个人物联、建筑物联等场景，将地理实体间或人与地理实体间
的实时属性挂接，包括地理实体语义、地理实体位置、地理实体城市属性、
地理实体关系及地理实体演化过程等属性，实现场景的孪生能力。

图 6 数字孪生城市数据体系架构

城市物联场景

个人物联场景

建筑物联场景
…

物联场景

微观数据

+

静态遥感数据

孪生城市数据底座

三维模型
BIM+

场景
依赖
主城区、城市核心区、
建筑物、城市部件等
BIM和三维模型数据

中观数据框架
航空、无人机遥感等技术对城市
特定区域，针对事件或管理专题，
建设数据管理框架，增补卫星遥感数据
精度与更新周期的不足
遥感卫星对城市城区、林地、耕地、矿山、
水域等大颗粒度城市地理宏观数据框架建设

城市宏观数据框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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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字孪生城市平台能力

图 7 数字孪生平台架构

城市交通
状态监测

城市危化品
监测管理

国土空间全
生命周期管理

孪生数据服务
应用
安全

主机
安全

数字孪生镜像平面

数据
安全

孪生模
型管理
孪生关
系管理

国士空间规划
与经济发展预测

数字孪生平台
入口
服务

模型目录 模型开发 模型开放 ……
数字孪生模型管理平台
孪生关系
原子库

孪生流程
原子库

数据治理
…

数据开发
共享交换

孪生框
架数据

地理空
间框架

BIM
城市要素基础库
框架 （人、物、组织、环境）

城市地下管线
规划管理

农产品溯源
全流程监管

……

城市建筑全
生命周期管理

孪生应用服务
公共管理入口

……

基础
服务

数据集成

模型解构

…

…

…

运营

多模集成
消息集成

模型重构

运维

孪生集成服务
公共服务入口

孪生
主体标识 控制使能 模型重构 模型解构 …
使能

孪生容器

ROMA

New ICT
AI

网络
安全

重点企业生产
与环境影响评估

运营支撑服务
数字孪生业务

城市运行
监管

城市事件发展态势
模拟与预警

运营支撑服务
平台接入与平台

安全
管理

城市应急事件
仿真模拟

系统级运维

城市仿真
预测预警

租户级运维

安全

大数据

IoT

视频

融合通信

GIS

云基础服务
物联
安全

AND

IP

5G

联接网络

F5G

WiFi6

IoT

智能终端

……

……

数字孪生平台的核心架构以云为基 础，联

数字孪生平台应具备基础服务特性

结无处不 在的智能 终端，以 AI 为驱动，融

数字孪生平台是城市大数据汇聚、应用的载体，是数字孪生城市的基础支

合大数据、物联网、视频、地理信息等多种

撑平台，为相关应用提供丰富的信息服务和开发接口，支撑智慧城市应用

ICT 技术，以孪生数据服务、孪生应用服务

的建设与运行。

和孪生集成服务为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仿
真预测预警应用提供相应服务。
数字孪生平台应具备专业服务特性
数字孪生平台应具备城市基础地理信息、三维模型和 BIM 汇聚、清洗、转
换、模型轻量化、模型抽取、多模集成、模型浏览、多场景融合与可视化表
达、支撑各类应用的开放接口等基本功能，提供工程建设项目各阶段模型
汇聚、物联监测和模拟仿真等专业功能。

数字孪生平台应具备集成服务特性
集成服务特性包括两类，一类是新技术集成及服务能力，数字孪生平台本
身是以云计算、大数据、视频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下一代安全等新兴
技术为核心部件，不断整合现有技术的同时，持续纳入新技术，并将新技术
和现有技术做全面的融合，将机构技术驾驭能力封装在平台内，为上层业务
应用提供技术服务能力；一类是孪生应用集成能力，数字孪生平台可与城
市已建成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体检、城市安全、住房、管线、交通、
水务、规划、自然资源、工地管理、绿色建筑、社区管理、医疗卫生、应急指
挥等领域的应用集成，并基于孪生数据服务、孪生业务服务和孪生集成服
务开展城市运营监测和城市仿真预测预警两大类的应用建设与运行。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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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字孪生城市分级模型

建立数字孪生城市应用能力分级评价模型，有助于各参与角色对齐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方向与阶段建设成果评估。我们通过研究数字孪生、
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等技术路径的发展史，从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数据关系、物理状态监测预测度、数字使能控制物理实体三个维度，
总结归纳设置 L0--L4 五级评估模型。
L0

L1
物理空间的变化状态能实时反映在数字空间中，建立了物

建立物理空间的数字空间框架，能够反映物理空间要素的

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单向信息流动机制，数字世界实现对

静止状态，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没有动态联系。典型场景如

物理世界的实时监测。系统通过物联终端设备动态获取数

传统 GIS 二维空间静态呈现的应用和传统的信息管理系统

据、实现物理实体的状态监测，典型场景如基于 GIS 二、三
维空间呈现及实时的物理设施及人员的监测定位

L2

L3
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建立双向信息互动机制，数字空间既

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建立跨域智能双向数据互动机制，实

可以监测物理空间的要素状态，也可实现物理空间的单域

现物理空间区域智能预测和智能监控。系统通过物联终端

控制、预测和智能化。系统通过物联终端设备动态获取监

设备动态获取数据，跨域元数据共享，实现跨域智能监控

测数据并可实现远程控制，单体终端设备加持 AI 技术并在

联动、边缘智能计算节点联动，并与云计算中心进行互联和

端侧有智能分析及自动控制功能，典型场景如基于二维、三

互动。智能终端具有区域活动能力和信息交互能力，典型场

维的精细空间、物体进行判断、交互，如智能闸机、远程无

景如 L3 级无人驾驶，跨域红绿灯智能控制、基于三维精准

人机监控、物体 AI 识别等

模型的区域智能推理预测和判断

L4
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建立全域智能双向数据互动机制，实现物理空间全域智能预测和智能监控。系统通过物联终端设备动态获取
数据、实现全域空间的多元数据共享，全域智能预测和智能监控、边缘智能计算节点联动，并与云计算中心互联互动。智能终端集
群智能，能进行自主的全域范围行动和交互，典型场景如 L4 级无人驾驶，全域红绿灯智能控制、基于三维精准模型变化的全域自
主推理预测和判断

图 8 数字孪生城市应用能力分级评价模型

L4 - 信息双向流动，实现监测、全域智能预测、
控制和联动

应用场景 - 基于三维精细空间、物体进行判断、交互，如L4级
无人驾驶，全域红绿灯控制、基于三维精准模型变化的全域自
主推理预测和判断

全域
智能

L3 - 信息双向流动，实现监测、跨域智能预测、
控制和联动

应用场景 - 基于三维精细空间、物体进行判断、交互，如L3级
无人驾驶，跨域红绿灯控制、基于三维精准模型的区域智能推
理预测和判断

双向
区域
智能

L2 - 信息双向流动，实现监测、单域智能预测
和控制

应用场景 - 基于二维、三维的精细空间、物体进行判断、交互，
如智能门禁，智能闸机、物体AI识别

双向
数据
单域
智能

L1 - 信息单向流动，实现实时监测

应用场景 - 基于GIS二、三维空间呈现及实时的物理设施及人
员的监测定位

单向
数据
监测

L0 - 建立物理空间的数字框架

应用场景 - 传统GIS二维空间静态呈现的应用和传统的信息管
理系统

数字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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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华为数字孪生城市典型实践

3.1

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全景实验室

2019 年 3 月，Z 区大数据实验区管委会与华为公司联合打造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城市全景实验室。将华为数字生态与 Z 区资源开放相结
合，利用数字孪生、5G、人工智能等新 ICT 技术，全面数字化标识；利用二维码、GIS、移动互联等技术手段，对中央商务区城市公用设施、
交通设施、园林设施、特种设备等实体城市部件进行唯一数字化身份标识；以大数据为基础，打造基于 GIS+BIM+IOT+AI 打造 1：1 的数字
孪生体系，为 Z 区的规划、建设及运营提供决策支撑，搭建起面向未来的城市全景实验室。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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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数字孪生镜像平面

智能终端，城市之“眼”
Z 区通过无人机、无人售货车、AR 眼镜、智能巡检机器人、高空瞭望监控摄像头，智能交通
高清视频监控摄像头等智能终端建设城市之“眼”，快速发现关于人、地、物、事、组织的多
维度信息和城市问题，实时监测城市状态。
典型场景：通过采集区域内及周边 28 个路口 136 路 AI 视频数据，基于 AI 集群进行区域协
同分析，快速完成路口红绿灯的配时策略，通行效率有效提升 15%。

5G“新联接”，创新风向标
基于 5G 基 础网络，Z 区建设了 Z 区 5G 智能公交 ( 载人 )、5G 无人售货车 ( 载物 )、高点
5G 网络高清监控图像回传、5G AR 眼镜人脸身份识别、5G 无人机无人船自主巡逻、5G 地
面机器人智能巡检，极大提高了 Z 区无人值守的城市服务水平。
典型场景：天、地、空立体化安防。包含四个应用，高空智能巡航、地面机器人智能巡检、高
清视频回传、AR 智能眼镜四个 5G 示范应用。无人机负责高空巡航、高清视频回传负责城
市高点、地面机器人负责路面巡检、AR 眼镜负责重点安保区域，四类场景构建立体化安防
体系，将高清视频回传给智能管理中心。智能管理中心对高清影像进行智能分析，识别敏感
人群、城市敏感事件、违章违法事件并自动预警。

智能中枢，核心载体
按 照 Z 区城 市发 展 需 要和 一期项目规 划内容，打造城 市 智能中枢。完成 数字 孪 生 底 座
建 设，包 括 370 平方公 里 的 数 字 影 像，11 万 平方米 BIM 精 细 化 楼 宇 建 模 等，基 于 华 为
OceanStor 海量数据存储的 BIM+GIS 形成了与物理世界 1:1 的数字孪生世界，通过 GIS 数
据 + 小场景的 BIM 数据 + 物联网的有机结合，以城市信息数据为基数，建立起三维城市空
间模型和城市信息的有机综合体建立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映射关系。基于大数据平台、
物联网平台、融合通信平台、视频云平台、人工智能平台和能力开放平台，实现大数据资源、
物联网资源、融合调度资源、视频资源、地理信息资源的统筹管理，针对城市管理、企业及
市民服务提供基础的应用算法支撑能力，城市智能中枢各专项能力通过能力开放平台对外
开放，大数据企业、应用开发企业等，都可以通过标准化接口调用数字孪生平台各项能力，
直接验证、开发、测试、上线业务应用，大大节省基础资源的投入。

按需“孪生”，逐步激活城市动能
根据 Z 区所处发展阶段，着力建设智慧招商、智慧政务、智慧交通、
智慧楼宇、协同办公等 14 个业务应用系统。各系统获取的环境状态

进行预警，实时监控城市运行状况，为分析城市问题提供决策支持。
智能管理中心包含概况专题、Z 区交通服务专题、Z 区政务服务专

信息、业务信息、数据等汇总到智慧大脑即智能管理中心统一汇总、

题、Z 区招商引资专题、Z 区产业 监测专题、Z 区数字孪生城市专

分析和处理。充分发挥物联网信息感知和大数据价值挖掘作用，开

题、Z 区 5G 创新专题。专题信息以数字沙盘为基础，进行数据可视

展运行仿真与分析评估。在整合运行各项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大数

化演绎，让参观者可以直观了解 Z 区实时数据的动态情况，为观众

据分析，编制全面、动态的运行报表，对可能发生的灾情、突发事件

展现一个“智慧化”、
“活起来”的 Z 区。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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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数字孪生城市全景实验室

3.2

打造数字孪生第一城

2020 年 6 月，J 区联合华为发布 “孪生计划”，共同推进全国数字孪生第一城的建设，通过“虚实对应、相互映射、协同交互、推演进化”，
实现感知新区，发展新区，让城市更加智慧，让政府决策更加科学，让企业更快更好发展，让百姓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图 10 数字孪生第一城整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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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规划引领
J 区全面规划了“数字孪生第一城”的发展蓝图，通过“虚实对应、相互映射、协同交互”，促
进孪生城市“城市要素数字化和虚拟化、城市运行状态实时化和可视化、城市管理决策协
同化和智能化”的“六化发展”。建设包括新区数字孪生城市底板、全区城市感知体系、智
慧城市孪生平台“中枢”在内的三大内容。
J 区将依托“数字孪生城市”新理念、新技术，着力推动城市发展向智能化高级形态迈进，
力争到 2025 年率先实现“全域立体感知、万物可信互联、泛在普惠计算、智能定义一切、数
据驱动决策”， 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同生共长、相互映射、联动发展，用数据驱动城市智能
运行、迭代创新，充分发挥新区体制优势和人才优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推进
全国数字孪生第一城的建设。

打造数字孪生镜像平面
J 新区将率先建成高精度的数字孪生城市信息模型，实现新区直管区域内的人、物、事件等
全要素的数字化，将物理要素完整映射到城市信息模型中，并对其进行前瞻性预判。
建设新区数字孪生城市底板，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完整建成高精度数字孪生城市信息模
型。逐步分节奏，先核心区和重点部门将直管区域的人、企、物、事等城市要素数字化，通过
数字化标识，完整的映射在城市信息模型中。
建设全区城市感知体系，利用视频、传感器、5G 等构建城市“明亮的眼睛”，实时感知城市脉动。
建设新区智慧城市孪生平台“中枢”，虚拟服务现实，模拟仿真决策，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

打造数字孪生智能场景，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城市管理服务能力
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城市运行管理系统。J 区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数字孪生还原技
术，初步建成 CBD 数字孪生城市运行管理系统，实现城市全生命周期的统一数字化管理。
系统凭借数字孪生技术，刻画城市全貌、呈现城市趋势、推演城市未来。系统对相应区域
进行了大场景数字化建模，对重点片区进行了精细化呈现，同时通过各类传感设备，结合
5G 网络、NB-IOT 物联网，整合 BIM、数字图像 AI 技术，实现“全域感知、数据共享、交叉
指挥、精准反馈”。
建设服务城市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能应用场景。J 新区基于数字孪生底座，建设了“智
慧城建”、
“智慧城管”等数字孪生城场景应用，以数字孪生技术，全面提升了城市全生命
周期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并统一纳入 CBD 数字孪生智慧城市系统进行管理。
智慧城建，基于数字孪生，实现城市建设的今天和明天的管理。在系统的数字孪生场景中，
对中央商务区 25.4 平方公里大场景进行全局俯瞰。运用 BIM 模型展示在建项目的形象进
度管理，使整体进度一目了然后续。
“5G+ 无人机的巡航功能” 作为中央商务区的数字孪生
“空中之眼”，实现制定线路巡航和应急突发事件响应，对建设中工地进行监控，对裸土覆
盖情况、违章搭建情况进行判别，精准执法。
智慧城管，基于数字孪生，实现千锤百炼、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智慧城管主要分为城市管
理、安全管理、环保管理三部分，通过末端物联传感器或其他设备数据接入，经由后台管理
系统进行业务判定后，生成相关的业务预警事件，纳入数字孪生底板中进行业务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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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字孪生城市未来展望
未来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马路高楼的机械
累加，
其发展需要尊重城市自身发展规律，
平衡城市与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数字孪生与城市智能技术融合，助
力城市洞悉城市脉搏、优化城市发展，带动城市发展迎
来新的质变，使城市的发展特性从自发走向自觉，在此
过程中城市得以实现更高阶的智能进化。展望未来，我
们将在以下六个方面感受数字孪生城市的魅力：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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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映射的城市信息模型
数字孪生与智能技术构建的全域城市信息模型是解剖城市的一把手术刀。如果将城市看作
一个有机体，城市每一个部件就是城市的一个细胞，细胞里含有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数字
孪生的目标是全域数字化，每一个细胞的刻画都是实现精准映射城市运行细节、挖掘洞悉
城市发展规律、推演仿真城市未来趋势的综合信息载体，将城市中的物体、人、自然、环境
等要素关系一一复制，形成全域城市信息模型（CIM），结合科学的数学模型和智能算法，
分析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解决城市粗犷式发展、资源分配不合理带来的城市
病，甚至可以模拟跟踪“蝴蝶效应”，优化城市 “熵减”效果。

全场景城市智能体
数字孪生与智能技术打造的全场景城市智能体是融汇贯通的聚裂效应。全场景城市智能
体，是随时随地的全流程联动，是全要素的、覆盖全域、联接万物的数字孪生城市。全场景
城市智能体表现为城市各领域的一体智能化，通过智能交互、智能连接，实现城市级别的
全域智能协同，让整个城市实现全智能的管理和服务。全场景城市智能体在城市管理和服
务领域有突出的表现。在全场景的城市运行管理智能体中，城市的运行系统如水电气热及
交通等，城市管理系统如城市事件，城市环境系统如城市水务、城市环保等，形成一体化、
智能化的感知、连接、分析判断、预测、协同、派单、处置、反馈的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实现
城市全域的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智能协同处置和联动；在全场景的城市服务智能体中，
个人通过孪生技术成为了数字孪生城市中的数字公民，个人信息和业务在安全有效的监管
下，在个人授权下得以在城市全域乃至跨地区跨省市流动、协同和联动。人们通过各类智能
交互的终端，如家庭机器人、公共服务机器人、个人智能终端等，通过语音、视频等智能交互
方式，办理所有业务，享受所有服务，真正做到足不出户、随身随行的城市服务。

万物互联时代的智能出行
数字孪生与智能技术创造的物理世界将突破空间限制，重塑我们的出行方式。在以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为特征的出行变革浪潮中，人、汽车、道路都在实现智慧互联。
万物互联时代下，车内空间可随时切换模式，社交、娱乐、休息、视频会议等人类活动实现
科技的智能联接。万物互联时代下，不再有交通信号灯，汽车会相互交流，在会车时，自动
协商速度，避免相撞，并且可以高速通行；汽车可以精准地判断一切事物、动物和人的运动
趋势，行人过马路不再需要左顾右盼，盲人都可以大胆通行。万物互联时代的智慧出行将是
人和未来之间 “心驰神往”的“传送”。

如影随形的沉浸式体验
数字孪生与智能技术创造的数字世界将突破时空限制，打开最佳沉浸式体验的心流通道。
对于 AR、VR 的成长，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将是丰富、栩栩如生的体验。这些体验将真实
地反映用户的生理和性格，从而提升在虚拟环境中所需的亲密感并实现共存。除视觉感知
外，还有听觉感知、触觉感知、运动感知、甚至还包括味觉、嗅觉感知等需求满足，理想的
虚拟现实应该具有一切人所具有的感知功能。用户在数字世界内对物体的操作可直接相应
的反馈到物理世界，交互性的满足感不断上升。未来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将全面融
入我们的生活、工作中，虚实融合，为我们探索数字世界架起了一座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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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机器人伙伴
数字孪生与智能技术应用的一个极致表现是智能机器人。对机器人而言，服务范围内的物
理世界尽可能精准的数字化，真正形成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互动，才能更高效的向人们
提供服务，机器人的服务形态，取决于数字孪生及智能化的程度。未来机器人将进一步拥
有语音交互、人脸识别、深度学习、场景理解乃至更高级的自主决策行为等各种功能，在各
类生活、工作场景中重塑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成为我们的伙伴和朋友，对我们的工作生活的
影响甚至比移动互联网更具颠覆性。如家用机器人，将彻底改变现在单一功能模式，将模
拟人类认知世界和学习知识的方式，建立相应的数字空间深度学习能力，实现跨域、全域
智能服务，将集成各类家务服务、陪伴服务、管家服务、甚至扮演家庭卫士角色，看护家庭
安全。医疗机器人是有医护机器人和医疗机器人。在医疗应用方面，全场景医疗看护机器人
将辅助乃至代替护士，在医院全域空间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微创手术机器人，将成为医生
手里优良的手术工具，将被广泛应用，如当前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商业机器人将以行业深
度理解为基础提供服务，如餐饮机器人、酒店服务机器人、零售机器人等，实现专业化、拟
人化的智能服务，全面推进行业服务向全智能化的高级形态发展。

意识撬动世界的脑机互联
数字孪生与智能技术是开启数字空间与意识空间的一把钥匙。脑机互联，是科学与生命的
联系，是数字孪生与生命体意识的联系，是一个融合生物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
若干领域的新兴学科。脑机互联实现了信息与意识跨时代意义的首次握手，实现了数字空
间与意识空间的映射、联系和互动。随着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脑机互联将在连接方式、
互动模式等领域进行突破，对脑电波的认识也将达到新的高度，最终实现便捷可穿戴和无
接触的脑机互联模式，形成意识空间、数字空间、物理空间的三维互动。在脑机游戏领域，
将实现意识对游戏的控制，提高游戏执行效率，同时，游戏场景直接通过数字化反馈至脑
意识中，全面提升游戏场景的体验，实现沉浸式娱乐，全面提升娱乐效果。在医疗脑机领
域，采用侵入式脑机技术，对大脑神经产生一系列或抑制，或增强的电刺激，辅之以智能医
疗器械，将抑制疾病或使残障人士重新获得行动能力。未来，脑机互联将进一步颠覆人机
互动模式，为人们建立一个全新的交流方式，让意识、数字、物理三维交互更加顺畅、高效
和便捷，让人们的生活、工作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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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城市肩负城市智慧化进阶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共筑城市智能体，点亮孪生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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