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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探討開放式營建資訊交換標準(COBie)於捷運系統全生命週期之應用與預期效益。首先介紹

COBie標準與資訊交換工具程式的發展，並導入國際主流分類編碼系統與國內常用工程或財物編碼系統，

成功建立與COBie空間設施屬性之映對。為處理捷運工程所產生的龐大非幾何資訊，運用自動化的規則檢

測技術，驗證BIM模型中相關屬性類別與參數的完整性與正確性。規劃正規化資料庫架構儲存不同生命

週期BIM模型所匯出COBie資料，以強化其管理與運用。最後根據COBie Calculator架構，針對捷運工程主

要設計與施工階段作業流程與內容，進行傳統紙本作業模式與電子化COBie作業模式流程之比較與分析，

以掌握因為採用標準化格式、電子化平台及優化作業流程所創造的成本節省與效益。

開放式營建資訊
交換標準(COBie)
於捷運系統全生命
週期之應用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tudies of life cycl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Build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COBie) standard for Mass Transit systems. Development of the COBie standard and supplementary tools for 

data interoperability are introduced. Various classifi cation systems proposed by maj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domestic regulation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for data mapping between BIM and COBie. Automatic 

rule checking systems have been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completeness and correctness of non-geometrical data 

embedded in a BIM model. Relational data base application platform has been utilized for managing COBie data 

for life cycle information exchange. Business processes in life cycle activities of Mass Transit syste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have been analyz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paper-based and COBie-based approaches. 

Tremendous saving and benefit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Bie-based approach with the help of standard 

format, electrical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ation processes.

Life Cycl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Build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COBie) in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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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捷運工程涉及土建、機械、電機與核心系

統等多種專業，界面多且複雜，設計與施工階

段所產出的龐大工程資訊與營運階段的資產管

理、設施管理、維護管理、空間管理、能源管

理與防災規劃習習相關。由於捷運工程資訊的

產生來自許多不同專業工項，資訊分散各處，

如果沒有適當的資訊交換標準，等到工程竣工

時才開始蒐集與整理，除了必須耗費大量人力

物力外，更可能遺漏重要的資料，影響營運管

理系統建置的完整性。(圖1)

近幾年BIM技術在大型捷運計畫中被廣泛運

用，其強大的空間解析與資訊承載能力，成功

地提昇設計與施工階段的界面協調整合效率，

減少重工與浪費，增加總體產業的生產力與價

值。隨著計畫的進程與發展，BIM模型所承載

的非幾何資訊逐漸增加，其數量與重要性甚至

超過幾何資訊，如圖2所示。美國陸軍聯邦總務

署為了將BIM技術推展到竣工移交與設施管理

應用，透過COBie開放式資訊交換標準的公布

實施，達成竣工移交資訊格式的標準化。英國

政府亦制定了BS 1192系列標準，落實 BIM與

COBie的實作，要求凡政府公共工程，到2016

年使用BIM的成熟度需達Level 2的標準(圖3)，

圖1 捷運工程全生命週期資訊管理之過去與未來

圖2 建築資訊模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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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ie標準是由美國陸軍工兵單位於2007

年率先公布，做為工程竣工交付到設施營運管

理資訊交換格式的重要標準，目前最新的版

本為2015/07/22公布之NBIMS-US V.3的COBie 

2.4版。COBie資料模型是IFC(產業基礎類別)

的子集合，也是一套特定的MVD(Model View 

Definition，譯為：模型視域定義)，COBie檔案

格式基本架構如圖4所示，它最常見的表達格式

是COBie的電子試算表(Excel檔)圖5。

在工程竣工時，必須交付COBie資訊交換標準格

式的檔案。目前已知的韓國、新加坡、澳洲、

紐西蘭、瑞士等國家都會緊隨英美之後，導入

COBie的標準於其營建產業中。

貳、�COBie標準與相關軟體技術�
發展

一、COBie標準

圖3 英國BIM成熟等級暨資產資訊管理略圖
資料來源：PAS 1192-3:2014

圖4 COBie檔案格式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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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Bie相關軟體技術發展

由於英美兩大工業國家大力推動COBie標

準，許多軟體廠商均全力配合發展IFC與COBie

工具程式，以提升專案協同作業之成效。以下

分別說明目前市場上主要支援COBie標準軟體的

發展情形：

(一) Autodesk之Revit與Navisworks

 Autodesk Revit塑模軟體目前有兩個

方式支援COBie格式轉換，其一為外掛程

式，並用Add-In方式外掛到Revit軟體中進

行COBie相關資訊處理，再匯出COBie電子

試算表檔案；另一種則為利用IFC格式匯

出模型(含幾何與非幾何資訊)，再透過IFC 

Viewer (如：xBIM、Solibri、BIMserver)的

附加功能匯出COBie 電子試算表檔案。

 Autodesk在Navisworks平台上開發

COBie Extension增益程式來支援COBie資訊

的修改以及匯出等相關功能，以對應模型

物件屬性至COBie標準，這項增益程式支援

從SQLite資料庫讀取以及寫入資料，以及將

COBie資訊以電子試算表方式匯出。

(二) Bentley之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Bentley之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提供COBie的樣版檔供專案初始化設定，

完成各專業BIM模型與COBie屬性建置後，

可以匯出COBie試算表，其Model View定

義可選擇IFC2*3或設施管理系統移交兩種

途徑。

(三) ArchiCAD與COBie之相容性與整合性

 ArchiCAD轉化COBie格式使用的工具軟

體為COBie Toolkit與Xbim Xplorer。COBie 

Toolkit對於中文的支援度較不友善，無論

圖5 COBie匯出電子試算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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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rchiBus

 ArchiBus是一套電腦維護管理系統，

專門用於設施與房地產管理上，提供多項

模組包含：空間管理、資產管理、預防性

維護及租賃管理等模組。ArchiBus可以直接

與Revit進行幾何資訊的連結，BIM模型中

COBie欄位的屬性資料亦可匯入各功能模組

對應之欄位，導入維護管理系統。

參、�BIM模型非幾何資訊之管理與
應用

一、編碼與命名系統

國內外主流編碼系統如圖6所示。美英兩國

採用同樣COBie架構，但採取不同的編碼系統。

美國總務署採用OmniClass分類標準(包括Master 

Format及Uniformat)來進行BIM模型物件分類編

碼，而英國採用UniClass編碼系統。主流的商用

軟體如Autodesk Revit已將上述兩套編碼系統納

入其平台。針對其他地區或系統的需要，則開

放客製化分類編碼的功能，經測試可以成功將

國內的「PCCES工程綱要編碼」和行政院主計總

處「財物標準分類」導入BIM模型之編碼系統，

與元件及COBie屬性產生關連(如圖7)。

使用ArchiCAD 18版中文或英文版，以及

修改Unicode平台及獨立語言的設定，中文

訊息將直接被忽略，無法在COBie試算表

內紀錄資訊。使用Xbim Xplorer轉換IFC檔

案成COBie試算表穩定性較高，此外，讀

取的IFC檔案還能被瀏覽模型及資訊，點選

「COBie」>「Export」即可打開COBie Excel 

試算表，只要再另存檔案即可。

三、資產管理系統之整合

(一) IBM Maximo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IBM Maximo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為許多大型軌道運輸系統所採用的資產管

理系統，其平台所提供之BIM MAXIMO® 

Extension可以直接匯入BIM資料到Maximo，

以及在Maximo應用程式背景下對BIM資料

提供完全3D顯示的支援。資料的匯入功能

並能執行COBie標準的一個子集。

(二) EcoDomus

 EcoDomus是維護設施階段所使用的中

介軟體，提供PM及FM兩個獨立的系統， 

EcoDomus (PM)是協助以COBie電子表格格

式來收集驗證專案交接時所需的維護管理

資訊，並於完工

後將前面階段所

存取的資訊以資

料庫的方式交接

到 EcoDomus(FM)

平台上進行為維

護管理及分析。

圖6 國內外主流編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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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IM模型資訊檢測技術

BIM模型的空間碰撞檢測技術在設計與施

工階段的應用已經大量運用多年，此技術對設

計資訊的釐清與討論發揮極大的功效，大幅減

少重工與縮短工期，對工程界貢獻很大，但它

主要應用在幾何資訊方面。然而，BIM模型帶有

幾何與非幾何資訊，碰撞檢測僅為BIM模型檢

測技術的其中一環。BIM模型元件所繫接之非

幾何資訊，包括空間、設施、功能需求及元件

屬性，以及它們之間關聯關係的資

訊，若能適當運用，不但對設計與

施工階段有貢獻，對長期營運，意

義更大。但在運用這些非幾何資訊

之前，必須先確認此模型元件是否

帶有所需之屬性項目，或屬性項目

已填入資料，以及所填入資料是否

在預期範圍內，都需先進行檢測，

此為BIM模型非幾何資訊檢測之範

疇。

一個捷運計畫從設計、施工到

竣工移交所產出的非幾何資訊可能

圖7 客製化分類編碼導入「PCCES工程綱要編碼」和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

高達數個Terabytes，資訊過於龐大與複雜，無法

仰賴人工進行完整的檢測。非幾何資訊檢測除

可應用在營運維護所需之COBie資訊檢測外，其

Rule Set的機制及通用的xml組態檔，可進一步

將模型檢測擴大應用在法規檢測及施工安全檢

測等設計與施工階段的加值應用。

模型檢測技術包括1.建築模型準備、2.規

則解釋、3.規則執行、4.規則檢測報告等四大要

素，如圖8所示。茲說明如下：

圖8 BIM模型資訊檢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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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IM模型準備

 進行COBie資訊檢測時，被檢測模型必

須配合能檢測的映對資料。因此，在建立

模型的階段，必須規定COBie參數之建置需

求，透過COBie Extension 將COBie參數寫

入設備之類型參數及實作元件參數之中，

以引導設計者可以設計出符合規則驗證的

模型。

(一) 規則解釋

 將要檢測的條件，透過Model Checker 

Configurator建立設備及空間之檢測規則(圖

9)。除了各種設施與元件COBie的基本屬性

要求，可以針對捷運工程功能需求規範，

例如公共區的淨高限制、防火區劃、電梯

/電扶梯緩衝空間要求等(圖10)。檢測規則

完成後，並將組態器另存成Model Checker 

XML格式，可供未來規則執行階段之Model 

Checker使用。

圖9 電扶梯設施COBie屬性建置規範

圖10 空間規則設定(Model Checker Configurator)



3
專
題
報
導

98 │No.118│April, 2018

(三) 規則執行

 載入.xml的組態檔執行Model Checker

的檢測工作，再進行自動檢測作業。

(四) 規則檢測報告

 規則檢測報告在Model Checker工具中

產生，如果所有條件組態都通過，此模型

就能符合交付要求，並匯出相關資訊，若

有些條件未通過，則可以馬上在BIM模型中

進行修補作業。

三、COBie管理系統與資產資訊模型規劃

目前市場上主流的BIM塑模軟體所匯出

COBie檔案格式均採最通用的Excel試算表格式，

其最大優點是使用與編輯方便。但是捷運系統規

模龐大，空間與設施最產生的巨量資料並不適合

使用一般試算表管理。特別針對捷運系統全生命

週期的需要，開發Web base資訊庫應用程式，

將設計與施工階段所產出的COBie資料，轉換為

正規化關連資料庫的格式，以便管理與運用捷

運系統工程全生命週期的每一筆COBie資訊，如

圖11所示。此資料庫架構包括三大主要功能：

圖12 專案資訊設定

圖11 COBie資料庫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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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制定的模型檢測規則，完成模型資訊

檢核作業，確認COBie相關的空間與設施屬

性建置符合要求後，提交COBie資料，上傳

到資料庫。

(三) COBie資訊查詢與整合管理

 使用統一的名稱、編碼與標準格式，

將COBie資訊在正規化的資訊庫完成資訊定

位後，讓每一筆COBie表單皆可藉由標準

SQL指令進行查詢與管理，如圖13所示。

(一) 專案基本資訊定義

 專案啟動前必須由系統管理員先定義

專案相關基本參數，包括專案階段、專業

類別、模型類型、切分原則等協定，如圖

12所示，完成初始設定後在資料庫產生新

的定義資訊記錄。

(二) COBie資料檔案提交

 於每個送審里程碑前，先根據業主需

圖13 資料庫COBie資訊的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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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導入COBie之成本模型與效益
評估

一、COBie Calculator

採用BIM設計流程並導入COBie標準格式進

行捷運工程全生命週期資訊交換，可大幅改善

專案資訊的互操性(Interopeability)。有鑑於此，

美國國家建築研究所(NIBS)及工兵署 (2013)提

出一套評估資訊交換作業成本效益的方法，稱

之為COBie Calculator。

COBie Calculator主要在比較傳統紙本資訊

交換流程與電子化COBie作業模式，所可能產生

的成本效益差異，包括：

(一)   透過統一的編碼與命名系統，以程式

自動化檢核空間與設施資訊完整性與

正確性的流程，大幅減少人工驗證的

直接人力成本。

(二)  採用電子化發佈與交換系統需求或重

要參數，取代或改善傳統紙本作業、

審批、複製、版次更新維護、重整格

式及分發的作業。

(三)  使用標準的結構化資料格式(COBie)，

將營運所需的重要空間與設施屬性，

移轉到資產管理或設施維護系統，以

減少人工處理所耗費的大量資源。

透過不同階段作業流程的研析，找出具有

節約成本潛力的作業項目，提煉出每一階段中

可刪除(Eliminated Tasks)、可自動化(Automated 

Tasks)或可簡化(Streamlined Tasks)的任務。

二、捷運工程導入COBie之潛在效益

NBIS將規劃、設計到施工等三個階段，細

分為25個資訊交換的階段，針對捷運工程興建

的特性，選擇其中最主要的8個資訊交換階段(如

圖14)進行詳細的評估與分析。比較傳統紙本資

訊交換流程與電子化COBie作業模式最主要的成

本節約在：

(一) 無紙化作業

 電子化作業模式可以大幅降低印刷

及文件管理與傳遞的成本。近年來國外

大型捷運計畫多採用電子文件管理系統

(EDMIS)，做為資訊交換與設計送審的平

台，單就印刷成本的節省，即非常可觀。

圖15比較採用傳統紙本作業與EDMIS送

審作業，印刷成本的差異高達98.3%至

99.1%。

圖14 NBIS建議之資訊交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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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電子化COBie資訊交換可優化作業流程分析

圖15 傳統紙本作業與EDMIS送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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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準的結構化資料格式(COBie)

 透過統一的編碼與結構化資料格式，

大幅減少人工進行資料搜尋與比對、檢核

與驗證及修改與重工的直接人力成本。比

較傳統作業，各主要資訊交換流程中可刪

除、可自動化或可簡化的任務，可以被清

楚的辨識出來(圖16)，作為流程改造與優化

的參考。

伍、結論與建議

一、 COBie資訊交換標準導入捷運工程全生命週

期的資訊交換與管理，將可大幅改善竣工

移交營運相關資訊的完整性與正確性。

二、 為了與國際主流標準接軌及兼顧本土化與

在地化的應用，特別導入國際上主流的分

類編碼系統(OmniClass & UniClass)進行BIM

模型設定的實作。同時運用軟體客製化樣

板的設定，成功導入公共工程綱要編碼及

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財物標準分類編碼，完

成BIM模型元件映對之實作，可作為國內公

共工程的參考範例。

三、 捷運工程固定設施屬於特種建物，其空間

及設施屬性欄位在軟體平台中並無統一的

標準，必須根據專案的需求客製化定義元

件屬性的統一格式，以確保未來匯出COBie

資訊之映對不會產生困難。

四、 BIM技術優異的3D空間整合能力，對於跨專

業幾何資訊的檢核發揮了極大的效益，成

功的降低傳統2D作業經常發生的錯、漏與

衝突碰撞的缺失，減少重工與延誤。BIM模

型所承載的非幾何資訊內容非常豐富，經

過嚴僅的規則設定與檢核，除了可以確保

COBie資訊傳遞的完整性與正確性，並可進

一步擴展其應用在法規檢核或施工安全驗

證，發揮更大的效益。

五、 一般專案BIM模型透過COBie格式直接匯出

通用的試算表的格式，因為軟體的普遍性

與易於使用，有利於資料的交換與編輯。

惟捷運工程設計與施工過程所累計的巨量

空間與設施屬性資料，轉換為試算表的格

式將過於龐大不利管理與維護。規劃COBie

資料庫平台架構，將COBie資料轉換為正規

化的資料庫格式，以改善管理與應用的效

益，並順利與後端的資產管理系統銜接。

六、 運用COBie標準化格式與電子化交換的互操

作性，研析捷運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流

程中主要任務是否可藉由新的作業方式，

刪除、自動化或者簡化，以提昇作業的效

率，擴大導入COBie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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