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midas CIM 线上培训夏令营&建模竞赛”
活动简章
(一)

活动简介

这个盛夏，骄阳似火，流金铄石。在这个火热的时节，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场火热
的活动！在此正式向大家宣布，第一届 midas CIM 线上培训夏令营强势来袭啦！！！
我们的主人公，midas CIM，是一款真正贯彻三维正向设计的桥梁专用软件，拥有更
强大的图形引擎，更实用的设计功能，更完整的技术路线，更友好的操作界面……只需报
名参加夏令营活动成为学员，即可获得免费试用的机会！更可以运用 CIM 实现桥梁项目的
智能化信息化设计，获得所建即所得的美妙体验！此外夏令营还设置了竞赛环节，若干价
值连城、诚意十足的奖品等你来选！
还等什么？CIM 在手，跟我走！
1)

活动背景

结合 BIM 进行桥梁三维正向设计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已是业内共识，近年来国内也
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文件和相关规范。但国内尚缺乏桥梁领域的专用设计软件，纵观目前市
面上的类似软件，大多只能解决局部的零星问题，无法做到真正引领桥梁行业的三维正向
设计，融入设计的日常工作。再加上其它原因，导致桥梁行业的三维正向设计仍停留在纸
面，流于形式。
因此我们推出了 midas CIM，一款全方位的桥梁专用三维正向设计软件。CIM 致力于
替代落伍的设计方式，总结以往 BIM 在桥梁设计中应用的经验和误区，形成了完整的三维
正向设计技术路线。我们也更下沉于国内桥梁设计市场，力求使软件更符合工程师的设计
习惯，拥有更快速的建模速度，更贴近实际的三维实体效果，更人性化的、更符合设计者
习惯的参数设置；更有从所未见的新颖功能，让设计人员的工作更富有乐趣和效率，让从

业人员切身感受到设计革新带来的好处，从而推动业内的技术发展。
2)

活动内容

本次夏令营以“三维设计之旅”为主题，包含软件培训和设计竞赛两个环节。在培训
环节会设置一系列教学课程（仅限学员观看）以及直播答疑互动，使学员快速了解并上手
CIM，掌握主要设计功能，体验三维设计的特点和优势。同时确保学员在培训后可以自行
设计较为完整的桥梁项目。培训结束后，通过测试的学员会给予一定现金奖励，并颁发官
方技术等级认证证书。

竞赛环节将三维正向设计的理念引入实际桥梁项目，鼓励参赛者以 CIM 软件为主体
进行三维正向设计，将设计工作移至模型建立环节，使三维建模与桥梁设计相结合，摆脱
以往先出图再翻模的模式。希望通过竞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立新的效果，使参赛者在观
念上、操作上都能对 CIM 有新的认识。同时消除对三维正向设计的陌生感，积累一定的
三维设计经验，培养三维设计人才。
夏令营的时间安排详见“活动时间安排”
。
3)

面向对象

全国各相关单位的桥梁设计人员、BIM 从事人员、技术科研人员等。
4)

详情咨询

活动组委会：
杜工：13815416113
廖工：13471259982（邮箱：liaohb@midasit.com）
midas CIM 官方交流群：575863122

活动咨询QQ群

(二)

活动规则

1) 本次夏令营的专属培训与建模竞赛需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各设计单位的桥梁设计人员或
BIM 相关工作人员均可报名，本次活动全程免费，限额 1000 人 。
2) 本次夏令营活动的培训报名与竞赛报名将分开进行，报名参与培训且完成课程打卡的学员
方可报名参加建模竞赛环节，夏令营培训报名时间与竞赛报名时间详见（三）活动时间安
排。
3) 访问夏令营官网（https://www.midasit.cn/cscc/scamp/cim_scamp.html）或扫描封面
的二维码报名参与本次活动，填写相应报名信息并提交后，扫描二维码加入 CIM 夏令营活
动专属 QQ 群（后续活动信息及课程相关信息均在该群发布）后报名方可有效。
4) 报名审核通过后的学员从 8 月 8 日开始，可在大黄蜂平台免费观看 midas CIM 专属基础培
训系列视频教程。
5) 本次活动专属视频教程仅限参加夏令营的学员观看，活动期间所有教程仅限线上观看，不
提供资源下载。
6) 学员在活动期间（8 月 8 日~9 月 30 日）可自由观看和学习所有夏令营专属视频教程， 重
点课程会设置相应试题（试题答案均出自课程内容，且均为选择题）, 所有阶段试题正确率
≥60%的学员均可获得星巴克咖啡兑换券 1 张。
7) 学员在 9 月 23 日前完成所有对应课程试题并上交模型作业，且答题总正确率≥60%方可报
名参与下一阶段的 CIM 建模竞赛环节，并获得 midas CIM 官方（初级）技术等级认证（认
证书编号可在 midas CIM 官网查询）以及星巴克咖啡兑换券 1 张。
8) 竞赛环节参赛模型仅限于桥梁类项目，结构形式和规模不限，参赛项目可以为实际桥梁项
目，也可以是虚拟设计项目。
9) 竞赛环节以项目为单位报名参加，可单人或团队形式参加，团队人数限制 1~3 人。

10) 竞赛环节成果提交包括桥梁项目模型与作品展示信息（PPT 形式），建模图纸自选，须在提
交截止日之前提交，否则提交无效。
11) 竞赛环节需使用 midas CIM 进行建模，可使用其它软件进行适当辅助（使用占比须控制在
一定范围，否则成绩无效）。凡报名参加本赛事的选手均可在比赛期间享受 midas CIM 软
件使用授权。

(三)

活动时间安排
时间

内容

2022.7.21——2022.8.5

夏令营培训开放报名时间

2022.8.8——2022.9.30

夏令营专属线上培训（凭报名回执在大黄蜂平台观看）

2022.9.19——2022.9.30

夏令营 BIM 竞赛报名开放时间

2022.10.1——2022.10.31

参赛成果提交（模型、PPT 等）

2022.11.1——2022.11.7

网络投票、评选最佳人气奖

2022.11.7——2022.11.14

评委评审

2022.11.18

公布竞赛获奖名单

(四)

夏令营基础课程表

课程

课程内容

序号

CIM 功能点

必修/选修

1

案例教程综述与项目总体设计

路线功能（基础）

必修

2

主梁构造设计与修改

线族功能、钢筋功能（基础）
、截面参数化

必修

3

桥塔与下部结构设计

点族功能、实体编辑功能、构件参数化

必修

4

拉索设计与上下部结构总装设计

装配族功能、钢束功能、超级剪切功能

必修

5

桥面系设计与桥梁的路线分配

6

三维设计成果展示与算量

7

边界条件的定义与 Civil 分析联动

8

信息化出图

出图功能、Drafter 相关功能、图形联动

选修

9

补充课程 1--变高梁设计

构造函数功能、变截面组功能

选修

路线自适应功能、实体编辑功能、路线功能
（详解）
地形与 Arcgis 数据导入、三维动画、 桥梁
构件信息录入、工程算量、施工动画
边界条件定义、实体分析线功能、分析模式
定义、分析联动

必修
选修
必修

课程

课程内容

序号

CIM 功能点

必修/选修

10

补充课程 2--变宽梁设计

引导线功能

选修

11

补充课程 3—下部钢筋设计

钢筋功能（详解）

选修

(五)

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项
模型完整度

模型深度

评分细则

满分（合计 100 分）

包括桥梁上下部主体结构、支座、桥面系等

30（分）

附属设施，根据完整性评分
根据桥梁模型的设计深度（方案设计、初步

20（分）

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模型精度等评分
如特殊桥（拱桥、斜拉桥、钢桁梁等）、有

模型难度

15（分）

结构特点的梁桥、造型景观桥等，根据模型
难度评分

作品展示内容

根据模型展示内容完整度、PPT 内容详实程

15（分）

度、PPT 美观度等评分
CIM 设计功能应用：包括路线自适应功能、
族库功能、桥梁细部设计功能、分析功能、

CIM 专项分

20（分）

绘图功能、工程算量、信息分类、施工动画
等。该项主要以功能的应用质量和技巧等进
行评分

(六)

竞赛奖项设置
奖项

奖项数量

一等奖

1

二等奖

5

三等奖

15

优秀奖
最佳人气奖（网络评选）

排名前 100 名
（个人或团队）

5

奖品
1）现金奖励 5000 元人民币（税后）
2）midas CIM 官方技术等级认证—中级
1）现金奖励 2000 元人民币（税后）
2）midas CIM 官方技术等级认证—中级
1）500 元京东礼品卡
2）midas CIM 官方技术等级认证—中级
1）midas 官方定制精美礼品
2）midas CIM 官方技术等级认证—中级
1）500 元京东礼品卡

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