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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在机电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柴绪冲

（江苏锦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 连云港 222021）

摘　要　在目前的施工过程中，人们对于工程的质量和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在实施使机电安装工程对于建筑工程发

挥重要保障作用的过程中，机电工程建设的质量成为了建筑工程中的重点。因此，如何加强机电安装工程质量与安全的管

理具有重要的作用。BIM 技术是一项可视化的模型技术，其在机电安装工程中可以有效的保障工程现场模型的制作，以及

以此来进行的碰撞检查。其在工程设计优化、调整和节约材料等方面具有较多的优点，为工程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本文针对 BIM 技术的实际特点，结合机电安装工程的重点应用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希望能够为机电工程中 BIM 技术的应

用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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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M 技术的特点

1.1 全面性

BIM 技术的合理化应用，一方面可以使建筑工程中所有

的信息进行模型化处理，同时完善相应的信息化模型数据

库。在这个过程中，让施工人员能够有效的了解工程中采

用的设备型号，以及与不同专业的相协调的各种数据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BIM 技术可以对不同信息进行有效的归类

和总结。通过大数据等相应的技术促进资料的整理，极大

的促进了工程中施工效率的提升 [1]。

1.2 可视化

可视化是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中应用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优秀的可视化技术能够通过建模方式，将机电工程原本

较为隐蔽的工程展现出来，通过不同的模拟方式，展现了

最终机电工程实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数

据进行了直观化的展示。对于工程的技术人员充分的进行

了解项目实际情况，加强项目的技术交底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其数据化的特点与直观性有效的结合，为工程的顺

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3 全周期化

在 BIM 技术的实施过程中，其可以有效的应用到机电

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合理运用 BIM 技术，其不仅

可以在其策划、设计、施工、竣工等各个方面进行相应的

处理，同时也可以结合施工安全、成本、质量等各方面的

参数进行协同。在这个过程中，详细的参数化设计在建模

过程中得到了优良的体现。对于避免工程当中出现的碰撞

等相应的问题进行了合理优化，对全生命周期实施创造了

精细化管理的优势。

2 BIM 技术在机电建筑安装技术中的优势

BIM 技术以建筑对象为基础构件，创建分析数据库，

实现可视化模型来描述建筑项目的物理和功能特性。精细

化设计可以修正设计中的缺陷，准确计算量，控制工程造

价和采购；虚拟化施工降低现场返工率；智能化运维，节

约项目运营成本。在工程机械和电气安装项目的管理中，

建立 BIM 的 3D 模型作为基本参数模型，创建规划、施工

和运营的业务流程，并在工程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使用，

使所有项目参与者将不同技术平台之间的通信向前推进。

数据的重用支持业务流程的组织和控制，以便在工程项目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交换信息。优势包括中央和可视化沟通、

多个系统的早期比较、可持续性分析、高效规划、多学科

整合和施工现场控制、竣工信息等。

3 机电工程中 BIM 技术的应用

3.1 建模过程的应用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 BIM 技术的超强建模功能，对

于其可视化的建模程度较深。一是通过设计阶段可以在建

模中对于特殊的结构、形式和位置进行相应的思考。结合

区域机电工程相应的特点进行结合，保证建筑工程与机电

工程不同专业之间的合理化、协调与运行。在这个过程中，

应结合现场实际经验，对建筑机电工程与 BIM 技术的问题

相结合。二是其可以有效的应用在整体规划的布局上。机电

工程的施工图纸设计过程中，很多管道、管线的位置已经进

行确定。因此在最终实施前，应由 BIM 技术进行相应的控

制和确定，最终找出优良的方案，保证后续施工的顺利 [2]。

3.2 BIM 技术应用在管线的优化设计

在进行机电安装施工过程中，最难的问题应是在机电安

装管线的综合排布上。如果只按照传统的电管、水管、风管、

管径、冷热水管等基本问题的排布上进行设计，这样就可

能很难以有效的处理。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较新的建筑

结构在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性。因此，不能完全

的反映在图纸上。因此在 BIM 技术软件当中，Navisworks

软件可以有效的对建筑各专业管道碰撞问题进行相应的处

理，碰撞问题可以直观的显示在 BIM 模型当中 [3]。通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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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论证，找出合理的解决方式，同时对各个不同施工工序

的解决方案可以进行成本化的控制，找出最佳的方案，对

于工程的质量、工程成本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3.3 施工信息化建设的应用

在目前信息化技术不断蓬勃发展的今天，其已经广泛

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建筑工程领域作为一项较大的工程，

对于信息化的设置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 BIM 信息化

的过程中，应重点对信息化的各信息沟通进行分解，找出

项目沟通团队的工作重点，在机电安装规划设计平面图、

剖面图等施工图纸的过程显现中，因其不具备直观性，因此，

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但是在 BIM 施工过程中，其优

良的可视化和信息化的特点，对于建筑物各个阶段的设备

标高等情况具有详细的展示。三维模型对于不同专业的人

进行设计具有重要的作用，也为其他专业与机电安装工程

的协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

3.4 交互使用的要求

在进行机电安装工程过程中，因其信息化和技术化的

特点，所以很难对所有的信息都进行相应整理。但是 BIM

的建模技术可以对工程的信息，包括质量、工期、工程成

本等各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整理分类。极大的缩短了人工对

于信息整理的效果。同时，其优良的交互性在利用了信息

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传输效率。对于不同的专业、

不同公司，工程参建各方的信息沟通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增强了工程实施的效率。

3.5 BIM 运行团队的建立

对于机电安装工程来说，如果实施良好的 BIM 信息化

技术，就需要建立专业化的 BIM 运行团队。首先要对相应

的人员进行分析，一般该机构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需要在实施之前，由项目的负责人对项目的安全性、

质量和工期以及信息化处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反馈。在这

个过程中，为了增强其各节点的审核，应设计不同阶段的

实施要点。二是在项目工程的前期阶段。模型工作需要进

行重点控制，特别是设计与施工的过渡阶段，更应对其相

应的碰撞形式，管线的排布进行检查。保证施工的设计与

施工方案是最优化的方案。三是在施工的进行和后期阶段，

应重点对其施工组织设计与模型的建立。实施的过程进行

相应的分配，这包括人工设备资源等相应的调配。在控制

成本、施工工期、质量等方面都具有优良的特性，其信息

化技术的传输也为工程在第一时间的统一思想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3.6 优化设计阶段

在机电安装工程中设计阶段，对于后期的施工具有较

大的影响。因此，BIM 技术在设计阶段的应用，是能够决

定了后期工程实施的难点。在前期的碰撞检查和管线综合

排布中找出不合理之处，为后续的工程实施创造优化条件，

以避免对工期和质量的影响。建筑不同管线、不同专业之

间的标高，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直接的模拟，通过准确的

参数找出相应的碰撞点，为后期的实施优化创造良好条件。

同时，在机电安装设计过程中，同时应将所有的设备规格、

型号进行相应的统计。推荐相应的品牌进行采购，为保证

后期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

3.7 BIM 技术在建筑安全中的应用

通过 BIM 模型的 4D 模拟，将帮助制定机电安装管理方

案，确定塔机的陀螺半径，确保与电力线和附近建筑物的

安全距离；确定哪些员工将在何时何地使用塔式起重机。

创建坠落防护计划，为坠落防护栏杆组件创建模型后，操

作员可以在实施过程中通过 3D 视图清楚地识别多个坠落风

险，有助于提高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控制。创建应急预案。

基于 BIM 的应急预案包括五个子预案，即施工人员进出、

机电设备和运输路线建设、临时设施和拖车位置、应急车

辆和恶劣天气预防措施。从 BIM 模型生成的 3D 动画和渲染

用于与工人沟通应急计划 [5]。

3.8 BIM 技术在项目运维阶段的应用

BIM 模型包含了机电安装工程使用、维护和调试手册中

所需的所有信息，同时还为机电安装工程的改建、扩建等

重大变化提供了完整的原始信息。使用 BIM 进行 FM 管理，

可以释放 BIM 和模型的全部潜力。借助基于 BIM 模型的试

运行和竣工模型文档管理流程，增强了可视化和准确信息，

以有效识别、规划和监控改造工作。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BIM 技术是一项可视化的模型技术，

其在机电安装工程中可以有效的保障工程现场模型的制作，

以及以此来进行的碰撞检查。其在工程设计优化、调整和

节约材料等方面具有较多的优点。BIM 技术是目前一项应

用较高的信息化技术，其在建筑工程中的广泛应用能够为

机电工程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因此，在实际实施过

程中，应重点把握设计与施工的衔接阶段，在前期利用优

良的信息化技术找出工程中的最优方案。为解决工程中质

量、成本、工期、安全等相应的问题，找出解决途径，控

制工程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在工程全生命周期中应用 BIM

技术，对提升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整体质量，具有重要的

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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