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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在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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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中，建筑行业传统理念逐渐被打破，现浇筑建筑

工程逐渐开始应用装配式材料。而 BIM 技术的实际应用能够有效压缩成本资金的投入，降低实际施工中产生的诸多变更问

题等。文中针对 BIM 技术的相关内容进行阐释与分析，并且对 BIM 技术应用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具体方式进行阐述。

以此来为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的决策能力、管理工作水平强化等提供帮助，保证装配式实际运行的有序性，减少问题

实际产生的概率。通过对 BIM 技术相关内容的分析，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一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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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通过对建筑工程不同项目的工作内容与数据收

集来建立建筑模型，通过数据提供的信息经过处理来按照

比例模拟建筑真实情况的仿真技术，所具备的特点是建立

在信息基础上的完备性以及关联性、可视化等，通过技术

特点为建筑工程提供优势，从而促进工程实施效率与质量

的提升。在装配式建筑当中运用 BIM 技术可以高效减轻严

重污染、工程作业实施进程慢、资源运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所以 BIM 这一技术在装配式建筑当中的运用获得了相关工

作者的肯定，能够帮助装配式建筑领域得到了良性的发展。

1 BIM 技术的特征

1.1 协调性

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当中，会涉及到多个不同部

门的施工作业，而 BIM 技术的实际应用，可整合建筑工程

施工建设中的诸多工作内容、数据资料、文件等，在实际

施工中对 BIM 技术进行合理应用，可对施工过程中的交叉

问题进行有效协调，以免后续施工中会产生诸多问题。

1.2 优化性

在建筑工程的施工作业初期，施工方需要参与其中，

对施工方案当中的技术难点进行合理优化，确保施工作业

的有序开展。BIM 技术模型包含建筑工程几何信息和物理

信息，借助于 BIM 技术进行数据模型的实际构建，将工程

项目施工建设相关的设计、实际施工、生产加工、安装等

诸多环节中存在的技术难点考量其中，以此强化施工作业

的质量与成效。

1.3 可视化

基于 BIM 技术进行模型构建，可以为相关工作者进行

建筑工程结构信息的全面展示，基于直观、简单、有效的

方式表达出来，其可以有效降低、规避失误情况的产生，

强化提升其的精准程度。

1.4 模拟性

在钢材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的施工建设中应用 BIM 技

术，可实时模拟所有的施工环节，管理工作者遵照模拟所

得到的数据模型，制定对应的应急措施，以此来减少施工

问题的产生，强化提升现代化施工技术实际应用的质量与

成效。

2 BIM 在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的应用研究

2.1 预制构件的应用

在装配式施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预制结构

构件，预制构件的顺利完成是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的基础，

也是整个工程最为核心的部分，在预制构件环节，BIM 技

术能起到很好的提高工程效率的作用，不管是对于预制构

件进行设计还是实际的生产，都可以很好地利用 BIM 技术。

在工程设计环节，需要搜集各类的数据来作为设计的参考，

BIM 技术具有较好的数据搜集处理功能，它能够快速收集

到与建筑需求相关的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进行详细的整

理，然后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参数化处理，利用 BIM 模型可

以设计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同时还可以对工程设计进行检

测勘验，从而提高预制构件的标准性。在生产预制构件的

过程当中，也可以合理地运用 BIM 技术，从而减少设计图

纸和实际生产出来的配件之间的误差。在生产过程当中，

能够和生产商进行交流，通过 BIM 技术来将一些关键的信

息传递给生产商，让他们能够更加符合施工设计的需要，

提高材料的质量和精确度，保证后续装配过程的效率 [1]。

2.2 构建装配式标准化族库

将 BIM 技术应用于装配式建筑工程当中能够将两者的

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借助 BIM 技术构建的装配式标准化族

库有助于装配式建筑结构模型的优化完善，这大大缩短了

建模的时间。将 BIM 技术应用于生产装配式建筑构件过程

中能够将传统预制构件生产的弊端有效解决，生产人员利

用 BIM 模型直观地查看三维模型，明确生产构件的各项数

据信息，将浪费材料的可能性降低，有助于精准地完成构

件生产，同时有助于后期安装工作的顺利开展。施工单位

利用 BIM 技术向生产厂家提供详细准确的材料、尺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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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信息，并且利用二维码技术将其直接转换为加工

参数，加工单位仅仅需要在生产设备中输入相关设计信息

就可以完成构件生产，将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和准确性大大

提升 [2]。

2.3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的应用

装配式建筑场地作业实施步骤根本上就是组装拼接，在

这一阶段运用 BIM 技术实施作业管治就是应该保证各构件

可以经安全、顺利地吊装到它相关的建筑构架部位，避免

发生错装、漏装、碰撞、安全事故等现象。由于运用 BIM

这一技术能为作业实施场地与过程提供对应的模拟，对作

业实施现场状况实施全面的探析，完成对作业实施实践的

全面预测与监管，继而规划出正确的作业实施方案，为吊

装作业实施管治作业提供指导根据，完成对作业实施细节

层面的把控。所以，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加入 BIM 技术不

仅可以促进不同阶段作业的实施，还能提升作业的效率与

质量。BIM 技术的应用可以替代管理人员对工程的工况观

察操作，利用技术特有的及时共享、模型建立等特点优势，

实现及时作业操控，在人为指挥、操控的基础上提高了精

准程度，并通过工程信息的呈现帮助管理者明确工程阶段

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让管理人员针对工况存在的问题及时

商议对策，从而降低了工程中的安全隐患，降低了问题出

现的几率，从根源上缩短了施工周期。

2.4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交底

为了减少施工技术交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需要在

建筑装配式施工中增加 BIM 新技术的应用力度，选用合理

的技术帮助维护建筑施工阶段各项流程的关联度及契合度，

方便各分包单位灵活使用 BIM 技术展开装配式建筑施工，

保证装配式项目的稳步展开。随着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装配式建筑的示范项目分布也发生了变化，这样就需要在

考虑示范项目实际情况及具体要求的条件下使用 BIM 技术

做施工技术的交底工作，实时灵活的调整各分包单位施工

技术的潜在问题。使用 BIM 技术才可以强化时间属性的引

入力度，这样就可以提高装配式建筑技术交底时的实时性

和准确性，使各分包单位在详细掌握预制件特性和相关施

工工艺的情况下展开施工工作，可以全面体现施工阶段技

术交底的实际效果。

2.5 BIM 技术在模型深化设计和预拼装中的应用

在 Revit 模型中还涉及钢筋、材质及轮廓等信息，通过

对这些信息实施局部修正，以便于拆分构件。在利用 BIM

模型来深化设计预制构件过程中，除了要对二维施工图中

的内在联系进行明确传达以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对预制构

件的节点构造、配筋空间关系等进行可视化、直观化地表达，

然后自动化生成综合楼项目的模具规格、构件下料单等表

单。在遵循构件拆分原则对建筑结构模型中的构件进行拆

分后，需要从 Revit 平台中调用 Dynamo 参数，以此实施可

视化编程，这样便可将构件从 Revit 结构模型中拆分出来，

然后将这些构件进行组合，形成组件。例如在拆分预制梁时，

需要从预制叠合梁的中间进行跨中断开，然后通过调用程

序来达到该目的。考虑到综合楼建筑项目中的柱、梁等节

点在连接过程中是比较复杂的，所以需要应用 BIM 技术

来实施预拼装，以便于对不同节点的连接方式进行检查与

优化 [3]。

2.6 BIM 技术在运维阶段的应用

装配式建筑在组装完成并且检查无误后可以投入使用。

在施工阶段也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利用 BIM 技术

能够检测装配式建筑的运营情况。将 BIM 技术应用于装配

式建筑后期运维管理阶段，可以实时监控整个装配式建筑

的使用情况，同时实时监测和修复工程项目的各个构件，

完整地对接整个项目的后期、前期信息数据，避免装配式

建筑信息丢失。比如后期想要改造加固装配式建筑，那么

可以利用 BIM 技术显示出装配式建筑构件的原始数据，根

据相关信息对原有建筑进行加固改造，保证数据更加精准

有效。物业公司也可以在物业管理中发挥 BIM 技术的优势，

连接好相关设备和 BIM 平台，利用 BIM 平台中的监控信息

对通信、照明、电梯、消防等设备运行情况进行准确地判断，

便于后期开展维护工作。

3 结语

BIM 这一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每个阶段的运用优势都较为

明显，能够提升设计品质，用较高水准的作业实施管治帮

助现场装配作业安全顺利地实施，而且还可以在运维阶段

强化维管，帮助装配式建筑作业实施全过程都可以得到优

质的技术帮扶，保证构件加工的实际精度，高效提升建筑

品质，减少用材与人工浪费，减小施工时间跨度，节省作

业实施费用。所以，应该多加运用 BIM 技术，以更加科学

恰当的融合方式提高装配式建筑相关设计与作业实施技术

水准，完全展现 BIM 这一技术在装配式建筑领域中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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