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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技术的 EPC项目装配式
建筑增量成本应用研究

朱明月

（浙江众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装配式建筑模式环保节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 BIM技术和 EPC总承

包管理模式与装配式工程项目的结合，提升了装配式建筑项目的综合管理能力，减少了装配式建筑的增量成本。

但是，我国处于装配式建筑发展阶段，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成本远远超过传统的现浇建筑，这是阻碍装配式建筑大

规模普及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主要基于 BIM技术的 EPC项目装配式建筑增量成本来进行分析，准确指出装配

式建筑增量成本项，提出了基于 BIM技术的 EPC管理模式在装配式建筑下的适用性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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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自身所具备的优势科学符合我国对建

筑业发展的长期需要，但因为我国尚且处在装配式建

筑发展的初期步骤，相应的技术和标准并不十分成熟，

直接造成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成本居高不下，产生大量

增量成本，因此装配式建筑成本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

外研究重点。

1 装配式建筑增量成本分析

1.1 装配式建筑概述

装配式建筑主要是指能够将建筑的部分构件在工

厂提前制作完成，然后在施工现场可以进行组装的一

种建筑形式。因此，装配式建筑方式有了很大的进步，

能够合理的减少工程费用，节约人力、物力以及各项

材料。更重要的是装配式建筑属于新型的环保建造方

式，它能够减少施工现场的噪音和灰尘，符合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理念。但是采用装配式建筑模式不论是对

构件在 PC构件厂的生产还是构件在运输和现场装配的

过程中，要求和标准都是比较高的，这就需要施工单

位加强对成本的控制。

1.2 装配式建筑的特点

1.由于装配式建筑独有的特点，所采用的构配件

可以在工厂预制完成。构配件在工厂生产的过程中可

以做到流水作业，实现大批量机械化生产。因此，这

种生产方式可以为装配式建筑的构配件提供良好的基

础条件，使构配件在工厂生产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要

求对外部的环境以及构配件的养护等进行不断地优化

和调整，从而不断提高构配件的质量，使构配件符合

装配式建筑的实际需求。

2.装配式建筑的构配件在运输的过程中必须要保

证运输的精细化管理。由于构配件是在工厂中完成，

因此在后期运输的过程中要想保证构配件不受损坏，

就必须要对运输车辆以及装置有比较高的要求。在运

输过程中实现精细化管理，要详细了解运输构配件的

车辆、运输路线、运输的装置并制定完善的运输时间

等，要把运输过程中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周全，

这样才能够提高和保证构配件的质量。

3.装配式建筑还具有科学信息化等管理特点。在

现代建筑技术水平快速发展的时期，BIM技术的发展

也越来越受到建筑行业的青睐，在建筑领域得到了广

泛推广和应用。BIM技术可以和装配式建造模式进行

高度配合，建立科学信息化的管理平台，使整个建筑

工程在建造过程中实现可视化和模拟化操作。装配式

建筑所采取的设计生产施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资源的浪费。施工现场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更少，建

筑垃圾和噪音以及粉尘的污染都有减少，是环保性很

强的一种建筑方式。

1.3 装配式建筑的成本构成及增量成本

一般来说，装配式建筑成本的构成种类比较多，

也比较复杂。增量成本是指为建设某一项目而增加的

经济代价，装配式建筑的增量成本主要是指与传统的

浇筑式建造模式相比所引发的成本差额。

装配式建筑增量成本主要体现在 PC构件试生产、

安装和运输这几个方面，这一点已经得到业内人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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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验证，属于装配式建筑增量成本最为主要的关键

因素。相同的 PC构件价格相近，其细微的差距主要是

因为厂房土地摊销费用和人工费用产生了波动，这主

要和国内城市的物价水平与具体发展程度有关。目前，

PC构件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装配式建筑并

未在国内大面积应用普及，一旦装配式建筑的普及达到

一定水平，PC构件就会类似普通的快消品一样成为大

规模生产的普通商品，单价能够大幅度跳水，这个时候，

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成本会低于传统现浇建筑成本。

PC构件在生产和运输方面相对于传统现浇建筑成

本增加幅度较高，同时运输费用占比较高。PC构件各

子项目在 PC构件总成本中的占比分别可以达到：材料

费 30%，人工费 15%，措施费和运输费 25%，管理费

5%-8%，税金按增值税 13%，利润 8%-12%。另外，

PC构件作为大宗商品，需要收取高昂的税费，PC构件

厂作为盈利性机构，需要大额利润支撑厂房和机械的

折旧和模具生产，多种原因综合导致 PC构件价格走高。

目前，国内 PC构件标准化程度不足，构件规格较

多，对车辆的运输要求高。另外，PC构件通常属于建

筑公司，主要业务均是为了满足装配式建筑需求，对

外业务量很少，很多施工单位为了追求装配式建筑 PC

构件标准化，选择不同厂家的构件会造成运输费用的

大量增加，建厂选择在郊区和城市边缘的厂家会产生

大幅度上升的运输费用 [2]。

2 基于 BIM技术的 EPC管理模式在装配式建

筑下的适用性分析

2.1 BIM技术的优势及适用性

1.BIM技术优势。BIM技术可以将建筑信息进行数

字化的模型实现。数字化模型是一种数据化的体现，

通过数据化建立起的数据库，以 BIM技术作为连接点，

与装配式建筑融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实际的建筑物

中的细节展现出来，使建筑项目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步

骤以及最终的结果都可以通过这一技术来呈现出来。

同时，通过 BIM软件可以有效地进行碰撞检测，这样

就能够尽早发现不足之处，从而及早对设计进行优化，

使后期的施工顺利进行。并且通过 BIM技术可以将工

作流程由抽象转化为具体，施工项目管理工作实现云

管理。通过云管理平台，不同设计阶段的设计人员可

以通过云平台分享自己的成果，最终可以将这些设计

模型整合起来，然后进行仿真模拟，再加入进度和成

本的维度，来实现整个建筑现场的模拟过程，提前将

整个施工过程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演绎。

2.BIM技术的适用性。可以对数据库信息进行优化，

由于建筑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工程数

据，这必然会浪费许多的人力。运用 BIM技术，可以

将大量的工程数据进行有效整合，使每一个阶段的工

程数据通过 BIM信息平台形成资源共享的数据库，以

便于每个专业的设计人员实现数据共享，而且能够提

升工程量和造价信息的精确性。设计人员可以收集到

工程项目在每一个阶段的工程量以及造价数据，从而

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通过 BIM技术还可

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2 EPC管理模式的特点以及优势

1.EPC管理模式特点。EPC是指公司中标后受业主

委托根据合同的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

和试运行等实行承包管理的过程。

2.EPC管理模式的优势。装配式建筑如果能够跟

EPC管理模式相结合，就能够将技术与管理紧密地结

合起来。可以使工程建设形成组织化的管理模式，有

效地实现资源整合和效益的最大化。EPC管理模式可

以有效的节约建筑工程工期，能够将工程中的设计和

施工有机结合起来，使整个工程进度的管理得到有效

提升，保证了施工进度。并且 EPC管理模式还可以优

化和整合整个产业链上的资源，为施工项目在设计采

购等方面实现一体化的管理。这也有利于现场设计人

员可以随时针对设计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保证了工

程的质量并实现了成本的管控。在 EPC总承包管理实

施的过程中，有利于简化企业团队的管理，提高各部

门的协调和沟通，从而促进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

2.3 基于 BIM技术的 EPC管理模式在装配式

建筑下的适用性

通过 BIM技术能够将信息实现数据化，有利于加

强 EPC管理模式的管理能力。利用 BIM技术和 EPC管

理模式的高度匹配，可以使装配式建筑的施工工艺得

以进一步发展。EPC模式的总包单位能够实现 BIM模

型在全过程的设计，实现整个装配式建筑在结构、水

电以及设计、生产等施工工序的信息化和数据化，并

能够保证模型的准确性，有效的提升了工作效率，做

到了信息的有效整合。通过 BIM信息管理平台，可以

对整个装配式建筑的资源分配和管理周期进行科学有

效的配置和运维 [3]。

3 基于 BIM技术的 EPC管理模式控制装配式

建筑增量成本的应用

3.1 设计阶段

通过 BIM技术可以对设计的构件进行预设安装，

而且工作人员可以通过 BIM技术管理平台，运用 EPC

总承包管理模式将设计人员以及现场施工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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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联系起来，对 BIM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并

且还可以提前进行碰撞检查，在施工技术人员丰富经

验的基础上不断对模型进行优化和查漏补缺，从而减

少在后期出现图纸变更的现象，为 PC构件的质量提供

了可靠保障。

3.2 采购阶段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采购阶段对于一个项目

的物质保证是非常重要的，且费用比例也是比较大的，

因此必须要对采购的质量进行严格控制。通过利用 BIM

技术建立起 EPC协同管理平台，就可以使整个项目的

设计、采购以及施工进行更加合理的协调运作，节省

采购所用的时间，并且减少了相应的费用支出。采购

人员可以根据 BIM模型，准确快速地了解项目所需要

采购的材料设备的数量和种类，并且可以在 BIM信息

管理平台上实现采购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同时，采购

的时候如果想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需要利用 BIM技术

创建相应的模型，通过模型把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

记录，然后利用相关软件进行自动化的汇总计算，从

而提取出任意施工阶段的所有信息，以此来提高采购

的效率，使采购的物资得到更加有效管理。并且 EPC

总承包商可以通过 BIM技术，在设计初期就全面地了

解到整个项目需要的所有材料和设备，从而能够做到

精细化的采购计划，保证了采购的实效性和可靠性，

减少了采购的费用 [4]。

3.3 生产运输阶段

通过 BIM模型可以将构件进行拆分和优化设计，

使 PC构件能够达到标准化的生产要求，科学控制 PC

构件生产周期，结合 EPC协同管理平台，就能够根据

现场的施工进度提前对构件的生产进行安排，保证项目

的施工进度并节约生产成本。在 PC构件运输过程中，

必须要充分考虑到 PC构件的数量、编码、装车顺序和

生产计划等方面，以便于配合具体的配送方案来详细制

定运输计划。通过 BIM_EPC协同管理平台，能够将构

建的详细信息充分考虑进去，从而使运输计划做到更加

科学合理的安排，保证了构件在运输过程中的质量。

3.4 施工阶段

在整个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构件的

种类，主要包含预制墙、预制阳台、空调板、预制楼梯、

预制叠合板等等，而且数量十分庞大。一般竖向的构

件在进行装配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楼栋的具体高度进行

装配，利用 BIM模拟技术，就可以提前对施工工艺以

及设备的运行等进行模拟，提前发现和解决施工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预演和方案

设计，进行预制构件现场可视化技术交底，完整交代

施工步骤和施工工序，直观展示逻辑关系，避免装配

施工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质量安全事件，成功做到控

制装配施工工期和装配成本的核心目的。可以提前对

项目的施工工序进行预设，使复杂的工艺变得简单明

了，这样也有利于工作人员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更容易

把握关键环节和步骤，避免了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质量

安全问题而影响工期和成本的管控 [5]。

4 总结

增量成本最高的组成部分是 PC构件生产阶段，大

约占到全部增量成本的 81%左右，是重要的控制环节。

根据本文分析，必须采取相应的科学对策降低增量成

本，从设计、采购、生产和施工环节的优化方案对增

量成本进行减负。装配式建筑的发展符合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而 BIM技术和 EPC总承包管理模式也为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创新了管

理模式，提高了管理效率，减少了装配式建筑的成本，

推动装配式建筑向绿色可持续发展又迈进一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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