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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
管理中的 BIM技术应用

陈　伟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401120）

摘　要　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交通建设中的重点工程，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机电工程又是

公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路机电项目的完成状况对于整个公路的建设质量有很大的影响，这需要相关

工作人员对其管理进行高度重视，以此保证机电项目能够高效完成。随着科技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许多现代化工

程的建设都离不开新科技、新技术的协助，机电项目的相关管理人员可以利用 BIM技术帮助其完成机电项目的建

设，以提高机电工程的完成效率 [1]。故此，本文将针对 BIM技术在机电工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并阐述该技

术在运用过程中的优点，以此探讨如何应用 BIM技术，以期能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高速公路　BIM技术　机电工程　项目管理

中图分类号：U41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8-0089-03

国家对于交通运输方面的工程建设逐渐重视，其

中高速公路更是交通建设的重点工程，而机电项目又

是公路工程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相关工作

人员应重点关注机电项目的管理工作，不断提升机电

工程建设管理质量，以下将对 BIM技术在高速机电工

程管理中的应用展开分析。

1 BIM技术概述及作用

1.1 BIM技术的相关概述

BIM技术是一种信息技术，可用于建立相关的三

维建筑信息模型，而其模型的建立需要许多的相关信

息数据，因此，该模型中会包含工程中各个环节的信息，

具有一定的可模拟性，可以对工程建设完成后的状态

展开相关三维形态的模拟，有利于提高机电项目的建

设效率 [2]。从另一个角度来说，BIM技术是通过对相关

建设展开的数字化分析，使其具备一定的可视性，进

而对整个工程的相关构造、形态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储

存管理，进一步强化了相关工作人员对工程项目的各

项数据的了解，使得整个机电项目的完成过程更加规

范，便于工作人员对每个环节中的问题都能及时地进

行处理。在实际的机电建设中，利用 BIM技术能够实

时对其包含的各项信息数据进行修改，并会将其修改

的关联点展现出来，以此来达到在实际工程建设的要

求标准。近几年，随着各行业的发展，BIM技术的应

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公路机电项目的建设中工作

人员也积极利用 BIM技术，展示机电项目的整体建设，

以此加强对公路建设中机电工程的管理，为相关机电

项目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3]

1.2 BIM技术的相关作用

公路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机电项目的

建设，其主要是对公路给排水、电路、消防、通信等

系统进行建设。公路机电项目方面的建设，需要将工

程中的各种设备进行一定组合建设，从而满足相关人

员的需求。因此，机电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相对比较

复杂，相关工作人员在进行机电建设工作前，要做好

相关的准备工作，能够对各个方面进行一定的合理规

划，减少机电项目中的相关风险，保证整个建设过程

可以有序高效地完成。而 BIM技术除了可以帮助相关

工作人员展开相关的机电建设方面的规划外，还能对

机电建设方面的相关资源进行管理和规整，协助项目

负责人对项目的建设进程进行把控，如此，相关工作

人员便于对不同环节之间的协调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并

处理，进而防止工程设计出现变更，减少其设计方面

的误差，最终保证机电工程的完成效率及质量。

运用 BIM技术对机电项目进行管理的人员，可以

通过建立相关的三维建设模型来对项目建设的信息进

行全面的整合，这样不但可以大大提高项目的建设效

率，还能实时接收更新的信息。此外，运用 BIM技术

的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其项目方面的前期投入制定

出相关的方案，进而对建设材料方面的购买环节进行

把控，降低建设材料的花费成本，并能运用 BIM技术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8期 (上 )总第 503期科创产业

90

对其材料建设的配合比展开相关模拟，对材料价格方

面的信息进行全面掌握，对项目建设进程进行把控，

成本方面也会得到有效把控，以此增强相关企业在行

业中的竞争水平。[4]

2 BIM技术的应用优势

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而机电

项目又是其重点建设的环节之一，机电项目的管理工

作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建设的效率及质量，因此，

相关工作人员对机电项目中的管理工作应十分重视。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机电建设中逐渐引入 BIM

技术，以促进相关建设的高效顺利完成，以下将会对

该技术在机电项目的实际应用优势进行分析。

2.1 把控设计的改变

高速公路工程中对机电项目的建设十分重视，其

包含的内容有很多，主要有相关机电设备、监控、通

信、收费、供配电、照明、管线、排水管等方面的建设，

工作人员需要将其进行组合建设，不同系统的组成如

表 1所示 [5]。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其内容

过于繁多复杂，而导致实际施工与工程设计方面有一

定的误差，致使机电项目的建设质量受到影响。另外，

在机电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因其包含的内容比较繁多

复杂，很容易出现工程设计与实际施工过程存在误差

的情况，而导致相关设计发生改变，一旦设计发生改变，

就会影响机电项目建设的顺利完成，从而降低工程质

量及其完成效率，成本方面的消耗也会随之增多，故此，

机电项目的管理人员必须对其建设过程中的设计进行

严格把控，而 BIM技术会帮助其管理人员对实际施工

中其工程设计发生变化的问题进行控制。运用 BIM技

术，对机电项目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应用，从而及时

发现其工程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工程设计方

面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避免设计的变更带来风险。所

以，BIM技术在实际的项目应用中，可以对工程设计的

改变进行一定把控，进而保障其建设的高效顺利完成。

2.2 推动信息的交流

高速公路建设中，机电项目的建设所包含的内容

繁多复杂，其中各种管道线、相关机电设备等都需要

进行组合建设，因此该项目中会有多方人员的参与，

都会负责项目中的一部分管理工作。但在实际的项目

建设中，其建设是一个整体，但不同方面的相关人员

可能会存在信息交流的障碍，从而影响项目的完成效

率，增大建设过程中的风险性。所以，对项目的建设

需要加强信息交流的管理工作，而 BIM技术的运用，

可以为机电项目中共同参与的各方人员提供一个项目

信息交流的平台，如此各方工作人员便可以自行从中

获得项目方面的信息，便捷地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

避免因交流不畅而引起一些问题。[6]

2.3 把控施工方面的具体成本

随着建设行业的飞速发展，公路中机电项目的建

设也越来越被工作人员重视。因其包含的内容有很多，

尤其是各种大型机电项目的建设，其相对会更加复杂，

成本也比较高，但在机电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容易出现

多种不定性问题，会影响建设质量，造成一些不必

要的损耗，使得经济效益受损。而以往的机电项目成

本管理的方法已经逐渐难以解决成本方面的问题，但

BIM技术的出现，可对其整个建设过程进行一定的模拟，

对整个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建设材料、成本方面的损耗

进行一定的合理规划，从而避免实际建设与工程设计

出现误差而引起成本的损耗。对此，相关工作人员可

通过 BIM技术来促进机电项目管理工作的顺利完成，

最终实现对相关项目成本的有效把控。

表 1 机电工程系统组成

系统名称 组成内容

监控系统
车辆检测器、气象监测器、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可变标志、光电缆线路、监控（分）中心设备安
装设备及软件、大屏幕投影系统、地图板、计算机监控网络与软件

通信系统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线路、光纤数字传输系统、数字程控交换系统、紧急电话系统、无线移动通信系统、
通信电源

收费系统
入口车道设备、出口车道设备、收费站设备及软件、收费中心设备及软件、IC 卡及发卡编码设备、
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内部有线对讲及紧急报警系统、收费站内光电缆及塑料管道、收费系统计算
机网络

供配电系统 中心（站）内低压配电设备、外场设备电力电缆线路

照明系统 照明设施、配电箱安装、线槽敷设、开关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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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M技术在高速公路机电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BIM技术在机电项目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不仅有利于机电项目的高效顺利完成，还可以对公

路中机电建设成本有所把控。公路中机电项目的建设

非常复杂，需要 BIM技术的引入，来降低其项目后续

建设环节中的风险，促进其管理方面的工作。上文对

该技术在应用中的优势进行了相关阐述，接下来将会

对其在相关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展开探讨。[7]

3.1 合理规划建设环节中的部署

机电项目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且其管道线、各项

设备、排水管道等都需要进行组合建设，因此其建设

过程比较复杂，环节也比较多。而项目的顺利建设，

需要对其环节进行一定规划部署，这便可以利用 BIM

技术的可视化功能，能够协助相关管理人员对其各项

目的环节关键点和关键部件进行一定标注，从而确保

能对建设中的每个环节的关键点进行部署，优化其工

程设计，协调管道线、设备等相关专业人员互相协作，

不断完善施工方面的流程，保证建设的每个环节都具

备一定的科学性。

3.2 完善项目建设的图纸

以往机电项目建设的图纸都是平面图纸，而平面

图纸不能将其具体施工的问题显现出来，如果相关工

作人员按照图纸进行相关施工，便可能会存在一些位

置被遗漏，从而导致建设过程中出现问题。而 BIM技

术是一种三维模型，可以帮助相关人员多角度、全面

地对实际建设过程进行布置，方便相关工作人员对机

电项目中的重要结构部位进行相关的检测，如若出现

问题也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对机电项目的整个建设过

程做到精细化管理。[8]

3.3 把控其建设阶段的成本

以往的机电项目管理，一般都是利用相 关的平面

设计图展开的，而平面设计图往往会存在一些不足，

在建设过程中，设计图难免发生改变或者深化的现象，

而导致设计图与其实际施工不符，这会影响机电项目

的顺利完成，也会导致建设过程中留下一定的问题隐

患，造成建设质量不达标，最终致使其成本方面无法

得到有效把控。而运用BIM技术，其具备一定的全面性，

可以对实际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发

现并解决，使得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对其建设过程中的

成本及安全进行一定把控，进而保障其机电项目中的

管理水平，增强相关企业的整体效益。

3.4 把控项目建设的质量

由于 BIM技术的特点之一便是可以在应用过程中

对项目建设质量进行合理控制，有效提高机电项目的

建设质量。且运用 BIM技术还能够对其相关建设材料

进行严格控制，对整个建设过程中的质量进行检验管

理，并能对项目的建设方案及时调整，保证机电项目

的质量。

3.5 项目建设完成后的总结评价环节

一般情况下，对公路中的机电项目建设完成之后，

相关工作人员应对其进行总结评价，进而从中吸取一

定经验，这对下一次的工程项目建设也会有所帮助。

而在该环节中运用 BIM技术，建立三维立体模型，可

以对整个建设过程中的设计变更阶段及相关原因进行

一定记录，让相关工作人员对其建设过程有更加深刻

的了解与把控，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科学合

理的评价与总结。[9]

4 结语

当前我国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其在各行业

中的应用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利用 BIM技术对机电工

程项目展开管理已经成为当前行业发展的趋势。利用

该技术进行三维模拟，使得建设模拟更加数字化、可

视化，其能够对机电项目的所有相关信息数据进行分

析管理，并对此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整理，从而提高

机电项目的管理水平，降低整个项目建设中的风险性，

保证机电项目可以高效有序地完成，促进相关企业的

长远发展，提高整个建设行业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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