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基于 BIM 的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应用研究
张伟伟 1 王志高 1 杜莉 1 李强 1 高波 2
1 中海发展（宁波）有限公司 2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DOI:10.12238/bd.v4i8.3492
[摘 要] 装配式建筑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建筑的新式施工模式,是指在工厂预加工构件后,运输到现场
组装,可以大大提升施工效率和质量。文章就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中BIM技术应用进行探究,明确彼此
联系基础上,合理选用BIM技术在实际中应用,以求打造质量和安全并重的工程项目,推动现代建筑行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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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提醒,避免预制构件现场吊装无法
安装的问题,减少施工风险,降低犯错的
可能性。
本项目在BIM技术支持下的装配式
建筑智慧建造,一个突出优势则是对设
计方案动态优化和调整,及时改进不足,
提升设计方案合理性和有效性。
①在碰撞检测中,基于BIM技术可以
设立装配式建筑各专业模型,多专业碰
撞检查。如(图1)最终得到的碰撞检测报
告改进优化,创新思路,对设计和施工方
案持续优化创新,指导后续装配式建筑
施工活动有序展开。
②通过TEKLA模型的应用,在设计过
程中,将各类预制构件集中通过三维模
型展示,可以很立体地观察出预制构件
与现浇构件的位置关系、预制构件与预
制构件之间的位置关系,很大程度上减
图 1 BIM 碰撞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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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综上所述,装配式建筑智慧制造中
应用BIM技术,可以改善传统技术不足,
实现信息集成化管理,全过程流程优化
和改进的同时,提升施工效率和质量,
不仅可以缩短周期,也可以改善方案中
的不足,指导后续施工活动高效、稳定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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