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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装配式建筑绿色、环保、节能、高效的特点,再加上政策利好,建筑行业在施工过
程中都更愿意选择装配式的施工模式。所有预制构件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制生产,并确定出厂时间和运
输方式,在施工过程中,工人将各种构件材料进行组装和装配。但是,装配式建筑构件的设计、生产、运
输、安装环节对精准度的要求都很高,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成本、履行绿色环保的责任,在装配式建筑
施工过程中引入BIM技术,将所有环节在数据模型中进行全过程模拟和精准控制,使工程项目的施工作
业更加科学、合理、优化、绿色、节能,体现较高施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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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high efficienc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coupled with favorable policie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more willing
to choose the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mod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ll prefabricated components shall be
prefabricated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the delivery time and transportation mode shall be
determin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workers shall assemble and fabricate various component materials.
However, the design,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mponents have high
requirements for accuracy.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control the cost and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IM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and all links are simulated and accurately controlled in the data model, so as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more scientific, reasonable, optimized, green and energy-saving, reflecting a high construc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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