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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配式建筑已逐渐成为现阶段建筑领域的发展新趋势,在装配式建筑的建设过程中,其施工质
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建筑工程中对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进行应用,可以有效减少现场工程量,缩短工期,
达到减少污染的效果。新时代建筑行业的发展也需要不断的优化和创新。基于此,本文先对装配式建筑
管理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其次对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有效运用策略进行分析,供相关研
究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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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at this stag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 applic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mount of on-site engineering, shorte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achieve the effect of
reducing pol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also requires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nd then analyze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for reference in related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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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内容,这样才能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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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注重连接缝隙位置的科学预留,确保

筑错误的情况。此外,需要注意装配式建

上进行预先模拟,直接展现完工效果,让

构件衔接结构的紧密度与完整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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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因此企业必须提高免模技术,制备质量

替换提供了数据支撑。相对于传统的现

[1]李沐鸿.浅析装配式建筑施工技

优质的空心砖,在空心砖四周的侧壁分

浇结构受施工现场的误差影响较大,装

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J].居

别设置凹凸槽,有助于提高空心砖之间

配式建筑的预制构件BIM数据库是非常

舍,2021,(04):33-34+36.

的稳定性,保障门窗的气密性。

精准的,对于后期建筑的调整,无论是增

[2]唐殿峰.装配式建筑各技术体系

加设备开孔还是更换建筑配件都可以提

施工分析及施工质量控制[J].建筑技术

供精准的模型数据。同时,坚持“以终为

开发,2020,47(21):12-13.

3.3采用BIM技术进行协同一体的
管理
(1)建筑与装饰的协同。装配式建筑

始”的理念,可以在装配式建筑中不断地

的装修一体化已不是新鲜事物,比如,PC

完善工程数据库,从而实现预制构件族

外墙的饰面反打技术,装配式钢结构的

库的积累。通过迭代往复,实现装配式建

干式装修。在实际项目中也不难看出,

筑全生命周期的正回馈。

无论是施工工期、施工质量还是施工的
便捷性,干式装修相对湿法装饰施工具

3.4结合建筑实际需求优化创新工
艺技术

有非常显著的优越性。BIM技术通过进行

在装配式建筑的建设过程中,其工

装配式预制构件的模拟,可以实现对装

艺技术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预制构件

6

[3]应彬彬.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探
讨[J].住宅与房地产,2020,(09):205.
[4]冯兴凤.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关
键技术及质量控制研究[J].建筑技术开
发,2020,47(06):35-36.
[5] 张 石 淋 . 关 于 装 配 式 建 筑 施
工 技 术 要 点 的 分 析 [J]. 科 学 技 术 创
新,2019,(36):118-1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