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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装配式建筑模式下,各阶段需要众多参与方共同完成,由此生成了种类繁杂、海量的建筑信息,使得装配式建筑信

息管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对装配式建筑的推广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为了提高建筑信息的总体管理水平,就需要使用现
代信息管理技术与方法,而 BIM 技术的日趋成熟,以 BIM 技术作为支撑的装配式建筑信息集成管理,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也是装
配式建筑信息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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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历程,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建筑
信息管理。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是由众多参与方完成的,而且

最大程度上减小风险,同时有效提升建筑工程效率。
1.2.3 生命周期管理

在生命周期之内生成了海量建筑信息,大多采用纸质的形式

从本质上分析,BIM 技术就是协作过程,与建筑生命周期

进行传递,所以特别容易发生信息缺失问题,以致于建筑工程

息息相关,然而 BIM 是全新的一种集成建筑信息技术,根本

效率低下。为了能有效解决建筑信息管理问题,就需要对各参

性价值就是信息管理与应用[4]。项目策划期,数据信息搜集

与方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协调,以实现信息的高效传递。基于信

与应用,直接关系着工程项目定位；设计期,数据信息研究与

息时代下,BIM 的发展越发成熟,以 BIM 为支撑的装配式建筑

使用,关系工程项目总体设计；建造期,数据信息的分享与使

信息集成管理成为了新的发展趋势,也是提高建筑信息管理

用,利于有条不紊的施工。
2 BIM 在装配式建筑信息基础层管理中的实践应用策略

效率的重要举措。
1 BIM 概念解读

2.1 基于 BIM 的协同设计

1.1 BIM 的含义

基于 BIM 技术与互联网技术深度结合下的协同设计,相比

关于“BIM”的定义,其中美国建筑信息模型标准提出的最

于常规设计方的独立关系有着明显不同,关于装配式建筑设

受认可,其指出“BIM”是通过数字技术呈现建筑工程项目的物

计方面,施工方与构件生产方需要提前参与设计工作,从而提

理与功能信息,而且工程项目的不同阶段,参与者都能通过

高设计的深度与广度,消除工程项目可能面临的各类问题,从

[1]

BIM 技术实现信息的有效输入、修改以及输出等基本操作 。
1.2 BIM 的特点

而使设计成果有效满足构建生产和工程施工基本要求。
构设协同平台,指的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工程“设计、

1.2.1 建模技术

生产、施工”之间的有效衔接,把各个专业之间的有关设计

BIM 是全新的建模技术,与 CAD、3D 建模技术不同,其主要

数据信息、文档资料等进行科学整合,并传输至平台,实现协

特点如下：①仿真性,以 3D 视图和多维数据有效融合的形式

同设计,由此就能辅助设计师实现工程项目科学的实行审查

展开建模,“BIM”技术实现了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深度融合,由

与管理,切实提高建筑工程设计效率[5]。基于 BIM 的协同设

此模型不仅可以具备 3D 效果,还拓展了模型内在信息,为模型

计,功能分为：工程项目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参与 BIM 模型

赋予了“现实化”
。②参数性,以 BIM 技术数字化的形式呈现

设计,进行文档管理；所有的参与者可以相互分享信息,实行

建筑元件,为其赋予了能够计算的资料与图形性质,同时参数

权限管理；BIM 模型信息提取等多项功能。关于不同专业、

[2]

能进行修改 。③数据性,通过 BIM 技术展现建筑元件,蕴含了

不同环节之间的信息共享,主要借助桌面虚拟化+BIM 技术+

可以描述的数据,由此使得分析与应用更为便捷,例如工程造

互联网技术完成建筑、机电等协同设计。

价预算、能源分析等。④联动性,也就是数据高度一致,例如

2.2 基于 BIM 的工程信息化管理

元件数据信息的修改,也会使相应的关联体一起修改。

2.2.1 设计生产管理系统

1.2.2 协作过程

将 BIM 设计信息有效导入至中央控制室,经过分析构建

BIM 技术的使用,可以保证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对工程项
目的利益者带来直接或者是间接性影响,也就是 BIM 技术把
[3]

工作转化为能整合与交换的过程之中 。由此任务就会分解

信息表、产量,从而有效明确各类构建模具的生产套数和物
料的具体进场时间,以及人力配置等详细信息。
2.2.2 生产计划排产管理

为若干个协调与合作的具体流程,借助 Web 通信把资料进行

根据工程项目的施工期与现场构建的相应吊装顺序要

聚合,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和知识,用于模拟和操纵建筑模

求,综合分析不同构件生产的流程、工序,制定科学、合理的

型。此种形势下,只需模拟实际状态,就能保证决策的准确性,

构件生产与装车方案,从而得出最优排产管理计划。结合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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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呈现的相关数据信息与排产管理计划,合理安排构件日

使用 BIM 软件对装配现场中的施工总平面进行科学模拟,

产量,编制合理的材料供应方案,同时也能更科学、详细的安

关于场内道路、用水、用电以及材料堆放等必须进行合理布置,

排钢筋加工量、混凝土浇筑量等工作内容。

优化与整合功能区,建立可视化管理模式,实现动态式优化。

2.2.3 材料库存和采购管理

2.3.3 工作面划分和工作面交接管理

按照生产排产方案,编制物料采购方案；生产中实时、详

把所有的平、立面划分为独立管理区,然后定义成不同

细、准确的记录各项物料使用情况,并且库存量也要实时显示,

工作面,把图纸、合同以及质量安全等有关信息进行独立管

经过对构件生产物料实际需求量、库存量的深入分析,明确具

理,拓展总承包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增强总承包管理的细度。

体采购量,同时制定采购报表；以供应商的数据库作为平台,
实现自动下单供应商。

2.3.4 装配施工和工艺模拟的优化
基于综合优化之后所对应的 BIM 模型,实现构件吊装安

2.2.4 构件堆场管理

装、节点连接以及支撑点等的三维模拟,以实现工序和工艺

对构件信息进行编码,实现构件产能与需求之间的关联,

的有效优化。基于 BIM 的全过程信息追溯系统,通过手机扫

自动形成构件存储方案。关于构件库存的相关管理工作,可

描预制构件二维码信息(或通过 RFID 技术),进行构件从生

进行构件编码和扫描实现构件问题的及时、准确定位。

产、运输到现场安装的信息追溯。

2.2.5 生产过程信息实时采集

3 结束语

关于生产流程实时监控,搜集各生产过程的加工信息,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装配式建筑不同阶段生成的

如操作名称、加工时间、加工质量等,及时了解零部件的库

建筑信息集成管理问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而 BIM 技术的日

存信息,利用信息汇总分析辅助管理决策。

趋成熟,引领了建筑行业发展新潮流,其能够集成装配式建

2.2.6 基于 BIM 的 CAM 智能化加工

筑全生命周期之内的各项信息,是实现建筑信息集成管理的

工厂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可以实现存储于 BIM 模型内设计

重要路径。基于此,文章通过对 BIM 技术概念的解读以及特

信息的有效管理和转换,同时将其转换成 PLC 能够识别、读取

点进行分析,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基于 BIM 的装配式建筑信息

的生产信息,然后通过 CAM 技术完成构件自动化生产,从而打

集成管理方法,期望能为装配式建筑信息管理工作提供思路

造“设计+加工”的体系,省去设计数据信息重复录入系统操作。

与参考依据。

2.2.7 基于 BIM 物流运输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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