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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国家经济的支持和各行业的大力配合,人们对于建筑的质量提出了多元化要求,要求给水排水
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既要安全,又要合理又美观,而BIM技术属于新兴化的信息技术,它能按照专业人员
的不同需求、不同建筑项目的数据信息,帮助施工人员把各种建筑工程的信息模型虚拟模拟成为三维
立体模型,有效的进行辅助,给出比较全面高水平的施工方案,BIM技术同时又具有很多优点,比如项目
信息的完备性、项目信息的关联性、项目信息的一致性、项目信息的协调性、项目信息的可视化、
模拟性、优化性及可出图性等特性,让施工管理人员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BIM新型技术能大幅降低
工程的出错、返工比例,确保建筑工程的顺利实施。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探究BIM技术在建筑给排水施
工中的应用现状,以及在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应用策略,及有效促进建筑给排水施工和管理工作的有效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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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Dan 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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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strong coopera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People
put forward diversified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requiring that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should be safe, reasonable and beautiful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While BIM is an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can help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to simulate the information model of
various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to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eeds of professionals
and the data information of differ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so as to effectively assist and gi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high-level construction scheme. It also has many advantages. For example, the
completeness of project information, the relevance of project information, the consistency of project
information, the coordination of project information, the visualization,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and drawing
ability of project information make the use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ersonnel more convenient and fast.
The new BIM Technology can greatly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errors and rework, and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BIM technology in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nstruc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Key words] BIM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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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桥梁工程桥面铺装是指在桥梁面板上进行防护层铺筑的施工过程,能够有效的避免车辆
轮胎和桥面板的直接接触,从而分散行驶车辆作用于桥面的重量,提高桥梁的使用寿命。但是目前桥面铺
装病害对于防护层的作用发挥具有不利的影响,应该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针对桥面铺装病害及控制措
施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引起有关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本文就此进行分析,以期给相关工作者提
供参考。
[关键词] 道路桥梁工程；桥面铺装病害；控制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Disease and Control Analysis of Bridge Deck Pavement in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Hailian Fan Weiguo Xiong
Henan Jintu Traffic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Bridge deck pavement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refers 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rotective
layer paving on the bridge deck,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direct contact between vehicle tires and bridge
deck, so as to disperse the weight of driving vehicles acting on the bridge deck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bridge. However, the disease of bridge deck pavement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ve
layer, which should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the disease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bridge deck pavement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must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researchers. This paper
analyzes i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workers.
[Key words]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bridge deck pavement disease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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