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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节能施工是当前建筑行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实现我国建筑行业跨越式发展的基本路径。BIM
技术和预制装配式施工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能够从技术层面促进绿色施工的高效发展。本文在
对BIM技术和预制装配式建筑简要概述基础上,明确绿色施工的特点和基本原则,并结合施工案例分析BIM
技术在预制装配式建筑绿色施工中的具体应用,以此为相关工程建设和建筑行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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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green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prefabricated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based on BIM technology
Wenxiang Chen
Xinho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in Chengdu
[Abstract] Green and energy-saving construction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basic path to realize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my country. BIM technology and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have a high degree of fit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can promot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green construction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BIM technology and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green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green construc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based on construction ,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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