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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的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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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代，同时，施工安全管理引起政府及行业专家学者
的关注。本文首先分析当前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然后介绍了 BIM 模型的具体内容，举例说明几
种 BIM 安全管理的模型，并将其融入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旨在为施工安全管理提供新的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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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Based on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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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new management ideas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an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with an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government and experts
pay more atten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some keys and difficulties in current
construction,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BIM model, illustrated several BIM security management model, and
integrated it in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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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整个建筑行业也在进行着更深一步的发展，高层建筑、大跨度建筑越来
越多，施工难度越来越大，而新建建筑大多场地条件复杂，施工环境不好，施工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并不高，建筑行业的工伤或者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引起国内学者的反思[1]。因此在评价一个项
目优劣的时候，安全文明施工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为了保证建筑工程施工的安全，有必要引
入新的管理模式——BIM 施工模型。BIM 模型目前已经应用于国内的大型施工项目管理中，本文主
要针对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 BIM 模型进行研究。

1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分析

现代建筑的发展呈现出全新的趋势，具体表现在建筑的高度不断地增加，建筑的体型越来越多
复杂化,建筑的结构形式更加多样化。整个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的特点就是建筑产品本身的单件性，建
筑生产施工流动性，施工周期长，工作内容繁多，工人的劳动强度比较大，建筑从业人员素质参差
不齐，因此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难度大。建筑施工的工作内容大都在室外，场地环境比较恶劣，地
理环境和天气环境等对施工的安全影响大。具体地说，场地环境影响安全管理的主要表现在深基坑
的开挖及其雨季施工安全防范工作是安全管理的难点。建筑物的高度增加决定了垂直运输工具的重
要性，塔吊的安全管理，除了受自身设备安全的影响外，天气条件也是较大的因素影响，相关安全
生产技术规范规定六级及以上大风时禁止塔吊使用，就是为了避免塔吊平衡臂发生意外。防止高处
坠落、物体打击和塔吊等大型施工机械的安全使用都是安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建筑工地中大量使
用各类施工升降机，如何保证升降机安全可靠地运行是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因为它可以保障各类
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杜绝使用大功率电器和防止电线路老化是保证整个项目的安全生产用电和生
活区的安全用电的重要举措，这也是施工用电安全管理的重点。建筑施工流动性大，大部分从业人
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我国虽有《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安全操
作规程，但具体实施起来存在着困难，由于很难坚持长效的安全生产教育，从业人员工作环境差且
相应的防护措施不到位，这些都是安全隐患。所以我们找出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安全管理难点进行
相关的 BIM 建模，进而进行分析，做到“预防为主”是避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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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模型

BIM，全称是建筑信息模型，主要是将项目管理的信息统一归纳，整合到一个视觉模型里，通
过这个模型，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现场的施工情况，进而进行进度、安全管理。目前对于 BIM 项目
管理模型的研究现状主要是针对项目的施工方案进行数据设定，模拟施工场景，在观看模型的时候
能够识别危险源，进而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和改善意见。BIM 模型系统同样可以应用于在安全系统
逃生方面，也就是说，一旦整个项目发生安全事故，具体的合理逃生路线都可以在 BIM 安全系统里
视觉看到。因此这是 BIM 的一个“可视化”特点。BIM 最早是被西欧国家应用在项目管理上的，随着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整个 BIM 被越来越多的项目所广泛地使用，有通过 BIM 模型对于整个项目成
本管理的研究，也有对整个项目管理进行研究，以及针对安全项目管理模型进行研究的，因此目前
BIM 已经广泛应用于整个建筑项目上。虽然现阶段 BIM 在整个建筑行业的发展还不是那么规范，同
时缺乏政府的法律法规，但是随着 BIM 功能和技术的逐步完善，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优势逐步被开
发出来，肯定会被越来越多的建筑工程项目使用，其结果是能够提高项目的管理实效，减少安全事
故的发生，更加有利于整个项目朝着规范化、信息化和更安全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施工总承包单
位项目管理的“三控、三管、一协调”的工作开展[3]。
对于项目安全管理，首先要知道具体的安全隐患源，然后就是应用相关的危险识别管理。因此
识别安全风险是建立模型的步骤之一。通常国内学者针对风险的评估办法是研究风险发生的原因、
安全风险源识别、安全风险系统评测等内容进行分析。而整个 BIM 模型的优点就是能够预先能够识
别安全风险源，并且能够给出指导性的意见，这样相关管理人员就能制定出相应的安全措施避免安
全事故的发生。相比之下，传统安全管理模式更多的是纸上谈兵，首先是制定的相关的安全措施，
然后进行相关的过程控制，这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不能直观地了解这个安全的隐患，无法事先进
行有效的控制。

3

BIM 安全管理模型的建立

本文主要是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模型，为建筑安全管理提供相应的安全管理对策，其原理主要
是根据相应的风险识别办法。
通常 BIM 系统模拟的软件是非常的多，有 PKPM，鲁班，斯维尔，广联达等，它们都结合了
CAD 软件。BIM 建模的流程就是在二维模型上将各种数据在不同视觉角度添加到软件内容中去，建
立一个共享的信息平台，然后再将二维模型转换成三维模型，通过这个三维模型就能很清晰地知道
具体的风险源在什么位置，这样就能指导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来防范风险的发生[4]。

图 1 斯维尔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模型
Fig.1 Sitwell's safety management mode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如图 1 所示，斯维尔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模型的建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数据层，二是模型
层，三是应用层，建立的步骤是首先将数据层的内容输入斯维尔软件当中，建立相应的二维模型，
然后生成三维模型。当然具体操作的时候可以两个步骤同时进行，最终的结果就是能够视觉观看所
建立的模型，分析其是否安全。BIM 模型下的项目安全管理，符合风险识别具体流程，能够通过计
算机模拟施工现场的分布情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5]。
广联达 BIM 软件不仅可以在设计阶段进行紧急疏散模拟试验等，还可以在招投标和施工阶段根
据施工组织设计进行 4D（3D+进度）、5D（4D+成本）甚至是 6D（5D+安全）的动态施工模拟，它
以 BIM 平台为核心，集成土建、机电、钢结构等专业数据模型，以 BIM 模型为载体，实现进度、
预算、物资、图纸、合同、质量、安全等业务信息关联，通过三维漫游、施工流水划分、工况模拟、
复杂节点模拟、施工交底、形象进度查看、物资提量、安全等核心应用，帮助技术、生产、商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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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部门人员进行有效决策和精细化管理，促进施工单位“进度、质量、成本、安全、环境”五大
目标的实现以及提高项目的安全管理水平。具体流程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2 广联达紧急疏散模拟试验
Fig.2 The simulation test of Goldan emergency evacuation

4

图 3 广联达模型数据集成
Fig.3 The integrate data of Goldan model

BIM 在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应用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垂直运输设备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垂直运输设备无论是安装过程，还
是使用过程都是一个重要的危险源，值得重点关注[6]。在建筑群施工中，合理的布局塔吊的位置，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避免塔吊之间相互运转碰撞，使塔吊臂下面行人最少是其设计原则。通常
来说都是建立相应的三维模型来进行相关的检验，看多塔作业是否能够满足安全要求。根据建筑物
外观尺寸，建立最简单建筑三维模型，模拟多台塔吊工作时
的运行轨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多台塔吊的运行轨迹是否有
交叉的部分，有交叉的部分就说明多台塔吊同时作业时，有
可能产生碰撞，这种布置是不合理的[7]。如图 4 所示，为了
建筑工程施工的需要，在不同位置安装了两台塔吊，将相应
的数据输入 BIM 建模数据系统会发现，两台塔吊在工作状
态的时候会有交叉的部分，如图 4，可以看出整个塔吊 1 在
设计的时候是基本是为左侧一栋大楼使用的，塔吊 2 是为右
图 4 两台塔吊之间的相互碰撞
Fig.4
The
collision between two tower cranes
侧一栋大楼使用的，在传统的设计中，没有考虑整个运转轨
迹，没有考虑两台塔吊同时使用的情况，在模拟运转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两台塔吊会发生碰撞，
存有安全隐患[8]。因此必须增加相应的措施，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当然也可以根据这个模型进
行计算分析出两台塔吊的安全距离，从而指导布置两台塔吊的位置。由此可见 BIM 安全管理模型在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中的还是具有实际作用的[9]。

5

结 论

建筑施工现场由于施工环境复杂，影响安全的因素多，引入 BIM 安全管理模型对施工项目的安
全管理进行指导，可以通过模型模拟施工场景，发现安全风险源，从而制定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真正实现安全管理的事先控制，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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