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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相关技术解决组装合成高层建筑项目的物

流风险 

项目负责人：陈炳泉教授 

项目组成员：Dr. A. Darko、杨扬博士 

项目摘要：  

        作为一项创新技术，组装合成法是指在厂房生产的独立组装合成组建，其后

将此建筑模块运送到工地进行组装 (Buildings Department, 2018)。组装合成法能够

有助于缓解劳工短缺和老龄化问题，提高建筑项目生产力、安全、质量和可持续性，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建造业议会因此在业界大力推广此项技术。然而，组装合成法

也存在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若不进行有效管理，这些因素将严重影响组装合成项目

的实施与交付。因此，亟须为组装合成项目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建筑信息模型 (BIM)是一项创新的数字化科技，用于加强持份者之间对建造项目

生命周期的交流、信息交换与更新、合作等(Autodesk, 2020)。它是一个系统的、有

效的风险管理科技，能够涵盖整个项目流程，包括从初步设计、建造至拆除、回收。

BIM与其它数字化科技结合一起使用（在本项目称为 BIM相关数字化科技）更能进一步

加强其风险管理能力。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为： 

1. 辨识和分析组装合成高层建筑项目在物流阶段的关键风险； 

2. 建立一个以建筑信息模型相关技术为核心的物流风险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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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本研究项目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阶段一：文献回顾 

本课题组通过查找、分析相关国内外文献、报告，以进一步建立良好的理论基础和

研究目的： 

(1)明确世界各地组装合成项目的行业惯例和市场化状况； 

(2)辨识组装合成项目的风险因素，其首先主要集中在组装合成项目的供应链，然

后细化到具体的物流阶段，制定物流风险因素列表； 

(3)为组装合成项目建立风险管理系统框架； 

(4)探索 BIM 如何单独或结合其它科技应用到组装合成项目在整个供应链包括物流

阶段的风险管理中，BIM与其它数字化科技结合一起使用在本项目称为 BIM相关

数字化科技； 

(5)制定基于 BIM 的风险管理策略，以减少组装合成项目在整个供应链包括物流阶

段的风险； 

(6)建立一个以建筑信息模型相关技术为核心的物流风险管理系统。 

 

 阶段二：结构化访谈 

    在此阶段，课题组将邀请本地业界组装合成技术方面的专家参与访谈，访谈内

容为： 

(1)香港组装合成项目的行业惯例； 

(2)香港组装合成项目在物流阶段的主要风险因素，以及现阶段使用 BIM 相关技术

来管理这些风险：首先，通过辨识组装合成项目在物流阶段的主要风险因素，



 
 

 
 

探讨 BIM 相关技术用于控制这些风险的可能性，并制定 BIM 相关技术用于管理

组装合成项目物流风险的策略； 

(3)政府部门与业界如何支持 BIM技术下物流风险管理系统的应用。 

 

 阶段三：德尔菲调研与焦点小组讨论验证研究结果 

    在此阶段，德尔菲调研目的是基于业界专家有关香港组装合成技术的知识与经

验，总结组装合成项目物流风险因素并达到基本一致性结果。这些风险因素将被囊

括在 BIM 相关技术的物流风险管理策略中，从而进行进一步焦点小组讨论，以验证

研究结果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项目进展： 

2019年阶段一和阶段二已经完成。 

 文献回顾 

- 研究课题组通过查找、分析文献，罗列出组装合成项目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因素，

如表 1 所示。基于此，又细化了组装合成项目在物流阶段的风险因素（表 2），

将用于下一阶段的访谈调研。 

- 课题组已经完成一篇题为 “Computer-aided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based 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risk management – Critical 

survey and future needs”1的论文，正在同行评议中，已附上附件 A供参考。

在此篇文章中，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组装合成项目风险管理系统，如图 1所示。

我们也建立了 47 个组装合成项目风险及其对应的 BIM 相关技术的风险控制策略，

                                                           
1 Darko, A., Chan, A.P.C., Yang, Y., and Tetteh, M.O. (under review). Computer-aided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based 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risk management – Critical survey and future needs. 

Computers in Industry (2018 SCI IF = 4.769), Manuscript Number: COMIND-D-20-00102. 



 
 

 
 

如表 3 所示。 该表显示 BIM 可单独或与其它技术结合使用，如地理信息系统、

无线射频识别、扩增实镜、虚拟实镜、语义网技术，以达到控制组装合成项目

风险的目的。文章详细回顾了基于 BIM的组装合成项目风险管理实例，也指出了

目前实践中的研究空白，为未来研究提供指引。文中将风险分为 6大类：计划和

设计风险、制造风险、物流风险、安装风险、多阶段风险和一般风险。前四大

风险基于组装合成项目的发展阶段。多阶段风险会发生在多个项目阶段。比如，

“查找组装合成模块困难“的状况可能出现在制造、物流、现场安装过程中。

一般风险，比如“持分者之间缺乏沟通”可发生在项目所有阶段。由于缺乏相

关研究，表 3并未展示营运阶段、重建、重用等阶段的风险。尽管如此，表 3所

列的风险因素能够为组装合成项目制定及应用基于 BIM的风险管理办法，具有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表 1 组装合成项目供应链风险因素 

编

号 

风险因素 综合因素 Some key references 

R1  未明确的项目目标和可行性 

 项目范围的改变 

 工作范围的改变 

 项目范围的界定不清晰 

 项目可行性和规划不恰当 

项目范围的改变 Li et al. (2013), Lee and Kim 

(2016), Li et al. (2016), 

Taylan et al. (2014), Hwang et 

al. (2017) 

R2 组装合成系统选择不当  Lee and Kim (2016) 

R3 模块尺寸与交通规范不符  Lee and Kim (2016) 

R4 模块尺寸未考虑道路和工地入口情况  Lee and Kim (2016) 

R5  实体模型测试不合格导致设计改变 

 设计不符合防火和抗震标准 

 材料和结构过度设计 

 抗侧力设计不足够 

 设计的改动 

 未完成的设计 

 设计失误导致的重新设计 

 设计文件不清晰 

 后期设计更改 

 详细设计或说明不清晰 

 不良的设计 

 设计的变动 

 建造过程中的设计修改和变动 

 设计信息缺失或错误 

 设计师和制造商之间的设计信息缺口  

 建造过程中对设计变动的反馈不及时 

设计问题 Mojtahedi et al. (2010), Li et 

al. (2013), Hossen et al. 

(2015), Zhao et al. (2016), 

Lee and Kim (2016), Li et al. 

(2016), Hw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Enshassi et al. (2019) 



 
 

 
 

R6  未有反映通货膨胀率浮动 

 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率浮动 

 通货膨胀率上升 

 劳工和物料价格浮动 

 燃料价格浮动 

通货膨胀率变动 Wang et al. (2015), Lee and 

Kim (2016), Zhao et al. 

(2016), Osei-Kyei and Chan 

(2017), Ameyaw and Chan 

(2015), Hwang et al. (2017) 

R7  甲方对建造物料、设备的具体要求 

 甲方的要求模糊 

 甲方干预 

 甲方延迟付款 

 甲方改变喜好 

甲方不当的干预 Wang et al. (2015), Lee and 

Kim (2016), Zhao et al. (2016) 

R8 成本估计不精确  Lee and Kim (2016), Zhao et 

al. (2016) 

R9  模块构建加工失误 

 模块衔接失误 

 模块安装失误 

 操作失误 

 设计文件失误 

 序列号记录错误 

人为失误 Lee and Kim (2016), L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Enshassi et al. 

(2019) 

R10 生产进度与现场环境不符  Lee and Kim (2016) 

R11 工地现场与模块生产工厂之间的距离  Lee and Kim (2016) 

R12 工地现场吊运工具选择失误  Lee and Kim (2016) 

R13 人为失误导致物流信息不一致  L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R14 不同公司资源管理系统导致信息互操作性低  L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R15  模块运送到现场延迟 

 模块延迟交付 

模块运送延迟 Zhai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物料延误 

 运输延误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R16  吊机故障或维修中 

 器械故障 

 拖车故障 

 运送车辆坏损 

 仪器故障 

 吊运器械低效 

机械无法运作  Li et al. (2013), L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Zhai et al. 

(2015), Enshassi et al. (2019) 

R17  设计审批低效 

 过多的审批程序 

 复杂的规划审批程序 

 文件签发延迟 

复杂的审批程序 Taylan et al. (2014), Zhao et 

al. (2016), L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Hossen et al. (2015) 

R18 设计数据转换低效  L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R19 检验大批量模块标签低效  L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R20 模块错放  L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R21  恶劣天气 

 极端天气 

 工地天气变差 

 天气变化 

恶劣天气 Li et al. (2013), Zhai et al. 

(2015), Hossen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Hwang et al. (2017), 

Enshassi et al. (2019) 

R22 不可抗力（如劳工纠纷、罢工）  Aibinu and Odeyinka (2006), 

Zhai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Hwang et al. (2017) 

R23  非技工 劳工技巧不熟练 Zhai et al. (2015) 



 
 

 
 

 司机经验不足 

R24  塞车 

 道路拥挤／封闭 

交通阻塞 Wang et al. (2015), Zhai et 

al. (2015) 

R25  清关低效 

 重复申报海关 

 海关检验 

清关低效 Zhai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R26  交通事故 

 建造事故 

 伤亡 

事故 Zhai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Zhao et al. (2016), 

Hwang et al. (2017), Enshassi 

et al. (2019) 

R27 路线改变  Zhai et al. (2015) 

R28  模块损坏 

 模块质量问题导致重新生产 

 模块有非结构性损坏 

 模块有结构性损坏 

模块质量问题或损坏 Zhai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Enshassi et al. (2019) 

R29 项目资金不足  Li et al. (2016), Mojtahedi et 

al. (2010),  

  项目工期紧迫 

 规划不完善 

项目规划不完善 Li et al. (2016), Taylan et 

al. (2014), Hossen et al. 

(2015) 

R30 项目持分者交流低效  Taylan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Zhao et al. (2016), Hwang et 

al. (2017) 

R31 运输道路路面损毁  Hossen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R32 很难找到对应的模块  Li et al. (2016) 



 
 

 
 

R33  质量监管程序缓慢 

 质量监管系统瑕疵 

 质量监管系统低效 

 质量不合格 

质量监管与控制低效 Aibinu and Odeyinka (2006), Li 

et al. (2016), Hw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Enshassi et al. 

(2019) 

R34  不确定的政策 

 法规规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口货物价格上涨） 

政府政策不确定 Yang and Zou (2014), Wang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 

Hwang et al. (2017) 

R35 相关组装合成技术说明书不完善  Yang and Zou (2014), Li et al. 

(2016) 

R36  零散的合约安排 

 合约条款不清晰导致调解纠纷 

 合同条款不清晰导致索偿和诉讼 

合约条款不清晰 Zhao et al. (2016), Enshassi 

et al. (2019) 

R37 货币汇率浮动  Ameyaw and Chan (2015), Zhao 

et al. (2016), Osei-Kyei and 

Chan (2017) 

R38 税率浮动  Zhao et al. (2016), Osei-Kyei 

and Chan (2017) 

R39 技术复杂性  Zhao et al. (2016) 

R40 使用新的建造方法和科技  Zhao et al. (2016) 

R41 贪污贿赂  Ameyaw and Chan (2015), Hwang 

et al. (2017), Osei-Kyei and 

Chan (2017) 

R42 利率浮动  Ameyaw and Chan (2015), Hwang 

et al. (2017), Osei-Kyei and 

Chan (2017) 



 
 

 
 

表 2. 结构化访谈中使用的组装合成项目物流风险因素 

编号 风险因素  

R1 模块尺寸不符合交通规范 

R2 模块尺寸不符合道路和工地入口情况 

R3 甲方不恰当的干预 

R4 模块序列号标记错误 

R5 工地和工厂的距离 

R6 物流信息不一致 

R7 模块运送延迟 

R8 交通工具故障 

R9 复杂的审批流程 

R10 检验大批量模块标签低效 

R11 模块错放 

R12 天气变差 

R13 不可抗力（如劳工纠纷、罢工） 

R14 司机经验不足 

R15 塞车 

R16 道路阻塞／关闭 

R17 清关低效 

R18 交通事故 

R19 路线改变 

R20 模块损毁 

R21 项目规划不完善 

R22 持分者交流低效 

R23 交通道路路面损毁 

R24 质量监管与控制低效 

R25 政策不确定性 

R26 汇率浮动 

R27 贪污贿赂 

R28 利率浮动 

R29 模块追踪低效 

R30 临时存储空间不足 

 

 

 

 

 



 
 

 
 

 

 
表 1. Proposed MiC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表 3. 组装合成项目潜在风险及其基于 BIM的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策略 编号 风险因素 基于 BIM的风险管理策略 主要参考文献 

计划和设计风险 PD1 设计失误 BIM设计自动化 Kaner et al. (2008), 

Alwisy et al. (2019) 

 PD2 设计改动 BIM设计自动化 Li et al. (2017), Alwisy 

et al. (2019) 

   BIM-RFID   

   BIM-RFID   

 PD3 设计假定 BIM设计自动化 Alwisy et al. (2019) 

 PD4 冗余设计 BIM设计自动化 Alwisy et al. (2019) 

 PD5 设计时间过长 BIM设计自动化 Alwisy et al. (2019), 

Singh et al. (2019) 

   BIM过程化整合用于组块间协调  

 PD6 设计过程缺乏制造商参与 通过 SWT 连接生产产品与 BIM模型 Costa and Madrazo 

(2015), Rahimian et al. 

(2019) 

   BIM-AR-VR整合便于生产商尽早参与设

计阶段  

 

 PD7 项目计划不周全 BIM-PSOT模拟项目周期 Liu et al. (2015), Abedi 

et al. (2016) 

   BIM-CCT用于供应链管理   

 PD8 成本估算不准确 BIM 成本估算 Aram et al. (2014), Zhao 

et al. (2015), 

Faghirinejadfard et al. 

(2015) 

 PD9 设计过程僵化 BIM 设计自动化 Sharma et al. (2017) 

 PD10 设计师与制造商之间设计信

息缺失 

BIM-RFID用于信息交换 Li et al. (2017) 



 
 

 
 

 PD11 设计数据交换低效 BIM-RFID 用于信息交换 Li et al. (2017) 

 PD12 设计审批程序低效 BIM-RFID 用于信息交换 Li et al. (2017) 

   BIM-RFID 用于信息交换  

 PD13 模块设计过程不一致 BIM过程化整合用于组块间协调 Singh et al. (2019) 

生产风险 M1 生产计划不周全 BIM-RFID用于模块生产流程自动化 Abedi et al. (2016), 

Barkokebas et al. 

(2017), Altaf et al. 

(2018) 

   BIM生产模拟  

   BIM-CCT 用于供应链管理  

 M2 生产失误 BIM- 4D模拟管理模块生产流程  Lee and Kim (2017) 

 M3 物料人力估算不准确 BIM生产模拟 Barkokebas et al. (2017) 

 M4 制造图信息缺失 BIM生产模拟 Barkokebas et al. (2017) 

 M5 存货管理不周全 BIM-RFID 二维码／QR码 –物联网整合

用于及时运送的存货管理  

Barkokebas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8a, 2020) 

     

 M6 物料人工资源配置不恰当 BIM生产模拟 Barkokebas et al. (2017) 

 M7 对使用工厂空间和机械计划

不周 

BIM- 4D 模拟管理模块生产流程 Lee and Kim (2017) 

 M8 对生产流程缺乏认识 BIM- 4D 模拟管理模块生产流程 Lee and Kim (2017) 

 M9 生产计划发生改变 4D BIM 可视化工地安装流程 Bataglin et al. (2017) 

 M10 材料浪费 BIM- 4D 模拟管理模块生产流程 Lee and Kim (2017) 

 M11 材料准备与生产之间的复杂

性 

BIM- 4D 模拟管理模块生产流程 Lee and Kim (2017) 

  

 M12 生产质量不达标 BIM- 4D 模拟管理模块生产流程 Lee and Kim (2017) 

 M13 缺乏材料数量信息导致材料

购买和储存计划不周全 

BIM- 4D 模拟管理模块生产流程 Lee and Kim (2017) 



 
 

 
 

 M14 生产线低效 BIM-RFID 用于整合生产线  Ritter et al. (2018) 

物流风险 L1 非及时运送组块到工地 BIM-GIS 用于及时运送 Li et al. (2017), 

Ocheoha and Moselhi 

(2018), Niu et al. 

(2019) 

   BIM-RFID 用于及时运送  

 L2 人为失误导致物流信息不一

致 

BIM-RFID 促进信息交换 Li et al. (2017), Chen 

et al. (2018) 

 L3 组块运送错误 BIM-CCT 用于供应链管理 Abedi et al. (2016) 

 L4 组块错放 BIM-RFID 用于实时追踪 Li et al. (2017) 

 L5 物流管理低效 BIM-RFID 用于物流管理 Feng et al. (2015) 

现场安装风险  OA1 组装次序低效 BIM 安装流程自动化 Liu et al. (2014), Wang 

and Yuan (2017), Wang et 

al. (2018c) 

   BIM用于安装流程计划及优化  

 OA2 组装安排低效 BIM 安装流程自动化 Liu et al. (2014) 

 OA3 施工图纸不完善 BIM 设计自动化 Alwisy et al. (2019) 

 OA4 起重机倒塌 BIM-IoT监管机械的运作情况 Li et al. (2017) 

 OA5 组件安装失误 BIM-RFID 组件安装管理 Tang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in et 

al. (2019) 

   BIM-AR 组件安装流程监管  

多阶段风险 MS1 组块查找低效  BIM-RFID辨识组件  Li et al. (2017) 

 MS2 尺寸估计不精确 BIM-激光扫描用于获取精确尺寸 Kim et al. (2013, 2015, 

2016), Wang et al. 

(2015, 2016a, b, 2018b), 

Nahangi et al. (2016), 

Guo et al. (2020) 



 
 

 
 

一般风险  U1 持分者间交流不足 BIM-RFID 用于加强信息交流 Abedi et al. (2016), 

Tang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 Lee and 

Kim (2017), Rahimian et 

al. (2019) 

   BIM-CCT 用于供应链管理  

   BIM-4D 模拟组件生产流程  

   BIM-AR-VR促进持分者间交流   

 U2 持分者间整体性不足 BIM 设计自动化 Alwisy et al. (2019) 

 U3 缺乏协调 BIM-CCT用于供应链管理  Abedi et al. (2016) 

 U4 供应链各阶段缺乏连贯性 BIM-CCT用于供应链管理 Babič et al. (2010), 

Abedi et al. (2016), 

Ocheoha and Moselhi 

(2018) 

   BIM-RFID-二维码用于整合供应链   

 U5 缺乏良好的监管 BIM-CCT 用于供应链管理 Abedi et al. (2016) 

 U6 质量监管流程低效 BIM-RFID增加质量信息  Li et al. (2017) 

 U7 企业资源信息互通性低 BIM-RFID 加强企业资源信息互通 Sacks et al. (2010), Li 

et al. (2017) 

 U8 项目信息管理低效 BIM-RFID 用于项目信息管理 Cheng and Chang (2011) 

Note: MiC = 组装合成项目; BIM = 建筑信息模型; SWT = 语义网; CCT = 云计算技术; GIS = 地理信息系统; JIT = 及时运送; 

PSOT =粒子群优化技术; RFID = 无线射频识别; ERP = 企业资源系统; IoT = 物联网; AR = 扩增实境; VR = 虚拟实境. 



 

 
 

 结构化访谈 

- 经过筛选，6 位具有相关组装合成项目经验（包括直接参与至少一个本地组装合

成建筑项目）（CIC，2018）的业界专家参与了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详见附件

B。表 4列举了这些专家的基本背景资料。  

表 4. 受访者的背景信息 

 

 

受访者 

 

 

背景 

 

 

职位 

 

 

专业 

组装合成相关

经验 

A 承建商 总经理 结构工程师 3 年组装合成

技术经验（参

与一试点项

目），6年

BIM 经验 

B 政府／行业发展  经理——组

装合成法 

工料测量师 2 年 

C 发展商 助理总监 项目经理 3 年（参与一

试点项目） 

D 政府／行业发展 经理——建

筑信息模型 

结构工程师 1 年组装合成

技术经验, 5 

年 BIM经验 

E 发展商 技术总监 结构工程师 3 年（参与一

试点项目） 

F 政府／行业发展 顾问 工料测量师 1 年 

 注：所有受访者有有 20年以上建造业工作经验 

 

- 通过访谈业界专业人士，表 5总结了香港组装合成项目物流风险因素。除了文献

提到的风险以外，访谈中得到了一个新的因素——运输过程中组件跌落。  

表 5. 本地组装合成项目物流风险 

编码 风险 

R1 模块尺寸与交通法规不符 

R2 模块尺寸与道路和工地入口环境不符 

R3 序列号记录错误 

R4 工地与工厂之间的距离 

R5 物流信息不一致 

R6 模块运送延迟 

R7 运输工具故障 



 

 
 

R8 复杂的审批程序 

R9 模块存放错误 

R10 恶劣天气 

R11 交通堵塞 

R12 清关低效 

R13 重新规划路线 

R14 项目规划不理想 

R15 项目持分者交流低效 

R16 质量监管低效 

R17 临时存储空间不足 

R18 运输过程中组件跌落 *  

- *由受访者提供 

 

- 根据受访者描述，“目前，本地并未形成组装合成项目的行业惯例。建造业议

会发布了一些指引，屋宇署则建立了预先认可机制，但这些并不是具体的应用

指引。本地的几个试行项目有助于帮助政府和业界完善组装合成项目的工作指

引”。受访者还指出，使用 BIM来管理组装合成项目物流风险并不普遍，这是因

为“缺乏对制造流程和施工流程的一体化认识”和“收集信息本身就是成本”。

对于 BIM在组装合成项目物流风险管理的应用，受访者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各

公司建立他们自己的标准、格式等等，缺乏一个统一化的标准”。 “业界也需

要时间来积累 BIM 经验；完全实现 BIM递交、审批亦需要政府部门的协作”。  

- 根据受访者描述，“目前，本地并未形成组装合成项目的行业惯例，而本地试

行项目则有助于帮助政府和业界完善组装合成项目的工作指引。建造业议会发

布了一些指引 (CIC, 2019)，屋宇署则建立了预先认可机制 (Buildings 

Department, 2018)，但这些并不是具体的应用指引。” 受访者还指出，使用

BIM 来管理组装合成项目物流风险并不普遍，这是因为“缺乏对制造流程和施工

流程的一体化认识”和“收集 BIM数据本身就是成本”。对于 BIM在组装合成项

目物流风险管理的应用，受访者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各公司建立他们自己的



 

 
 

标准、格式等等，缺乏一个统一化的标准”。“业界也需要时间来积累 BIM经验；

完全实现 BIM递交、审批亦需要政府部门的协作”。  

 

 会议、论坛、专业证书等 

- 因应研究项目需要，我们参加了与课题相关的会议、论坛、和专业证书培训等

等。附件 B已附上部分活动传单。具体如下： 

- 论文“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MiC) Risk Management – The Role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and its Related Digital 

Technologies”摘要提交于“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ICUEMS 2020), February 28 – March 

1, 2020, Zhuhai, China”。附件 C附上论文摘要。 

- 第一届“面向制造和装配的设计”专业证书课程于新加坡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Academy 举办。  

日期 项目 活动 

2020年 1

月 2日至

11日 

第一届“面向

制造和装配的

设计”专业证

书课程 

项目组成员 Dr. A. Darko 和 Dr. J. Yang 完成了由新加坡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 of Singapore 

和香港建造学院合办的第一届“面向制造和装配的设计”

专业证书课程。  



 

 
 

 
 

 

- 从这个课程我们了解到：物流在组装合成项目中具有重要意义，缺乏有效的物

流管理甚至能决定组装合成项目的成败。在组装合成项目中，有两个主要的物

流问题：（1）较难精确估算物流／交通时间，其中一个包括通关延迟。通常模

块的通关时间为 10 小时，如果没有考虑此因素，可能会引起整个项目的延迟；

（2）若模块尺寸超过交通规定范围，则需要在夜晚，甚至需要交警协助的情况

下进行运输。在某一组装合成项目中，并未使用任何数字科技用以追踪模块；

而现场工人则是依靠 WhatsApp 与物流人员进行沟通获悉模块的位置。在另一组

装合成项目中，承办商被允许拓宽公共马路，以便于运输模块。此外，良好的

地盘布局也有利于组装合成项目的物流规划与管理。 

- 2019建造创新博览会之 BIM国际会议，2019年 12月 17日，湾仔，香港。 

- 2019 建造创新博览会之组装合成技术国际会议，2019 年 12 月 17 日，湾仔，香

港。 



 

 
 

- 2019 建造创新博览会之面向制造和装配的设计国际会议，2019 年 12 月 17 日，

湾仔，香港。 

- 面向制造和装配联盟技术讲座，2019年 11月 25日，九龙湾，香港。 

- 组装合成技术讲座，2019年 7月 11日，尖沙咀，香港。 

- 部分活动的宣传单张详见附件 D。 

 

 

项目成果： 

本项目的预期成果为： 

1. 组装合成高层建筑的物流风险因素列表； 

2. 组装合成高层建筑物流风险控制策略； 

3. 基于 BIM相关科技的组装合成高层建筑物流风险控制系统。 

 

项目意义： 

组装合成技术近年来在全球建造业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原因之一是该项技

术能够明显提高生产力、安全性、质量和工程进度，这些都是建造业长期以来关心的

问题。然而，尽管组装合成技术有着重大意义，但实施组装合成项目仍然面临诸多挑

战，存在有关成本、安全、进度的各类风险，这些风险甚至贯穿整个组装合成项目供

应链——包括制造、物流、现场安装、拆卸和回收。如果没有进行良好的风险管理与

控制，会影响组装合成项目的成败。本研究项目目的在于辨识组装合成项目在物流阶

段的风险，并揭示 BIM 相关技术如何用于物流风险管理中。对于香港建造业来说，组

装合成技术刚刚起步，物流又是其重要一环，因此本项目的研究结果或能够发挥指引

作用，帮助业界提高对于物流风险的认识，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 



 

 
 

挑战和局限性： 

事实上，组装合成技术在香港刚刚起步，还未有完成的组装合成项目，业界对组

装合成项目的真实风险还未真正掌握，这是本研究课题面临的挑战之一，这也导致数

据收集与分析出现延迟。这也意味着业界还并未使用 BIM技术来管理这类风险。  

前述“项目摘要”提到，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为： 

1. 辨识和分析组装合成高层建筑项目在物流阶段的关键风险； 

2. 建立一个以建筑信息模型相关技术为核心的物流风险管理系统。 

本研究项目原定 1 年完成，然而，由于现今的挑战和局限性，研究目标未能完全

实现。要实现所有研究目标，还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包括问卷调查、德尔菲调查、焦

点小组讨论，以辨识出业界专家认可的影响组装合成项目的关键物流风险。而组装合

成项目的数据也可以帮助找出关键风险。然而，在进行本研究时，本地组装合成项目

数量有限，未有足够项目经验，以至于本实证研究无法开展。比如，在本研究项目初

期，本地组装合成项目还为进入物流程序，业界受访者提到大部分建筑项目还在计划、

设计或制造阶段。因此，本研究项目较难收集到本地基于经验或真实项目数据的物流

风险，也较难总结如何利用建筑信息模型来管理这些风险。为了克服这些困难，研究

团队密切关注本地及新加坡组装合成项目进展。基于在新加坡培训时建立的联系，以

及本地项目逐渐开展，我们计划在本地和新加坡开展实证研究，以比较两地组装合成

项目的发展状况及风险因素。由于本地科学园项目正在经历物流阶段，预计该项目能

在今年年尾完成 (CIC, 2018)，这为实证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我们

计划提交延长研究项目建议书。 

 

 



 

 
 

未来工作计划： 

研究团队预计提交延长研究项目建议书以完成上述研究目标，以为组装合成建筑

项目建立一个基于建筑信息模型的风险管理系统。基于建筑信息模型和传统方法的风

险管理将被使用，而面临的挑战将包括需要收集已完成的组装合成项目的信息，建立

一个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以从过去项目信息中辨识风险因素。研究的工作

范围将包括整个组装合成项目的供应链，基于已经完成的项目，将会开展案例分析，

以验证本文提出的风险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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