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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的施工资源配置仿真模型自动生成
及应用
林佳瑞，张建平
（清华大学土木系，北京 100084）
摘要：针对目前工程施工资源配置面临的建模过程复杂、效率低等问题，本研究
提 出 一 种 基于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Model） 模型数据标准 IFC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的资源配置离散事件仿真模型自动生成算法。 本
研究首先构建了基于 IFC 的进度资源信息模型，通过分析 IFC 模型与离散事件仿
真模型的异同，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自动转换 。并将上述模型与模拟退火算法相结
合，开发了模型转换及资源配置离散事件仿真分析软件，应用于实际工程，验证
模型自动构建方法的可行性及正确性。结果表明，研究成果 可提高仿真建模的速
度与准确率，为管理人员快速准确的进度与资源配置、管控 提供了有力 的 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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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事件仿真，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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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liminate effort needed in data modeling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 BIM -based
approach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discrete event simulation (DES) model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was proposed. First, a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IFC to model schedule an d
resource information. Then, with comparison of IFC model and DES model, automatic
convers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was achieved. Finally, taking simulated annealing as the
optimization module, a model gen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application was d eveloped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was validated in a real project.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DES model can reduce mistakes and avoid rework in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ing,
thus facilitating decision making in schedule and resourc e trade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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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我国建筑业发展长期存在着工期要求高、施工现场空间狭小、施工效率低、资源浪
费严重等问题，提高工程施工资源使用效率，实现进度与资源的均衡、协调依然是
工程施工管理者面临的一大挑战。近年来，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将掀
起新一波工程建设热潮，工程施工资源配置、优化需求显得愈加迫切。针对工程
施工 资源 配置 及 高效 使用 等研 究热 点 ，国 内外 学者 做了 广 泛而 深入 的研 究 。Liu
等[1]提出了一种新的基因交叉算子，以避免产生不满足条件的子代基因，用于工程施工
的资源配置优化。针对多目标条件下的资源配置，Chaharsooghi 等[2]于 2008 年提出一种
蚁群算法来获得相应的帕累托解。El-Rayes 等[3, 4]则提出了新的资源均衡指标及多目标
遗传算法来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Liang 等[5]采用变邻域搜索算法来求解工程施工
资源配置的多目标优化问题，其测试案例表明该算法较混合遗传算法及蚁群算法更为精
确、高效。
可见，国内外大量研究多集中于将智能算法应用于资源配置等问题，有关研究多关
注于如何提高算法效率等方面。当前资源配置有关算法仍然存在着数据建模时间长，人
工投入较大，难以有效推广应用等问题。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IM）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6]，为工程建设进度、资源数据的整合与集成带来了新的
契机，使得基于 BIM 模型的资源配置优化成为可能。
首先，本研究以 BIM 数据标准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IFC）为基础，建立了
基于 IFC 的进度及资源信息模型；接着，通过对比分析 IFC 标准与离散事件仿真模型对
资源配置信息描述机制的差异，提出前者向后者自动转换的方法，从而实现资源配置仿
真模型的自动构建。最后，通过将该离散事件仿真模型与模拟退火算法相结合，并对某
大型体育场馆工程项目钢结构吊装过程中资源-进度均衡问题进行仿真分析，验证上述
模型构建方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2. 基于 IFC 的进度及资源信息模型
以清华大学 4D-BIM 模型组成[6]为基础，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进度及资源信息模型构
成，并基于 BIM 模型的最新数据标准 IFC4[7]构建了该模型的整体结构。该模型主要描
述和定义了进度、资源信息及其相互关系，并指出了建筑构件产品信息在进度及资源信
息模型中的地位及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成本或等效成本也往
往被视为一个很重要的约束条件或优化目标[8]，因此在该模型中也对成本信息进行了相
应的定义和描述。以下将按照进度信息、资源信息、产品信息以及三者的关系四个部分
对其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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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进度信息
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往往将项目工作按照树状结构，从根节点起向下逐级细分形成

各任务节点，并设定各任务的起止时间及逻辑关系，形成工程进度计划。
IFC 标准中，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活动、事件及其相互关系等统一视为过程对象，
用 IfcProcess 来表达，其子类 IfcTask 用以表达进度信息中的任务。进度信息的分解结构
和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则分别通过 IfcRelNests 和 IfcRelSequence 来表达。而进度计划中
的时间信息则专门由 IfcTaskTime 来描述，并通过属性 TaskTime 关联到 IfcTask。该部分
中，IfcTaskTime 用以描述某工作任务涉及到的所有时间信息，包括计划开始时间、计划
结束时间、实际开始时间、实际结束时间以及最早开始、最早结束、自由差等涉及有关
网络计划计算的时间信息，而里程碑信息、任务优先级信息等则在 IfcTask 中进行描述。
2.2 资源及成本信息
工程施工资源指的是施工生产活动所需的活动空间，人力资源、材料资源、设备/
机械资源等。根据资源特征及其计量的差异，可将资源使用类型分为消耗型、占用型及
其他类型等三大类，消耗型及占用型又可分别划分为完全消耗型、部分消耗型、完全占
用型及部分占用型。其中消耗型资源是指在施工生产活动中被完全或部分消耗，不可再
被其他施工生产活动所使用的资源，如：钢筋、混凝土、砂浆等；而占用型资源是指在
施工生产活动中被完全或部分占用，在占用期间不可被其他施工生产活动所使用，只有
占用资源的活动结束后该部分资源才可被其他施工生产活动占用的资源，该类资源包括：
塔吊、汽车吊、混凝土泵车、场地等。
针对上述施工资源的组成及使用类型的划分，IFC 标准中将施工资源统一定义为
IfcConstructionResource，不同的人力、材料及机械资源由其子类分别表达。对任意一种
IfcConstructionResource，均可通过其 ResourceConsumption 属性定义其资源使用类型，
并可通过 Usage 属性描述该资源相应的占用时间等信息。
同时，IFC 标准还通过 BaseCosts 及 BaseQuantity 属性定义了施工资源的工程量及
单位成本信息，分别用 IfcPhysicalQuantity 及 IfcCostValue 进行描述，并各自对应为
IfcCostItem 的 CostValues 及 CsotQuantities 属性，从而建立了施工资源的工程量、单价
与工程成本之间的关系（如图 1 左下角所示）。该种定义方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源
及成本信息描述，可为施工过程仿真所需的资源信息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后续施工资
源的配置与优化。
2.3 产品及成本信息
产品信息主要用于描述组成建筑工程的各构件信息，包括构件定位、构件形体、构
件材料、构件之间的空间关系与逻辑关系等；同时，设计阶段的工程量计算与清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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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主要依托工程构件信息进行。
IFC 标准将所有建筑构件统一界定为建筑产品，用 IfcProduct 来表达。同时，各建
筑产品的工程量信息一般采用 IfcElementQuantity 表达，根据工程量类型（体积、面积
还 是 重 量 等 ） 的 差 异 由 不 同 的 IfcPhysicalQuantity 来 描 述 ， 并 通 过
IfcRelDefinesByProperties 建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建筑产品的成本信息则借助
IfcCostItem 来表达，并由 IfcAssignsToControl 建立建筑产品及其成本信息的关联关系。
建筑产品成本计算的依据主要是工程量信息，因此，建筑产品的成本也通过
BaseQuantities 建立了与工程量信息（IfcPhysicalQuantity）的依赖关系（如图 1 右下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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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IFC 的进度资源信息模型结构
Fig.1 IFC-based information model for schedule and resource
2.4 三者的相互关系
由基于 IFC 的信息模型（图 1）可知，进度信息、施工资源及成本信息、产品及
成本信息分为比较独立的三个部分，各自之间通过关系实体[9]建立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
(1) 产品信息与进度信息的关系：主要通过 IfcRelAssignsToProcess 建立产品
（IfcProduct）与项目实施过程对象（IfcProcess）的关联关系，并由其子类
对象施工任务（IfcTask）的时间信息和关联关系描述来表达进度信息；
(2) 资 源 成 本 信 息 与 进 度 信 息 的 关 系 ： 资 源 信 息 和 成 本 信 息 分 别 通 过
IfcRelAssignsToProcess 建立项目实施过程对象（IfcProcess）的关联关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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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成本的时间信息也藉由相应的施工任务的时间信息来表达；
(3) 产品信息中的量价信息与资源成本信息的不同：产品信息的量价信息（即工
程量及成本信息）主要基于工程量计算与成本估计得出，在设计阶段形成，
以建筑产品为核心进行描述；而资源成本信息主要描述某一项任务所需的施
工资源及资源的成本信息，主要是在施工阶段形成，以建筑施工过程为核心
进行描述。

3. 资源配置仿真模型的自动构建
3.1 IFC 模型与资源配置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的差异
因功能及适用范围的不同，基于 IFC 的进度与资源信息模型与资源配置离散事件仿
真模型在数据结构及描述方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IFC 模型面向工程施工进
度及资源信息建模，其有关实体的划分和关联关系是对工程施工任务及资源的直接抽象，
与工程施工过程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 IFC 模型中，施工任务（IfcTask）
是具有特定起止时间和持续时间、消耗或占用一定资源的实体（IfcConstructionResource），
各施工任务的相互关系则基于相应的关系实体（IfcRelSequence）表达。而离散事件仿真
模型是对现实物理世界的高度抽象，将系统状态的变化视为一系列事件的作用结果。通
常情况下，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由一系列事件及连接事件的边组成；其中事件具有一定的
行为，并可在某一特定时刻发生。因此，一般认为事件是瞬时完成的，事件之间的关系
通过事件之间的边来表达。
因此，在 IFC 模型向离散事件仿真模型转换过程中，应将一系列施工任务转换为任
务的开始事件及结束时间，并将施工资源的使用或占用视为离散事件系统的状态变化。
以此为原则，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资源配置仿真模型的自动构建。
3.2 IFC 模型工程进度计划信息的自动转化
IFC 模型工程进度计划信息的转换可分为施工任务信息转换及施工任务 关联
信息转换两大部分。具体转换 可采用如下方式：
(1) 施工任务信息转换：IFC 模型中的某项施工任务应转换为任务开始事件、
任务结束事件以及由任务开始事件连向任务结束事件的边 。其中，任务
开始事件和任务结束事件的触发时间分别为施工任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
时间，二者之间边的持续时间应则与任务的持续时间相等 。如图 2 所示，
任务 A 可转化为图 2 右上方虚框方框中的两个事件及二者之间的边。
(2) 施工任务关联信息转换：工程计划中 ，施工任务的关联信息主要是各任
务或工序的先后逻辑关系和时间间隔 。施工任务的关联关系 通常又被称
为紧前紧后关系 。根据类型的不同，紧前紧后关系又可分为开始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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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结束、结束-开始、结束-结束四大类。施工任务之间的关联关系可
基于离散事件仿真模型事件之间的边来表达。 由于离散事件仿真模型 事
件之间的边必须从出发时间早的事件连向触发时间晚的事件， 因此，在
转换过程中，应考虑任务持续时间与紧前紧后关系时间设置的约束。根
据任务起止时间𝑠𝐴 、𝑓𝐴 与𝑠𝐵 、𝑓𝐵 及其紧前紧后关系的不同，该事件之间边
的持续时间应取不同的值，详见表 1。需注意的是，施工任务关联信息
转换为的边（图 2 右侧虚线箭头）与施工任务起止事件间 的边（图 2 右
侧实线箭头）有所不同。 前者仅仅表达任务起止事件间的 先后关系，而
后者则主要表达 两个任务开始事件的触发关系 ，只有前一任务开始事件
触发了，方可触发后一任务的开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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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进度计划信息与离散事件信息的对应关系
Fig.2 Mapping relation between schedule and discrete event model
表 1 各紧前紧后关系对应持续时间的计算方法
Table 1 Calculation method of time of different task relationships
紧前紧后关系

持续时间

开始-开始（Start-Start，SS）

𝑑 = 𝑠𝐵 − 𝑠𝐴

开始-结束（Start-Finish，SF）

𝑑 = 𝑓𝐵 − 𝑠𝐴

结束-开始（Finish-Start，FS）

𝑑 = 𝑠𝐵 − 𝑓𝐴

结束-结束（Finish-Finish，FF）

𝑑 = 𝑓𝐵 − 𝑓𝐴

3.3 IFC 模型资源信息的自动转化
以基于 IFC 的进度及资源信息模型结构及其与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的差异为基
础 ， 综 合 考 虑 资 源 消 耗 型 、 占 用 型 等 类 型 的 差 异 （ 在 IFC 模 型 中 通 过
ResourceConsumption 属性表达） ，研究 将资源使用或占用视为离散事件系统的
状态变化，提出图 3 所示的资源信息的转换方法。针对不同资源使用类型，可按
照如下方式将资源信息转换到资源配置优化的离散事件仿真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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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耗型资源信息转换：对于施工任务使用的消耗型资源，应在该任务对应起
始事件触发时从该类型资源库存中减去施工任务相应的资源消耗量，从而实
现系统状态变化（图 3 上部）；
(2) 占用型资源信息转换：对施工任务任务需要的占用型资源（或部分消耗型资
源），则应在该任务对应起始事件触发时从该类型资源库存中减去该资源占用
量，并在该任务对应结束事件触发时返还特定量该类型资源到其库存中，从
而实现系统的资源状态变化（图 3 下部）；
Ifc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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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型资源
任务A
占用型资源
占用型资源
IfcRelAs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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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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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资源信息的自动转换
Fig.3 Conversion of resource information

3.4 占用型资源的竞争性分配机制
施工过程中，消耗型资源通常会采用分批采购现场贮存的方式来管理，并通
过合理的采购计划保障该类资源的供给 。而占用型资源则通常在不同时间点用于
不同施工活动，该类资源某一时间点的不足往往会 影响施工活动的正常进行，造
成工程延误。因此资源配置及仿真优化过程中，通常将 资源受限 [10, 11]作为主要约
束条件。鉴于占用型资源的竞争性使用特点，本研究面向离散事件仿真模型，提
出如图 4 所示占用型资源的竞争性分配机制及相应的离散事件仿真模型构建方
法：
(1) 离散事件仿真模型构建方法：对需要使用占用型资源的任务，除按照 3.2 的策
略将任务节点转换为事件及边外，应在其任务开始事件 s 前增加资源获取事
件 s’，并将指向开始事件 s 的边指向 s’，再增加一条由 s’指向 s 的边（持续时
间为 0），以及一条由 s’指向其本身的边（持续时间为一个微小的值）；
(2) 竞争性分配机制：基于上述方法构建离散事件仿真模型后，仿真模型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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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机制对占用型资源的竞争性分配进行处理：
1) 任务 B 开始事件触发，从资源池获取部分占用型资源；
2) 任务 A 资源获取事件 s’判断资源池是否为空，或资源池剩余资源是否满
足任务需求：如不满足，则将 s’指向 s 的边禁用，启用 s’指向自身的边；
3) 事件 s’不断在间隔一个微小的时间后检查资源池信息，直至另一任务 B
释放占用的资源；
4) 事件 s’获取资源，激活其指向 s 的边，并禁用指向自身的边，从而触发任
务开始事件 s，开始任务 A 的有关活动。
当有多个占用型资源时，应在事件 s’中检查所有占用型资源是否满足条件，
并在所有占用型资源满足条件时获取所有需要的占用型资源，并激活后续事件节
点。对部分消耗型资源，可采用类似方式处理，只是在任务结束释放资源时，应
从初始资源使用量减去其资源消耗量。
通过以上方式，可自动应对占用型资源的竞争性使用问题，并可直接实现向
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的自动转换，减少人为建模的工作量及可能的错误，提高工作
效率。
s'

s'

d'=
0

d'=0

任务A

d

d''=ε
②

s

d

d''=ε
f

④

s

f

资源池

①

③

任务B

①资源被另一任务占用
②任务轮询资源池等待

③另一任务释放占用的资源
④获得资源并激活后续工作

图 4 占用型资源的竞争性分配
Fig.4 Competitive allocation of occupied resources

4. 工程应用验证及分析
4.1 工程概况
研究选择了某大型体育场馆钢结构吊装施工作为应用案例来验证资源配置仿
真模型自动生成方法的可行性，并基于生成的模型 分析吊车与场地等关键资源对
工程施工计划的影响。在清华大学 4D-BIM 平台基础上，研究开发了模型转换及
离散事件仿真分析软件，并借助该平台的 IFC 数据接口集成工程施工计划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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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需求数据，并建立二者的关联。
以桁架安装任务为例，其施工过程可分为拼装场地重整 +构件运输、现场拼装、
单元绑扎、单元脱胎+翻身、单元场内运输、就位+调整+固定、吊车返回等工序。
各个工序的资源使用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工序资源占用情况
Table 2 Resource usage of activities
工序

场地需求量

关键设备需求量

场地重整+构件

1块

小型吊车 1 台

现场拼装

1块

小型吊车 1 台

单元绑扎

1块

小型吊车 1 台

单元脱胎+翻身

1块

300T 吊车 1 台、800T 吊车 1 台

单元场内运输

/

800T 吊车 1 台

就位+调整+固定

/

800T 吊车 1 台

吊车返回

/

800T 吊车 1 台

运输

4.2 优化目标及算法选择
该应用案例场地资源最为关键，场地重整、单元拼装、单元绑扎、单元翻身
等工序任务均需占用场地，当没有空闲场地时，其他任务只能等待当前占用场地
的工序完成。因此，工程管理人员希望能够实现场地的最大化利用。故，研究将
优化目标设定为充分利用场地缩短工期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吊车 资源的使用量。
通过分析，研究采用施工过程需要的各类吊车总数的加权值作为目标函数 ，权重
系数依据各类吊车的单位成本等情况确定。同时，研究还引入罚函数以描述优化
过程中的工期约束，以避免超过预期工期的解。罚函数（P）具体形式如下：

P   AP  EP 

2

其中，AP 为实际工期，EP 为预期工期
具体实现过程中，本研究选择了模拟退火算法与上述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相结
合实现资源配置的仿真与求解。模拟退火依托温度变化，逐渐降低算法对差解的
接受程度，实现算法初期的全局寻优与算法后期的快速收敛，并且当退火速度合
适时，可找到全局最优解 [12]。
4.3 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算法及目标函数，实现了钢结构吊装施工过程的离散事件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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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成及其仿真分析优化，其仿真优化过程如图 5 所示。可见，随着仿真次数
的增加，目标函数不断减小，且初期减小速度快，后期由于优化空间变小，目标
函数值减小的速度逐渐减缓。（ 注：在绘制目标函数与仿真次数的曲线时并未将
差解的惩罚值计入）
由初始数据与优化结果对比可以看出，优化结果中场地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
用，即在吊车等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可通过各项任务交错进行实现场地资源的有
效利用，避免场地占用冲突。此外，在算法实现过程中，研究引入了保证工序任
务连续性的约束，在优化过程中可保证几项需连续完成的施工工序在优化后仍保
持连续状态，避免工程实践中频繁中断、恢复某一施工工艺导致的效率降低（图
6）。

图 5 仿真优化迭代过程
Fig.5 Iteration process of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图 6 优化前后进度计划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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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Schedule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5. 结论
本研究面向工程施工资源配置模型建模困难、效率较低的问题 ，以基于 IFC
的进度资源信息模型为基础，通过分析 IFC 模型与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的异同，实
现了 IFC 模型向资源配置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的自动转换。最后，研究将模拟退火
算法与前述离散事件仿真模型相结合，实现了资源配置过程的自动仿真与优化。
实际工程测试与验证表明，研究提出的方法切实有效，可实现资源配置离散事件
仿真模型的自动构建，并可结合不同的人工智能算法及目标函数选择策略解决施
工资源与进度之间的冲突。本研究提出的转换方法可避免人工建立资源配置仿真
模型耗时长、人为失 误难以避免等问题，将极大提高资源配置仿真模型的构建速
度与准确率，促进有关施工资源配置优化算法的普及应用，提高施工资源配置效
率，服务工程施工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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