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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国内 BIM 的研究主要以设计院为主,各类 BIM 咨询公司、培训机构、政府及行业协会也开始越来越重视 BIM
的应用价值和意义。目前较为成熟的应用都集中于民建项目,距离多专业、全周期、普遍性的应用还存在很大距离。BIM 在
工程项目进度管理中的研究也多集中在 4D 模拟实现方面,BIM 模型应用与进度管理相分离,BIM 在进度管理中的其他研究较
少,范围较窄,缺少综合应用 BIM 进行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研究。因此为了充分发挥 BIM 在市政工程施工进度管理中的作用,
本文阐述了 BIM 技术的主要特征以及市政工程施工进度管理的必要性及其现状问题,对基于 BIM 的市政工程施工进度管理进
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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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与计划进度进行对比,实时监控工程进度。第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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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与共享,因此,以 BIM 模型为基础的 BIM 信息平台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市政工程施工进度管理对市政工程建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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