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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BIM技术应用到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中,可借助于BIM技术的优势,降低传统造价管理存在
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从而增强造价核算的精准性,更好的控制工程造价,避免超支等问题的产生。本文就
将重点讲解BIM下的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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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Process Cost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Based on BIM
Nanshu He
[Abstract] Applying BIM technology to the whole process cost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can reduce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by virtue of the advantages of BIM technology, so as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cost accounting, better control the project cost and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overspend
and other problem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BIM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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