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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建筑行业随之取得了较大进步,科技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
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在建筑工程咨询中合理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完善项目管理,为建筑行业结构升级
创造有利条件。本文主要分析了BIM技术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模式,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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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Service Mode under BIM Technology
Jing Le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tion can improv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structural upgrading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service mode under BIM technolog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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