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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算是工程造价的关键内容,其有效控制能够提升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在造价预算实际的全过
程控制过程中,需要结合相关的设计图纸以及施工方案等,同时必须依据国家规定的标准要求,规范工程量
计算,从而确保预算的科学合理。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持续推进,使得现代建筑工程规模越来越大以及建
筑形式的日益复杂,使得造价预算控制工作变得日趋困难。而BIM下的工程造价预算全过程控制,能够优化
工程项目的资源配置,减少建设成本以及确保预算质量,同时预算的科学准确对于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进
度及其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阐述了BIM技
术的应用特征及其在工程造价中应用的重要意义,对BIM下的工程造价预算全过程控制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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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dget is the key content of engineering cost, and its effective control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the actual whole-process control process of the cost budget,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relevant design drawings and construction pla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calcul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quant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budget i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scale of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becoming larger and the building for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making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cost and budget. The whole-process control of the project cost budget
under BIM can optimiz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project,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cost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budget. At the same time, 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budget is important for the quality, schedul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IM techn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roject cost,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whole process control of project cost budget under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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