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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建筑工程领域工程造价的管理模式与管理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其充分的利用当前先

进的信息化技术，对工程造价实现了实时动态化管理，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则是 BIM 技术。虽然 BIM 技术的优势十分突出，
但目前由于我国 BIM 技术的应用还处于发展阶段，各项技术以及设备还不完善，不可避免的在使用中会出现问题。因此，文
章对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中应用的优缺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以便建筑企业在应用过程中能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出
BIM 技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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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建筑领域通过对 BIM 技术的了解与应用，逐

BIM 技术可以实现在线数据实时共享，在掌握 BIM 技

渐发现其价值与优势，使其成为工程造价管控的主要手段，

术平台登录权限的情况下，所有的施工参与方都可以加入

成为为企业创造最大化效益的武器，但是在充分突出其优

到平台上了解工程建设的情况，并及时就信息进行沟通，协

势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其缺点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其在

同各个部门展开工作。这样的方式避免了传统管理模式中

我国的应用处于起步阶段时，各项内容仍然不完善，导致很

信息延迟过长造成的不良影响，可以让所有施工参与方都

多模凌两可的问他出现。所以，要正视 BIM 技术的优缺点，

及时了解到施工进展、施工中资源的消耗情况、资金支出情

展开合理的利用。

况，从而及时发现工程造价上出现的异常与问题，尽早做出

1 BIM 技术概述

工程造价管控，避免造价失控。另外，利用 BIM 技术平台可

BIM 为建筑信息模型，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其主要是以

以单独为工程项目建立数据库，将此次工程建设中产生的

信息模型为载体开展各项工作。实际应用中，其借助信息技

信息都集中到数据库中，方便各个部门的信息梳理与信息

术以工程项目数据标准为依托构建建筑工程项目模型，基

查找。信息的共享拉近了各个部门之间的距离，可以基于统

于模型展开各项管理工作，具有可视化、模拟性、可出图性、

一的数据展开工作，避免上下信息沟通不便带来的问题，影

协调性、优化性的特征，有效的提升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

响工程造价的有效管理。

精准性。
2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应用中的优点分析

2.3 在管理方式上
工程建设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传统工程造价管理

BIM 技术并不是单纯的利用技术平台与功能软件实现

模式是基于统一的定额标准对造价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方

工程造价管理，其内涵十分复杂，需要在信息技术的配合下

法严重不符合造价管理的特点。而且利用 BIM 技术可以实

对数据信息进行整理、挑选、合成，在通过信息数据的处理

现动态工程造价管理，管理人员可以及时根据工程项目的

与分析，为工程造价管理人员提供精准的数据分析结果，所

模型了解工程的进度，并及时对现场资源配置与资源消耗

以，其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具有指导意义与指导作用。

情况进行了解，从而在了解情况后及时获取相关数据结果，

具体的优点为：

依照结果进行造价管理措施调整，从而保障造价管理的及

2.1 在工程计量与计价方面

时性。这种动态性主要体现在地域与时间上，地域上的体现

BIM 技术改变了传统工程造价中计量、计价方式，实现

是不同城市与不同地区定额计价上也存在差异，但是 BIM

了网络化、信息化工程项目计量与计价，这样的方式工作人

技术可以根据上传的信息内容进行调整；在时间上的体现

员只需要通过对信息的整理，利用软件进行分析，则可以得

是，市场上价格的变化一直进行，定额价格一旦出现变化，

出准确的结果；而且在工程项目计量与计价前期，将计算软

可以及时了解，这样可以提升造价管理的及时性。

件与建筑工程项目模型连接，计算软件可以自动对模型内

3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应用中的缺点分析

的信息数据进行提取，从而提升计量与计价的准确性；并且

3.1 现阶段，BIM 理念的普及还存在问题

随着工程的进行模拟模型中施工量的增多，工程计量也会

虽然 BIM 技术在我国建筑工程领域的已有了应用，但

自动随着变化。这种方式的计量与计价打破了传统工程建

是这种造价管理理念的普及程度还较低，未在建筑工程领

设双方通过各执工程量清单逐一校对的模式，也避免了在

域内形成产业化链条。从权威调查中了解到，在建筑工程领

计量与计价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

域中，了解 BIM 设计的专业人员不足七成，而且能够完全

2.2 在数据共享、信息协同上

吃透 BIM 技术，完全掌握 BIM 技术各项功能的专业人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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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之又少，甚至很多中小企业的设计人员根本从未听说

软件进行连接共享信息则出现不畅通的情况。而且目前

过 BIM 技术，这就表明当前建筑工程领域内仍然缺少全面

BIM 技术的发展情况反映，BIM 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应用过

掌握 BIM 技术的高端人才，所以也决定了我国 BIM 技术在

程中各项规定与标准并不统一，严重的影响信息交流的质

建筑工程领域中的应用处于初始阶段，无法构建科学的指

量与协同工作的效果。

导体系，所以在使用中，技术平台的功能、软件技术的开发

虽然目前 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领域的应用优缺点并

还不完善，归根结底仍然是理念的普及上存在问题，这也成

存，但这为我国工程造价管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在未来

为了 BIM 技深化应用的阻碍。

的发展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BIM 技术会得到更深

3.2 BIM 技术的应用成本高

层次的研发，各项功能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会逐步得到完

BIM 技术的功能十分强大，所以在前期研发阶段，其投

善，会在我国工程造价管理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入也较多，需要聘请诸多高端技术人员，并且不断进行技术

4 结束语

上的研究，创造与建筑企业相符合的 BIM 技术平台，这需

综上所述，通过与传统工程造价管理模式的对比，BIM

要花费建筑企业高额的成本。而且 BIM 技术并不只是一个

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优势十分突出，其提升了工

单一的、独立的技术系统，其需要数据库以及配套软件的支

程造价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可以为管理人员提供直观、可视

持，这些软件的建设与形成需要长期的调整与编制，形成周

的信息，使工程造价管理的质量与准确性都有了很大的提

期长，在这个周期范围内需要一直投入研发经费。而开发完

升。但从 BIM 技术的发展上来看，技术规范不统一、法律规

成后，应用到实际中时，BIM 软件对设备以及配套基础设施

范不完善、成本过高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其在建筑工程领域

的要求也极高，所以，无论是开发还是 BIM 技术的应用，都

的全面普及，所以要不断完善其缺点，为我国建筑工程领域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理与财力，这些投入对于大型建筑企

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业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所以很多中小型企业根本无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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