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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信息技术日益完善,工程建设信息化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传统的工程项目管
理模式已无法顺应当前发展要求。BIM技术基于三维数字技术,利用建模方式扩展建筑信息,渗透于建筑
全生命周期,有利于建筑工程的持续发展。本文就将分析BIM技术在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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