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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建筑市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建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建筑企业想要
提升市场占有率与经济效益,首先需要确保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确保企业品牌形象；其次需要节约成本提升管
理效率。然而现阶段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扔存在诸多的弊端导致工程项目资金消耗、能源消耗以及人力资源
成本都不断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智能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体系。本文主
要通过BIM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方面的运用作出分析,为智能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提供新的发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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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market,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market competi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To increase
market share and economic benefits, firstly th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ne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ensure corporate brand image; secondly, they need to save costs and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However,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are many drawbacks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which have led to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project capital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uman
resource cost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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