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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建筑工程领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在发展过程中
人们也发现了BIM技术的重要性。基于BIM的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能够使工程项目造价得到科学、合
理的管理和控制,为工程项目的全阶段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因此,本文首先对工程项目造价管理的现状
进行了分析,并详细介绍了基于BIM的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的优势,最后还分析了BIM在全过程工程造
价管理中的应用,以期能够为BIM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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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has also made great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people also
found the importance of BIM technology. Th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based on BIM
can mak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ge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can provide
reliable reference for the whole stag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and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advantages of the whole process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based on BIM,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in th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of whole proces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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