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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营改增下基于 BIM 技术的工程造价管理 

李 宁，于 洋，齐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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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项目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在营改增的深入推动下面临的全新挑战，BIM 技术应用也在很大程度

上为工程造价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支撑，从而有效管理工程造价。在时代发展背景下，基于营改增的需求，

提出科学合理的工程造价管理措施，创新项目工程造价管理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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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s facing a new challenge under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business tax 
reform.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also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roject cost 
to a large extent, so as to effectively manage project co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needs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oject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is inno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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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式，工程造价管

理模式显然存在很多不足和弊端，随着时代的发展

与进步，尤其是营改增政策贯彻落实，工程造价管

理受到营改增的深刻影响。为切实提升工程造价管

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要紧跟时代步伐，

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融入管理工作中，提出 BIM 技

术应用的对策，准确计算工程造价方面的问题，对

比多个角度，共享信息资源。 
1 BIM 技术与工程造价管理概述 
1.1 工程造价管理现状 
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在长时间以来，一直面临着

工程造价管理方面的难题，分析工程造价管理的实

际情况，管理工作本身便具有很广的覆盖面积和很

长的时间周期。目前在组织开展工程造价管理工作

期间，普遍选择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形式

展开，但是这种管理方式在实际应用期间存在着比

较明显的缺陷，例如缺少工程造价管理的标准数据

信息支撑，不能与当前工程项目复杂的市场环境相

适应。此外，在全面推行营改增机制以后，会对工

程项目施工单位的造价计算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

传统的生产方式具有很低的效果，对正常开展施工

产生不良影响[1]。 
1.2 BIM 技术的论述 
BIM 技术是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现代建筑工

程领域有着很高的地位，且对实现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提升，保证工程造价管理效率等，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该技术在应用期间，通过使用三维数字

技术对施工期间的所有信息数据进行收集与整理，

按照施工的实际需求合理使用。将 BIM 技术引入建

筑工程造价管理之中，是提升造价管理效率和质量

最具有价值的创新手段。再者，通过 BIM 技术的应

用，可实现造价管理相关工作集成度强化，可在很

大程度上规避工作风险管理出现的不足。BIM 技术

具有协调性和科技性，应用中可凭借相关人员的技

术性操作而实现数据信息合理化整理，形成符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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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需求的施工图纸，推动建筑工程项目有序推进。

此外 BIM 技术依托计算机技术完成计算，可合理安

排施工进度和施工所需设备，促使项目工程朝向更

加合理且高效的方向发展。 
2 营改增背景下 BIM 技术应用环境 
2.1 营改增对 BIM 技术应用提出的要求 
增值税计征复杂的基本特性在经过几年的营改

增践行以后已经尤为明显的表现出来，这种现象的

出现可影响到整个建筑工程产业链条上游和下游的

发展与变化，特别是会影响到建筑工程造价管理。

首先，我国针对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现状修订出台了

《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基础定额与预算》的相关内容，

重新调整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部分项目，推动改善

管理部门的计价管理依据。其次，严格按照行业规

章制度和相关标准对施工图预算标志以及设计概算

进行执行，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调整投标招标

书的内容。再次，改正施工单位内部定额，并且做

好企业预算管理[2]。最后，在推动落实营改增以后，

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点进行工程造价管理措施优

化，实现动态化管理目标。 
2.2 BIM 技术下工程造价管理的制约因素 
其一是 BIM 标准得到缺失；其二是政府没有相

应的政策及基础；其三是由于使用 BIM 技能最终获

益最大的则是项目业主，不过由于现阶段大部分业

主还不能明确的了解的 BIM 科技的功能；其四是由

于 BIM 科技企业管理软件系统内部缺少互联性，对

软件技术要求提高，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 BIM 技术

需要相应的造价专业技术人员与设计人员对建筑构

件信息系统进行重新界定，要降低成本，对 BIM 科

技修正和检验；五是在许多情形下，由于造价软件

与 BIM 相关技术相互之间对建筑结构信息要求形成

差异的要求，而且又因为模块间具有差异性，所以

大多数造价人员都必须对 BIM 相关技术所带来的消

息信号加以过滤，如此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最基本

的项目造价信息；第六是建设项目各方相互之间存

在着协调问题；第七是缺少相关的 BIM 相关技术应

用和从业人员。 
3 BIM 技术在高技术工程造价下管理模式中的

运用 
3.1 工程造价内容管理方面的应用 
在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流程中，对 BIM 软件也有

着比较多的运用。对施工单位来说，在运用 BIM 技

术的时候，就能够通过多种评价标准系统来分析工

程造价中涉及的各种数据，在做好工程造价管理工

作监督管理的基础上，提高了效率。首先，在为项

目订立合同的时候，建筑施工公司和业主都需要明

确确定出合同中有关施工价格的具体部分，并获取

有关资源，将其制作为 BIM 模式。再者，在施工环

节的时候，建筑施工公司能够利用 BIM 模式的优点，

全面管理施工成本，使施工物料供应和统计等管理

工作能够平稳地进行[3]。 
在政府营改增政策实施下，在实施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工作同时，也运用了 BIM 技术实施辅助性管

理工作，重点在于通过有关的评价系统，多维度地

分析在建设工程造价中产生的海量信息。就项目的

合同阶段而言，主要是由施工公司和业主一道，通

过确定合同中关于工程价格的部分内容，将相关资

料制作为工程的 BIM 模式。就实施阶段而言，则主

要是由建筑公司利用 BIM 模式控制工程成本核算，

以便于在物资供应和实施组织以及统计管理等工作

中，进行高效有序的进行。 
3.2 工程造价决策管理方面的应用 
项目决策阶段中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多，在这里

重点涉及到了工程项目中各种工艺技术指数的编

制，在制定项目技术指数的时候，对施工造价形成

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包括了工程项目自身施工

能力、工序选择等。决策环节中进行投资费用预测

工作的时候，造价管理人员也可利用 BIM 科技这一

性能，协助业主较好的选定设计方案。尽管在该阶

段以缺乏有效的工程设计图纸为主要条件，还没法

全部了解设计造价，不过也可从 BIM 等应用软件统

计分析的各种数据加以分析，并多加考察各种数据

中性质较相似的设计方案实际造价情况，以提高投

资价格预测的准确度[4]。 
由于在这一阶段重点是确定各种工程技术指

标，而这些技术指标给整个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所产

生的影响也很大。包括了工程项目建造的技术水平

与施工工艺设备选型。所以总的来说，由于建设项

目投资决策阶段给整个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所产生的

负面影响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所以在投资决策

阶段的开展与投资费用测算过程中，应该强化对

BIM 技术的运用，并与业主共同就总体设计方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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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比和选择。但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没有设

计图纸的支撑，使得整个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无法精

确地掌握，但是还是应该充分运用 BIM 软件中的历

史数据，并以数据结果为参照来确定施工方案造价，

这也就可以使得施工报价的预测更为精确。特别是

在利用 BIM 建模的技术参数和建筑与材料等建模信

息，可以有效地提高投资预测的精确性。 
3.3 工程造价招标投标方面的应用 
以往的造价管理工作中，在招标阶段的工程量

清单大多是造价员通过人工的方法计算。但是随着

经营改增的开展以及在越来越复杂的项目施工过程

中，在使用 BIM 软件进行建模时，就可以比较精确

地分析工作量，而且优越性也非常突出。在使用 BIM
进行招标工作或者项目投资估算时，就应该根据已

有的设计图纸建立好计算测量模型，并根据所确定

的技术条件做好估算参数的设定，在计算测量模型

构建过程中，重点是根据具体的构建类型做好施工

方式的设定，以及使用计算软件整理并编写工作量

列表，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减少了计算工作量，更积

极主动地投入到项目细节优化和协调管理的工作当

中。 
3.4 工程施工阶段的应用 
在施工阶段中，可以通过 BIM 模型把所有专业

技术全部整合在相同的平台上进行检验工作，以此

有效地找到出现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方便进行处理，

从而更好的进行图会同审和设计技术交底等份管理

工作，从而减少了施工中出现的技术困难，从而减

少了施工中变更问题的发生，从而达到了严格控制

造价的目的。另外，利用 BIM 技术还能够实现时间、

工序以及区域等多种对比，这也是有效管理施工成

本的主要方法。此外，由于项目本身具有高度重复

性特征，施工中所需要的物料和设施具体消耗量往

往无法合理计算出来，许多超过规范的情况，通常

都是等到整个项目完成以后，才被发觉，这就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造价管理工作的复杂度[5]。而使用

BIM 技术，就能够把原物料生产过程和施工计划全

面整合在一起，从而达到精细化的管控目标。 
具体来说便是在项目执行中，通过使用 BIM 软

件系统对项目实现信息系统做出了即时有效的集

成，这样建筑施工也就可以更好地对成本和时间做

出了有效的统筹。但是由于以往的工程造价管理系

统中的建筑施工信息管理模式大多是使用图表和纸

面文档，导致在工程进度调节和施工技术调整中往

往无法使得统筹工作得到有效的实现，使得建筑施

工各方的信息系统衔接上具有很大的困难，最后造

成了工期被严重拖延。由于现代项目建设过程相当

繁琐，而以往的物料管理方法无法与实际施工过程

中实现统筹兼顾，因此项目所需要的设施和物料等

方面的实际耗费往往无法得到合理准确地计算，从

而造成实际使用行为超过了原规划，而且许多时候

只能在工程结算以后才出现问题，使得项目费用管

理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增大。所以运用 BIM 施工技术

就可以实现对建筑物料和设施的精细化管理，从而

促进了项目的有效管理工作[6]。 
3.5 工程竣工方面的应用 
项目验收以后的核算工作，尽管对降低施工成

本成本的意义并非重大，但它对资金统计及后期施

工方法的完善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所以，工程在

竣工阶段中，可通过 BIM 技术来进行工程结算管理，

以降低在工程造价中出现的风险性现象，包括工程

单据文书的不齐全、审计力量欠缺和数据处理不准

确性。由此看出，BIM 技术是改善工程施工管理水

平，加大监理力量的重要方法，故其实用价值极高。 
在工程项目的验收阶段，资金核算管理工作也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作内容，即便给工程施工成本

的减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于施工资

金的计算以及日后工程项目管理方法的完善却有着

很大的指导意义。因而运用 BIM 技术加强工程项目

结算管理工作时，可以将日后造价管理工作中的单

据文件不齐全和审批不通过以及结果丢失和过高估

计冒入等方面的风险加以合理的避免，在增强造价

管理工作透明度的同时，还可以带动其监测力量的

有效增强[7]。 
4 在工程造价管理系统中的 BIM 技术使用要求 
首先是在设定项目的时候，需要严格遵循相应

的法律程序，以确定其合法性；第二是在构建建筑

三维模型的时候，需要及时对按照施工图手动构建

基础楼和地下室的三维算量模型进行分解，或者通

过手搭积木的方法进行构建，并且在构建的时候，

还需要及时将结构的编号进行自定义，以明确结构

布局的基本原则，并且紧跟建筑实际的进展状况，

将有关信息记录其中；第三是在构建以后需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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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三维算量软件，并且严格遵循经营改增清单中

的计算原则，对 BIM 技术加以运用，并进行工程编

制工作，此外，还需要及时根据建筑三 D 模型，进

行工程量对比，对工程设计进行了优化，并使用施

工量对比功能，将有关文件导入到软件系统当中；

四是对在施工属性当中设定的招标工程量清单计算

模型进行解析，严格依据有关资料制作招标文本，

同时也要严格根据施工技术措施，通过挂接定额的

方法在清单中计算报价[8]。 
5 结语 
实践证明，采用 BIM 技术的工程造价管理优点

明显，能更好地进行工程量测算和费用预测、设计

方案纠偏、建立成本核算信息系统和工程成本计划，

有效监督和管理工程预算外变更费用，还可以施工

方及时配置资料，提高工程进度，为工程建设创造

更多方经济效益。虽然对当前采用 BIM 信息技术的

造价管理工作引进与推行尚存在一定阻碍，但随着

BIM 及其有关技术规范的颁布，以及 BIM 造价管理

的功能完善，以及项目协同机制的不断提高，在新

税制下已经是一个更高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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