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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建设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促进建筑企业的标准化发展，
市场对建筑企业的成本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论文分析了 BIM 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可视性、协调性和模拟
性的特征，在明确施工成本概念和成本控制方法的前提下，深入研究了运用 BIM 技术在施工前期、中期和
竣工决算阶段进行成本控制的方法，可以较为有效的提高建筑成本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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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compet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e market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cost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BIM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sibility, coordination and
simulation.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on cost and cost control methods, the paper delves
into the methods of using BIM for cost control in the pre-construction, mid-construction and completion stage,
which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cost contro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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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是一种新型的信息管理技术，被广泛

特点，利用 BIM 技术的特征参数，根据不同的节点

应用于工程设计和施工管理中，使用 BIM 进行技术

和标准进行工程控制技术的改进，提高工程成本的

参数计算和合成，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中交换、发送

管理水平和效率[2]。
1 BIM 的相关理论

和存储项目信息，使项目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能够
[1]

快速分析各种信息，并为缩短施工时间提供依据 。

1.1 BIM 的定义

BIM 技术能够反映工程成本管理中信息、网络和模

BIM 的全名是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建构信息、模式或信息，BIM 是一种共享的知

拟的特征，并使成本管理更加全面。
建设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

识资源，它以数字方式显示项目生命周期的物理特

工程，如何在建设项目中有效地实现多方协作，提

征和功能，为项目生命周期的所有决策提供了可靠

高信息利用率，加强项目建设成本管理，是现阶段

的依据。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生命周期管理的不同

项目管理面临的主要课题。本文将结合 BIM 技术的

阶段支持和反映他们的合作，通过在城市、住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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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局、项目质量和安全性方面的数据输入。

了影响造价和施工进度的相关因素，分析了偏差检

BIM 可用于从整个生命周期设计的原有概念进行所

测和及时纠正的方法。这是建筑公司最常用的成本

有决策。

控制方法。

1.2 BIM 的特征

（4）目标成本管理法

由于国内的信息化不断的提高，BIM 技术也彰

目标成本管理是指在项目建设开始前确定目标

显出它的许多特点，如表 1 所示：

成本控制。和目标成本在包和集成电路，以确保在

2 施工成本控制

实际成本和预期的目标成本之间的偏差。在范围之

施工成本即指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施

内满足目标成本要求。

工所需的人工、材料、设备和其他管理费用。其中

上述四种方法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密切相关。施

劳动力成本包括建筑方支付给建筑人员的基本工

工成本的控制，无论选择什么方法，可以在特定的

资、奖励和各种补贴；材料成本包括建筑所需原材

施工过程。
3 建筑工程施工阶段成本控制与 BIM 技术的应

料和辅助材料的成本；设备费用包括在施工期间购
置或租赁工程机械的费用。项目成本管理将项目规

用
3.1 施工前期的成本控制

划成本作为项目实际操作中的价值目标，对不同阶
段的建设成本进行比较，确定它们之间的差异。如

前期的施工成本控制围绕着价格和工程量。在图 1

果有任何偏差，偏差的原因就会被分析，相应的措

显示：

施也会被提出，及时纠正偏差，确保目标成本。施

施工准备阶段的招标成本控制，从工程量和价

工成本控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格两个方面进行。招标技术人员根据招标图纸、招

（1）主要因素分析法

标文件要求、工程技术要求来确定招标项目的工程

对影响成本管理的因素进行分析的主要方法是

量。在确定工程量后，商业投标者应综合考虑企业

按影响力水平划分，强调影响重大管理和控制的高

的状况，确定企业的当前建设资源，联系符合投标

层次因素。完全控制目标成本。

要求的供应商，确定工程材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价

（2）工程成本综合分析法

格，综合考虑这些条件，统一企业配额.制定计划成

工程成本的综合分析方法是实施对主要影响因

本，确定公司报价的最终报价[8]。
在前期建设准备阶段，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招

素的主要监督和控制，以达到对建设项目中特定建

标单位提供的建设图纸和招标清单，结合自身建设

设项目的各个子项进行成本监督与控制的目的。
（3）挣值分析法

技术和以往工程经验，对建设项目的全部收入和支

挣值分析，也称偏差分析法。它是基于时间表

出进行预测。但是受实际情况和劳动力的影响。由

和成本的共同控制。它实时跟踪工程建设的实际进

于影响计算误差的因素，在传统的成本预报阶段很

度和实际成本，并与工程目标进行比较。分别对进

容易产生不准确的结果，从而降低项目收益。

度和计划成本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从不同方面分析
表 1 BIM 的特点
特征
可视性

详细内容
BIM 提供了一个视觉上的想法，允许人们从以前的线性组件中形成三维物理图形，并将其展示在人们面前。帮助人们从以前
的线性元素创建三维形状。
无论是施工单位、业主还是设计单位，都在做着协调配合的工作。比如在暖通空调等专业管道的布置中，BIM 协调服务可以

协调性

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 BIM 建筑信息模型可以协调施工前期各学科的碰撞问题，建立和生成协调数据，将其提供出
来，解决发生的问题。
模拟不仅仅是模拟设计的架构模型，而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操纵的东西。 在设计阶段，BIM 可以对一些设计中需要模拟的

模拟性

东西进行模拟实验，如：节能模拟、日照模拟、热传导模拟等；在招投标和施工阶段，可以进行 4D 模拟，即根据施工组织
设计模拟实际施工，从而确定合理的施工方案，指导施工。同时还可以进行 5D 仿真，实现成本控制；在运行后期，可以模
拟日常紧急情况的处理方式，如模拟地震人员逃生、消防人员疏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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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施工前期成本控制内容
表 2 施工过程成本控制的问题
问题

详细内容

工程材料

建筑材料不遵循详细的和严格的消费计划。不使用新的施工技术来降低建筑成本，昂贵的工业材料，在建设项目的成本。

管控体系

因此，建筑公司

1.建设资源配置不当。

2.管理决策疏忽费超标。

不严密

由于在施工管理或管理策略的严重疏忽，这是不恰当的。这导致了严重的浪费和建筑成本的增加。
1.施工过程中存在明显违规行为。
施工作业

大多数小型建筑企业在施工期间都严重暴露于此类缺陷。施工队无法获得正式的施工图纸，同时没有及时与项目甲方进行
细致周到的技术交流和谈判，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问题。

规划欠稳
妥

2.施工缺陷导致衍生成本大幅增加。
在项目建设的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无法提前预测的衍生业务成本。例如，建设工期被大大推迟。为了赶上未来的建设速
度，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超算工程费用；
1.工程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亟待提高。
工程造价控制是指工程建设的管理者在工程造价制定过程中，对人力、设备、物资投入和工程造价进行有效的管控，从而

项目管理

降低工程造价，达到减少工程的目的成本。制定项目建设投资计划。实施成本评估、规划、实施、审查、成本要素整合和
成本报告文件等相关服务。因此，项目经理业务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整个项目建设的成败。

机构配置
不科学

2.项目组织管理配置不科学。
在现实阶段，一些社会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设置的项目管理机构不科学，无法根据项目规模和项目复杂程度纳入现实阶段。
项目中配置的项目管理组织不科学，不能根据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做出详细、恰当的人员任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
理成本。

3.2 施工过程的成本控制

用情况，并将其发送到 BIM 数据处理平台[10]。借助

在项目建设中，项目成本管理包括成本预报、

于 BIM 技术，虚拟化建设可以提前发现一些可能的

成本目标、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比较、成本分析等

缺陷，显示安全风险，并进行早期警报和风险原因

过程。表 2 所示。

统计分析，从而避免风险。此外，BIM 技术的碰撞

针对这些问题，使用 BIM 技术可以准确计算项

检查功能还可以简化设计和施工阶段流程。

目所需资源，按劳分配、有效利用设备材料，避免

3.3 竣工决算阶段的成本控制

人员闲置，资源浪费。您还可以对特定组件进行精

建设项目完成后，业主和建设企业将根据建设

细管理，并使用 FRID 技术实时跟踪和监控组件使

条件、合同价格、实际建设中因图纸变更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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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变更以及部分变更解决双方的竣工结算问题。

能力是有限的。数据分析通常不完整，缺乏强有力

竣工结算是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成本管理的最

的数据支持。但 BIM 技术可以显示项目中的所有数

后一步。这是批准建设工程竣工、申报竣工、交付

据，特别是与成本相关的数据，并扩展到 4D 和 5D

订单的必要链接。在此期间，建设公司应根据每个

的不同级别，使用者可以添加条件分析统计、总结

组件的建设图中的工程数量谨慎地进行计算和比

报告、成本分析。

较。但是，由于涉及的数据和信息量大，且与独立

4.4 提高成本管理能力

数据的相关性较低，因此支付阶段的工作量大、准

构建 BIM5D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快速计算各时

确性低，而且员工的工作效率较低。

段、各区域、各组件所需的资源量，根据需要合理

BIM 技术适用于项目的完成和结算阶段，通过

分配资源，减少浪费，并进行有效改进。跨多个流

建立数字信息模型，将项目的整体情况表示为三维

程的效率和可调性。通过实时监控建设成本并发布

和三维，并对项目进行几何、空间、工程数量和项

详细的成本分析报告，帮助相关人员提前发现偏差，

目进度。BIM 技术可随时根据工程设计变更修改和

分析原因，提供解决方案，保证项目收益。

更新信息，并可在项目完成和结算阶段搜索与整个

4.5 合同管理优化

项目建设过程相对应的建筑模型。提高项目完成度

技术的兴起带来了建筑信息模型的巨大革命，

的项目数量核算的效率和准确性有效地控制了项目

不仅将建筑图纸转换为 3d 格式，还提高了建筑信息

成本。

的水平。在中国，技术发展迅速，在中国很受欢迎。

4 BIM 技术在施工成本控制应用中的优势

清除更多在建设方面的可能性，提高合同管理的水

4.1 提高工程量计算的效率和准确性

平。

目前，工程预算代表计算工程数量的方法仍然

4.6 协同设计，信息高度集成化

是根据工程数量计算软件的设计部门提供的平面设

在施工过程中的关键是协调和合作，BIM 软件

计图进行建模。与以前的手动计算相比，效率和精

可以模拟不同的专业模型，显示设计漏洞。也可以

确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在设计阶段引入了 BIM

在现场得出检测报告，使建筑企业能够及时检测，

技术后，设计部门将使用 BIM 图形软件从头开始设

或是制定新的施工计划，变更设计。这就能够在不

计图形，配置每个组件的计算规则，并设置空间位

影响施工进度的前提下，提升施工质量，减少重复

置信息。在随后的计算中，预算经理不需要进行二

劳动，将经济损失最小化。

次建模，而是直接将设计单位的设计模型导入到软
件中，然后单击以抽取数量。这种一次性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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