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9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的研究
任明玄
哈尔滨市建设委员会信息中心
DOI:10.32629/btr.v2i1.1783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的重要意义,然后针对建筑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的基本要求进行了阐述,

最后针对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在建设项目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望对业界人士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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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项支出进行核算,实现每个工项材料、人工、设备的消耗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成为推动国家建设

对成本实现分时、分段、分主体的控制。在工程竣工后还可

的中坚力量,并提升了生产力,并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

以进行事后核算,对整体项目进行盈亏与预算成本、计划成

的关键指标,尤其是作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的建筑项目,如

本和设计成本之间的联系,对于提升施工的生产效率具有重

何优化其信息化集成管理工作,成为时代发展赋予的难点和

要意义。
2 建设项目信息系统集成管理的要求

重点。
1 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的重要意义
1.1 科学指导预算

2.1 项目管理组织的集成化
建设工程项目的一次性特点决定了项目管理在一定程

在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的应用下,在充足的数据统

度上要进行创新,促进各个工项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实现

计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预算量,可以有效控制预

工项之间信息的交流,为工程信息的集成化和虚拟化奠定基

算量。在量的分析基础上,该管理系统可以建立统计分析模

础。该管理组织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施工阶段灵活地加入新

型,对于分项工程单价得出和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信息化集

成员,并根据工程的进程进行撤离,成为一种柔性的组织。网

成管理工作在地区预算定额的基础上,借助系统的信息统计

络型组织可以调和项目参与者利益,站在全局的角度进行决

分析,可以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制定预算定额,并根据选择

策,为整体利益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实现项目管理组织

的施工技术、材料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进行调整和优化,所以

的集成化。

该管理系统具有衡量生产经营水平的重要作用。
1.2 主控物料

2.2 项目信息工作标准化
首先,建设项目实现信息化的目标是完成项目施工信息

建设项目的信息化集成管理根据项目的需求、库存、资

的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所以建立一个建设信息分类体系

金等多方面的动态变化因素制定更具有弹性的阶段性采购

成为必然。通过建立建设信息分类体系可以为建设项目的参

计划,参考施工进度来控制采购的数量。并根据建筑材料的

与方提供一个统一化的信息语言,为不同建筑项目的信息积

出入库管理信息来形成信息化集成管理的数据基础,为建设

累提供一个规范化的平台。比如以 ISO/DIS12006-2 的框架为

项目的信息化奠定基础。通过信息化的集成管理,可以针对

基础建设信息分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领料流程、成本核算都进行限制和掌控,将较大比重的材料

其次,建立项目编码体系。在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费用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修正信息化管理系统中的定额消耗

对计算机内存储的项目进行系统编码,可以方便对该方面信

量,保障建筑工程的顺利开展。

息有需求人士的查询和阅读。项目编码体系主要是针对项目

1.3 监控施工进度

编码、过程编码、项目参与者编码、资源编码、项目文档编

通过在建设项目中引用信息化集成管理模式,可以针对

码,来保证体系的常规运行。

项目重要节点的层次和数量进行监控,保证其施工技术、施

2.3 项目信息交换的一致性标准

工进度、规模以及现场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借助网络化的施

为了更好地实现项目信息的集成化管理,信息要素成为

工计划可以提供分包管理、施工场地布置、工种配合等提供

整个项目信息管理的交换标准,将项目中的各类信息见串联

更精细化的服务和指导。信息化集成管理可以将进度挂历和

起来,有利于实现项目信息交换的一致性。

其他条线相关联并进行信息的交互利用,实现资源、资金、
实物量的量化。

首先,在项目建设之前,要对信息化集成管理系统的功
能需求设计整体的方案,为后期项目的建设和完成奠定基础,

1.4 成本的核心

并与工程不同阶段的建设目标相对应,实现集成化的管理。

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工作不仅可以做到施工前期

其次,在项目的文件设计工作中,要对其进行详细地定

的成本预算、成本计划工作,还能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

义,并对工程技术系统进行描述,使专业设计工作形成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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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相互促进。
再次,工程技术的系统是指导建设项目在质量计划、进

给信息化集成管理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建设项目中
应用信息化集成管理,不仅可以将项目中的每一笔费用进行

度计划、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工作的重点,是实现建设项目具

详细地记录,经过数据的全面统计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

体施工工作的安排。工程技术系统的建立涉及各专业要素和

并将建设项目的施工进度的相关指标进行转化,形成数据模

功能,最终汇总成为整体的施工过程。

式,综合分析三方面数据,找出影响建设工程施工费用、施工

然后,针对施工过程中的各类要素和功能区要进行必要
的维护管理工作,保证工程技术系统在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
过程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并结合技术市场的最新研究成果
来不断提升建设工程项目的系统更新和优化,保证该系统为
建设项目信息化的集成化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质量以及施工进度的关键因素,对整个模块进行调整和优化,
为建设工程的有序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3 施工结束后的应用
建设工程竣工之后,承建方和投资方会结算所有相关费
用,但是项目管理工作依然要继续。通过对建设项目的后期

最后,随着建设市场的全局调控,以及物质的老化和退

数据信息的统计和分析,可以为日后的项目管理工作和承建

化,会逐渐削弱工程技术系统的运行价值和运行能力,这就

公司提供更多宝贵的建设经验和高价值的数据资料。项目竣

预示着建设项目生命周期的结束。

工之后,信息化集成管理的工作是对建设项目中不同的施工

3 信息化集成管理技术在项目建设中的应用

内容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录入,完善信息劳资,充实数据库,保

3.1 施工前的应用

证项目建设资料的完整性。还要注意对施工的效果进行评估,

在项目的前期规划阶段中,信息化集成管理工作的主要

因为这些都是以后的工作中宝贵的素材。比如工程项目的影

目标就是综合考虑涉及参与的各个利益方,并将所有参与者

像资料、相关信息、汇报的方案以及表述方法等等这些都在

的利益转化为具体的项目设计方案和施工计划,并精细落实

建筑项目工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所以这些应该在信息集成

到建设工程的工程建设标准和服务标准内容上,让各个利益

化管理的数据库中进行比较全面的体现。而这些资料都在参

参与方都能得到满足。比如,在建设过程中,还要对房屋结构

与项目的各个人员手中,呈现一种比较分散的状态,一旦不

类型、功能、安全系数等众多层面的内容进行收集,并将此

进行及时收集,就很容易随着人员的不断流动而流失掉。同

类数据输入计算机建模功能,随着信息规模的增加和模型的

时,在进行结算时也要参考信息化集成管理的相关资料,这

完善,呈现一个最终的结果,由承建方、投资者进行该模型的

样才能更加方便地发现项目投资以及项目获得的利润之间

讨论工作,并决策主最终的质量模型形态。之后,规该模型指

关系的最新动态,给今后项目管理方法上的完善和利润方面

导下的质量检测标准商议和拟定,为后期的工程施工打好基

的调整提供一种参考和建议。

础。通过在建设项目中应用信息化集成管理,不仅可以平衡
参与方的利益,还能保证建设工程的建设模型更加直观、形
象,给与建设工程一个能够观察和衡量的具体标准。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工作对于建设
领域的长足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所以政府住建部门和从事该

3.2 施工中的应用

行业人士要经过长期的努力,让信息化集成化管理具备更好

在建筑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应用信息化集成管理模式,可

的安全性和兼容性,满足建设项目各个利益方的发展需求和

以兼顾施工费用、施工质量以及施工进度三个方面地紧密联

功能需求,实现信息化集成化管理应用范围的拓展,发挥其

系,统一化三者的工作进度,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在传统的

更大的优势,推动我国建设项目的管理水平。

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施工费用、施工质量以及施工进度
呈现了“各自为政”的状态,严重缺乏信息上的频繁交流,
若遇到较大的信息交流量,会因为人工处理、信息规模量较
大而产生沟通效果不及时甚至滞后的情况。但是经过信息化
集成化管理的应用之后,建设项目针对施工费用、施工质量
以及施工进度三方面的信息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交流,提升了
有效沟通的概率,解决了传统建筑工程中低效的沟通工作,

[参考文献]
[1]尹双伍.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的研究[D].天津大
学,2007,(5):63.
[2]李 玏 ,马鑫.探讨信息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如何应
用[J].价值工程,2016,35(12):38-41.
[3]韩治国.建设项目信息化集成管理实施研究[D].长安
大学,2007,(33):4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5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9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贵州本寨穿斗式建筑安全鉴定及建设管理策略研究
张天轲 麦贤敏
西南民族大学城市规划与建筑学院
DOI:10.32629/btr.v2i1.1781
[摘

要] 穿斗式建筑为我国古建筑结构三大样式之一,这部分建筑多以民居的形式分布在我国西南的农村地区。本文介绍了

一种低成本、简便高效的安全鉴定方法用于准确评估建筑物的危险性,并以具有代表性的贵州本寨穿斗式建筑为例。笔者首
先前往实地进行测绘和调查,然后遵循《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2016 的鉴定原则逐一分析各组成要素的损坏程度和确定
危险点,并采用全数检测鉴定的方法统计待鉴定的构件,再根据分层危险性判定及整体结构危险构件综合比例判定法得出危险
构件综合比例,最后根据危险性等级做出建设管理策略。
[关键词] 穿斗式建筑；安全鉴定；建设管理策略
引言

使用木料和石料就创造出当地的民居千姿百态的样子,硕大

随着我国建筑活动的不断发展,建筑活动已经进入建

的垂花门和精美的壁画与雕刻画美轮美奂,门前的石狮和柱

设与维护并重时期 [1],既有建筑正逐步面临损坏和维修的

础体现出石匠的雕刻造诣；临街的外墙由大石块堆积,房间

问题,需要安全鉴定的建筑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种

里内墙的形式丰富多变,鲜有覆盖性装饰的立面不仅尽可能

趋势也推动了古建筑安全鉴定的发展。房屋安全鉴定在确

地呈现出建筑本身朴实的美,还易于通过肉眼直接观察房屋

定房屋安全的同时也是保证修缮作业安全的基础,往往建

结构的破损程度。虽然在使用过程中曾遭到人为的破坏,但

筑的其中一个构件破坏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从而引起成

本寨还是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9]。

倍的破坏。房屋安全鉴定是为保证建筑正常使用诸多措施
的一项,即在建筑竣工交付使用开始直到建筑物报废拆除
为止的整个运营阶段所采取的维护管理的一部分,安全鉴
定的意义不仅使鉴定人员直观且快速地了解整个房屋的破
损情况,还是后续加固维修工作的基础。目前对于古建筑安
全评价主要有数值模拟评估以及依据现有标准和规范进行
安全鉴定两个大方向 [2],后续的研究 [3]-[6] 在两种传统方法
的基础上做出改进并不断的创新。JGJ125－2016《危险房
屋鉴定标准》作为我国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的行业
标准,相比上一版(JGJ125－99)标准的基础上有一定程度
的修改,将以往学术课题常用的隶属度计算公式取消,采用
分层危险性判定及整体结构危险构件综合比例判定法代替
了原标准的模糊综合评判法[7]。有鉴于此,新标准发出的鉴
定信号需要详细解读,基于新标准的案例分析是非常有必
要的。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条件下,通过《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图1

穿斗式木结构建筑

我国古建筑大多具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特点,随着

JGJ125-2016 条文与案例相结合,以普遍适用、简单高效、

多年的使用和实践其建筑本身具有一定相似性的特点。本寨

低成本投入为导向,解析标准中的新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

的建筑在文化表达和建筑形式表达上就具有较强的相似性,

中出现的问题。

单个建筑案例的分析有较为突出的借鉴意义。于是,笔者选

1 本寨建筑概况

取了本寨的一栋建筑作为案例进行研究。案例为一进四合院

本寨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距离省会贵阳市约

落,属穿斗式结构建筑,有上下两层,这种结构的房屋素有

85km。明朝朱元璋在贵州施行“调北填南”的移民政策,因

“没有基础的房子”之誉[6]；因建造时有抵御外敌的防御性

防御需要在本寨建立起屯堡,南迁的移民把江淮的住居文化

需要,建筑的外墙和局部内墙使用石头砌筑,木结构与石砌

和平安富足生活愿望带到了屯堡聚落中[8]。本寨的选址尤为

体墙相辅相成,在结构上又呈现出木石结构的特点。案例临

讲究,极具道家思想。村落三面环山,山水之间耸立的石头寨

街的外墙向外倾斜并开裂(见图 2),裂缝长度 1.4m,最大裂

子与自然景观和谐的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画面。本寨建筑

缝宽度超过 10mm,内墙有一处完全损坏,门窗有不同程度的

建于明清两代,多为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如图 1。工匠们仅仅

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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