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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联网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发展内容,在我国的农业以及农村的信息化等方面都已经进
行广泛的应用,在交通领域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工程建设因其自身的环境和建设过程的专业性、复
杂程度、危险程度,更迫切地需要物联网IOT技术的应用,因此就如何将物联网技术,在工程项目在施工过
程中进行有效应用,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对物联网技术在工程施工项目管理中的主要应
用进行简要分析,希望能从根本上在施工过程中提高施工效率、减少危险因素、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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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cont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hina's agriculture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and also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transportation. Due to its own environment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plex and dangerous degree of
construction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needs the application of IOT technology more urgently.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apply IOT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today's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e main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s briefly analyzed, hoping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reduce risk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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