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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稳步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建筑的质量与性能已经成为新时代关注的重点之一。在建筑工
程行业,由于建筑环境、功能、涉及项目的不同,建筑工程的规划施工过程与建筑工程管理也具有多样性。
为了进一步提升建筑工程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强化与现代化技术的结合,开展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是十分
必要的。本文主要针对新时期建筑工程管理的创新意义以及智能化应用技术做出阐述,以期可以为今后
建筑工程管理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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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ethods in the new era
Jian Huang
Taishun County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Bureau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ead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urban
building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e new era. In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due to the
different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s, functions, and projects involved,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re also diverse.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with modern
technology, and carry out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s very necessary.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and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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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为了保证建筑在环境保护、能
源利用和材料利用方面的持续改进,必须
强化建筑工程管理的效率,通过对整个工
程的进度的掌控实现对建筑项目有效管
理。因此利用现代化技术推动新时期建筑
工程管理方法的智能化发展是十分必要
的。建筑工程智能化技术的应用目标是构
建基础施工进度信息感知系统,改善配套
环境,从而推进综合建筑活动精细化管
理。与此同时,依托科学技术实现工程设
计、施工进度、设备检查的综合管理,为

图 1 1993-2017 年建筑行业资产增长图

工程管理进一步智能化发展提供基础。

1.1建筑工程管理智能化的意义

市稳定建设的重要项目。建筑工程智能

1 建筑工程管理智能化的意义
与现状

建筑工程管理智能化体系建设不仅

化管理适用于设计管理、施工管理、设

可以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也是实现城

备管理、人员管理等各个方面,是一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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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技术的科学管理方式。首先,

企业相关管理的要求,利用高新技术完

实力。在建筑工程中机械设备种类较多,

智能管理模式可以提升各部门之间的沟

善行业监管和信用体系。智能化管理体

由于大型机械设备常常以租赁的形式进

通效率,建筑企业具有较强的跨部门、多

系的建设为新时期的建设项目管理提供

行使用。然而一些项目较为分散,设备经

层次、远程合作能力。还可精确各项数

了更多的机遇,为更高效、更便捷的管理

常从一个项目转移到另一个项目。各种

据信息切保证信息的及时传递,其次,提

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持。

设备的来源、类型和工作时间都不同,

高建筑工程信息处理和集成能力,以提

2.2信息数据传递管理应用

因此很难安排、维护和管理设备,为了避

高建筑工程各个环节的科学监测及安全

智能化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可以用其

免虚假申报在“运营”的情况下施工企

警示。最后,可以优化建筑设备设施远程

独特稳定的存储方式与精确的计算模式

控制和智能执行能力。

实现建设项目的数据共享和高效信息交

2.4.1智能化机械管理的成本控制

1.2建筑工程管理智能化的现状

流。除此以外,智能化建筑工程管理模式

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管理是一项系统

业需要对机械设备进行充分的控制。

从我国改革开放后建筑业的资产增

中传递和存储工程进度和质量信息、项

工程。机械设备的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

长图中可以发现,建筑行业整体呈快速

目成本和安全还可以确保信息的安全

企业的经济效益。正是这些设备看似微

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

性。各个参与工程的主体可以通过信息

不足道的浪费变成了一大笔钱。然而事

面对建筑行业的快发展与进步,建

系统查看工程相关信息,并且对工程变

实上,大多数建筑企业都面临着设备管

设质量问题频发。目前,为了保证施工质

更信息进行及时上传,以便工程所有数

理的问题。施工现场的机械管理往往粗

量,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加强对现场实

据可以被及时的公示。还可以通过线上

放,存在很多困难,如：施工管理中无法

际情况的管理已成为建筑工程建设过程

模式对数据进行确认,减少各部门之间

有效控制设备的日常使用和闲置状态；

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建筑工程施工

的签字流程,方便了行业信息的传递和

离线签名的速度和准确性不高；设备用

现场管理的内容一般可分为施工人员管

共享,提高了施工项目管理的效率。

油控制不严,偷油、漏油事件频发；施工

理、功能设备管理、施工资源管理和施

2.3工程建设资金及材料的管理

车辆随意离开施工区域；施工企业应重

工质量管理。通过对这四部分管理内容

资金与建材的管理是建筑工程管理

新审视粗放管理带来的问题,提高施工

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建筑工程管理内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系着整个工程

机械精细化管理意识。智能化机械管理

容比较复杂,且管理数据也难以精确统

的经济效益与工期进度。首先,有效的资

系统数据文件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

计。这大大增加了管理问难度。为了有

金管理不仅是建筑工程管理智能化建设

率：通过信息化平台建立各种设备和项

效解决这些问题,促使建筑工程的质量

的前提,也是建筑项目稳定开展的重要

目的机床管理数据库,包括设备运行数

能够达到预期的建设目标,通过智能化

保证。经营管理人员要树立正确的资金

据、油耗数据轨迹等智能终端和传感器

技术的应用优化建筑工程管理体系,从

管理观念,提高资金管理效率,建立健全

自动采集的数据。数据分析表明,项目设

而降低施工管理难度,提高建筑工程管

资金管理和监督体系,防止企业腐败和

备的利用率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基于数

理质量,优化施工效率、确保设备设施的

挪用公款,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在施工

据文件的设备评估机构规范了设备的行

合理应用,从而达到环境保护与提升经

过程中,相关项目的财务会计人员必须

为,大大降低了设备的整体油耗。全三维

济效益的目的。

跟踪施工过程,如实记录各项费用,智能

控制直接提高了设备的使用效率,降低

2 建筑工程管理智能化应用
领域

管理施工项目的建设资金管理。智能化

了设备的使用成本。

资金管理可以根据工程进度以及系统自

2.4.2机械设备管控

2.1工程参与各个主体管理应用

动计算各项收入及开支。其次,智能化建

智能化管理可以促进机械设备管理

随着现代化建筑的不断发展,建筑

材管理可以对建筑材料的进场、使用、

水平的提高：通过信息化技术为项目建

工程的形式涉及的部门也越来越广泛,

剩余进行精准的监督,不仅可以节约成

立完整的“设备管理信息平台”,系统预

参与建设的部门也逐步增多,技术难度

本,提高建材利用,还可以推进建材后期

留的数据接口可以实现与综合管理平台

和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导致施工周期也

回收再利用的效率,在环境保护方面作

的有效连接,提高企业信息管理的整体

在不断延长,大大增加了施工项目管理

出贡献。

水平。不仅如此,还可以对违章进行预警

的难度。然而项目参与主体之间沟通协

2.4工程机械设备管理应用

加强安全,智能管理平台对违章车辆进

调手段相对落后,项目信息获取不及时,

机械设备的管理可以提升建筑工程

行预警,有效提高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

信息真实性难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

的安全性以及经济性,因此,近年来建筑

智能化设备管理可以使工程项目设备管

精确性更难以保证,这给质量管理部门

行业一直在积极探索机械设备的智能化

理效率提高,设备使用成本降低。不仅保

及政府监管部门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

管理,希望通过信息化解决设备管理中

证了机械设备运行中数据的真实性,而

此,施工企业迫切需要适应市场和经济

的各种问题,从而降低机械设备的使用

且提高了项目管理的准确性和深度。从

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施工项目管理和

成本、提高效率来提高建筑企业的综合

而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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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实施智能化施工现场管理

用。采用智能化管理可以实现对建筑工

3.5深入分析市场需求

在施工现场实施智能化管理,必须

程施工全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这种方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对

有效保证设计队伍、施工队伍、和投资

法不仅可以提高工程的整体质量,而且

建筑工程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

方之间的一致性,以确保施工管理的有

可以有效地缩短工程的施工时间。由于

筑工程的智能化管理不仅需要体现在工

效实施。在建筑设计阶段,管理应与智能

施工过程往往比较复杂,容易遇到难以

程设计、施工等阶段,同样需要应用在建

应用相结合,并结合建设项目的实际情

控制的突发事件,因此更有必要对突发

筑运行阶段。因此,在建筑工程管理系统

况进行管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析,

事件进行智能化管理。建设项目管理体

的建设过程中,有必要分析用户的实际

提高智能手段的应用效率。加强施工现

系是建设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需求,以提高用户的生活满意度。互联网

场控制,实行现场智能化管理,严格施工

果没有一个有效、智能的管理系统,管

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可以为用户定制个性

进度管理,提高施工人员个人综合素质,

理就会陷入困境。智能应用必须反映在

化的功能服务,并确保建筑运行的稳定

有效监督检查施工过程,实现优质施工。

管理系统中。在智能管理系统中,每个

性,提高整个建筑工程的运行效果。

在选择项目管理者时,施工单位对工作

管理者的职责必须一致,以确保管理的

4 总结

经验和工作能力有明确的要求。在施工

有序进行,并建立监督机制,有效监督

新时期的建筑工程管理与传统的管

过程中,根据施工接线选择合理的施工

每个管理者的工作质量。及时对工作中

理模式相比,需要更加创新、先进的管理

设备,了解施工过程的细节。

存在的问题进行教育引导,激发管理者

体系,目前,建筑工程管理建设涉及的环

2.6质量安全监管应用

的积极性。管理者的工作权限应根据项

节多,涉及面广。因此,建筑工程管理方

建筑工程管理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严

目情况确定。避免管理权限重叠,确保管

法需要不断更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

理有序。

化的应用趋势逐渐显现。为了适应这一

重影响建筑施工的安全与质量。因此,
智能化管理的运用可以对施工进度、设
备运行、管线敷设等问题进行综合监管,

3.3优化基础信息系统设施建设

趋势,建筑企业必须建立一个快速的信

智能化管理需要又硬件设备的支撑,

息平台。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网络信息

提高事故报警的效率。此外,智能化数据

为了避免建筑工程信息化技术应用发展

统计,加快信息化建设,充分整合市场信

监测还可以加强对建筑工程整体质量的

的局限性,应不断优化基础信息系统设

息、客户关系和供应链管理,构建更加开

监测,为工程施工提出合理有效的优化

备设施建设。信息系统作为建筑工程智

放、全面、快速的管理信息平台。从工

措施。协助相关技术人员根据施工环境、

能化管理的集中体现,对建筑工程智能

程参与方的交流沟通、项目的合同资金

施工进度提出合理有效地改善措施,在

化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我国建筑工

管理、施工企业资源配置利用、施工现

准确质量安全监管数据的支持下提高建

程管理的发展中,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

场管理以及环境保等方面,全方位逐步

筑工程管理效率。

应注重提高信息网络环境、信息共享能

提高质量。建筑工程管理的智能化建设

3 实现建筑工程管理智能化的
策略

力和网络响应能力。同时,在信息系统基

不仅可以实现项目管理的优化,也对建

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关企业应充分利用

筑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3.1强化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建筑建设大数据分析技术,总结建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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