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市政工程资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措施
沈玉端
新疆昆仑工程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5i3.3978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政工程建设技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在市政工程的发展过程中,加强
资料管理可以加快市政工程的发展,同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市政工程的发展质量,实现工作经验的
积累,从而促进市政工程的长期稳定发展。目前,市政工程资料管理存在明显的问题。要优化市政工程资
料管理水平,必须采取科学措施,提高资料管理的有效性。基于此。文章就市政工程资料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及优化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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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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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develop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strengthening data
management can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realize the accumulation of work experience,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obvious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ata. To optimize the level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ata management,
scientific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data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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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对相关环节进行有效管控,大大加快和提高项目的施

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和发展中。在市政工程开展当中,做好资料管

工进度和施工质量。通过项目档案可以更好地反映项目的实际

理方面的工作,有助于推动市政工程的整体进程,同时还可以起

质量水平,例如通过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文字数据、市政图纸、照

到经验累积的工作,给后续的施工提供参考依据。所以,做好相

片等信息,这些宝贵的市政数据可以作为评估的重要依据项目

关工程资料管理工作,对建筑单位来讲有着积极的效果。

过程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实现工程项目的质量评

1 市政工程资料管理内容

估和精细化管理。

档案管理贯穿于整个市政工程建设,包括：工程前期准备工
作相关资料、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资料以及工程结束后的资

2 市政工程施工技术资料的重要性
市政工程施工技术资料不但反映了市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料。市政工程前期的档案主要是产生工程的立项档案和工程项

同时市政设施的管理、维修、养护也要参照该资料,因此市政工

目的财务资料等内容。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档案包括产生项

程施工技术档案在市政工程之后的扩建、改建、维修、养护至

目的市政材料验收档案以及施工进度等档案。市政工程竣工后

关重要。譬如在市政排水管道的维修、养护工作中就要依靠施

的档案主要包含产生项目的验收文件和竣工图等资料。在推动

工技术档案,档案中记载着管道的流向、检查井的准确位置等。

市政工程资料的量化分析和精细化管理的同时,制定好一系列

特别在市政排水管道在进行改建或扩建时,原工程施工技术档

标准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实施离不开档案管理。

案立记录的隐蔽工程和竣工图纸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施工

建设工程质量评价不再是简单的现场观察和评价,经验验证将

人员在详细了解原有排水管道的高程、管材、管径、流向、以

被数据和图纸的评价所取代。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收集、整理和

及管道和检查井的具体位置后方可进行下一步的改建或扩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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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设计。工程施工技术档案还是市政项目在竣工验收时的重要

是保障信息沟通、传输和共享,进而为相关的决策人员提供准确

依据,市政工程建设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质量评定,包括决

有效的参考依据。对此,在市政工程资料管理工程中,首先对于

策质量、设计质量、施工质量、和竣工验收质量,每个工序都有

合同管理应当制定明确的合同管理细则,严格按照合同内容为

质量验收的评定标准,这时技术档案就可以作为重要依据,也是

依据,以此妥善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次是对于信

质量验收的客观凭证。

息管理,则要加强施工资料的审核,并结合工程实际检查和验收

3 市政工程资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的情况,对施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加强施工资料的质量控

3.1资料编制不同步,归档相对比较滞后

制,要做到目标细分、层层把关。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工

夯实资料管理工作贯穿于市政工程的全过程。要做好资料

程施工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信息进行收集、整理、汇总和管理,

管理应该及时编制工程资料,做到工程施工同步于资料的汇总
与整理。同时还应该做好资料的科学归档,让资料管理的作用发

并及时向建设方反馈,从而保证工程资料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4.2加强管部部门人员的责任感意识

挥到极致。但部分市政工程的建设中,相关部门对工程资料编制

地方政府都应重视市政工程,应对内部管理进行明确分工,

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导致资料的编制与工程的进展不能同时进

同时经过宣传,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感,同时组织施工企业对市

行,许多重要资料一度滞后。甚至是关键的施工环节产生的资料

政工程的政策进行学习。与此同时做好市政工程的定期质量检

都在工程结束后才进行编制整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容易丢失

测,在工程问题出现时,及时上报相关单位,不得将问题瞒报。第

关键资料和相关重要数据。同时,市政工程资料的归档也存在延

三,要想更好的培养工程相关人员责任意识,可以适当给予合适

迟或者滞后的问题。因此在市政工程建设的同时,也要将相关资

的奖惩,可以大大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最后在市政工程竣工验收

料进行及时编制和归档,这样不仅能让核心关键资料受到良好

时,要对所有相关资料进行及时汇总整理,做到不拖延、不缺少

的保护,还提升了资料管理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周全的保护市政

一份资料,最高责任人要对其进行一一检查,上行下效。

工程所有资料。
3.2检验数据以及文件不完整
市政工程施工过程当中,要注重资料管理工作,那么就应落
实好数据分析方面的操作,对于鉴定质量证明的相关文件应合

4.3加强使用互联网信息管理工程资料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我们应紧跟时代的步伐,充分
运用网络的适应性及普及性,采用以下方法管理工程资料：
(1)将工程影像资料存储在网络云盘里面,由专人专职整理,

理地保存。而当前施工单位在开展施工过程当中,未意识到这部

按照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进行分类整理；定期更新影像资料,

分重点内容。在有关数据分析和检验工作当中,未合理的展开检

共享网络云盘账号及密码,防止因为人员离职或调离而产生资

验操作,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此外,市政工程施工当中,会牵涉

料交接不清楚,或无影响资料等现象。

到非常多的施工工序和使用到非常多的施工材料重要,要使市

(2)采用office办公软件建立电子台账；将所有的工程资料

政工程的质量能够得到保障,就需要对各项质量证明文件进行

按照开工前期资料、往来文件、隐蔽资料、检验批资料等列出

严格筛选,另外,要将这部分文件进行妥善的保管。而在具体操

目录清单,建立电子台账,并将纸质版资料扫描,增加超链接,完

作工作中,反映出质量证明文件缺失的情况。有关报告书还存在

全实现电子化办公,查阅资料时不需要再翻阅纸质版资料。

不规范以及不清晰等情况,竣工图标注模糊,或是数据不够精确
等问题也是十分常见的问题。

(3)使用钉钉软件写施工日志；由于现场施工人员经常以现
场比较忙而忽略施工日志的书写,钉钉软件APP在手机上面就可

3.3资料分类管理意识不足、装订不科学

以直接写施工日志,并添加施工照片,节约时间,并可以防止纸

将资料分类管理、进行科学装订可以提升市政工程资料管

质版施工日志丢失。

理的质量和水平。但是从现阶段市政工程资料管理的现状来看,

4.4建立健全工程资料的管理制度

却依然存在装订不科学、没有进行分类管理等问题,致使资料管

建立健全市政工程资料管理制度,可以保证资料管理的质

理整体混乱,这样除了影响到工程资料的应用效率,还容易丢失

量。随着施工单位对资料重要性的逐步认识,健全完善资料管理

重要的关键资料。同时现如今大部分的市政工程资料以纸质为

制度迫在眉睫。所以在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要规范工

主,可以添加一些如视频、图像资料等其他工程资料,这样能更

程资料的整理,严格要求工作人员依规整理资料。同时通过建立

高效的保证工程建设的效率。

工程资料的监督管理制度进行资料整理的规范,提高检查要求,

4 市政工程资料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优化措施

并及时更新资料。还要对资料的做好精细化管理,与此同时,将

4.1强化“两管理”

现代化的资料管理技术方法运用到其中,使市政工程资料的管

“两管理”指的是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是当前市政工程项

理走向智能化、信息化、精细化、现代化,同时将工程资料录入

目管理中的重要部分。其中合同管理主要是对市政工程项目的

到电脑中,对其统一化管理后,工作人员在调取和查阅资料时就

合同进行管理,包括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合同变更、合同终止

能便捷高效,有利于规范施工资料的管理。而且通常施工资料的

等。信息管理则是对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信息进行管

内容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需要做好目录的更新管理工作。

理,包括信息收集、加工、整理、利用等。强化“两管理”主要

4.5在合同条款中包括工程资料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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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企业与施工方签订合同时,可将项目数据管理相关内

5 结语

容纳入合同条款,以确保项目数据管理在未来施工过程中顺利

综上所述,作为市政工程施工的关键环节之一,施工资料的

进行。工程资料管理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利用与施工方签订的合

管理与编制是保证工程的规范性、系统性、高效性的重要环节

同条款,开发和保护工程资料。同时,与工程资料密切相关的其

之一。因此,市政工程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应当积极健全施工资

他内容应依次列入条款,以便施工单位更好地配合工程资料的

料管理与编制的收集体系与管理体系,通过制度约束以及系统

管理。在编制与工程资料有关的合同时,应按照工程资料的记

培训等方式促使施工单位建立起及时填写、认真填写、如实填

录、整理和收集程序细化合同,以充分保证工程资料的管理。

写施工资料的意识,保证施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使施工资

4.6加强市政工程验收时的资料管理

料能够在市政工程后续的竣工验收环节发挥其应有作用,提升

从上可知,市政工程资料贯穿于项目施工的全过程,我们必

市政工程施工的科学性、高效性,进而为施工单位带来更大的经

须做好施工与资料归档整理的同步行进,这样整理出来的资料

济效益。

才更具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可参考的价值才更高。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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