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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互联化已经成为建筑工程行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今社会对建筑工程管理的现实要求。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核心是利用信息技术
实现项目前期策划、工程设计、投资招标、工程施工及合同、采购等事项的统一化、精细化管理。目
前,国内信息技术与建筑工程管理的结合,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存在着信息的共享化程度不高、信息
化设施与人员缺乏等问题亟待解决。为了应对建筑行业发展挑战,特提出完善建筑工程信息系统机制、
建设智慧工地与信息场地、推动硬件、软件设施的建设、开展建筑工程信息化管理培训的策略,从而提
升建筑工程管理质量,促进我国建筑工程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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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zation, intelligence and
interconnec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have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and it is also a realistic requirement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today's society. The cor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is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unified and refined management of project pre-planning, engineering
design, investment and bid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contract, procurement and other matters. At
present, th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there are mainly problems such as low degre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lack of
information facilities and personnel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system mechanism, building smart construction sites and information site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cilities, and carrying ou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training
is proposed,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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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此,为了借助信息技术促进建筑工程管理方式的革新,创

日新月异,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我国城市建设的背后,离不开

建出完整化、系统化的信息化管理机制与平台,使整个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实施,它是保障建筑施工、工程设计、工程

管理更加智能化、信息化、协调化、安全化,特对信息技术在建

质量乃至建筑行业规范性发展的基础工作。然而,互联网时代的

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机制进行分析,提出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

到来,促使着建筑工程管理与信息技术融合,对传统的建筑工程

的难题,研究对应的解决策略,从而促进建筑工程管理工作创新,

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用好信息技术、互联网,推动

为我国建筑工程行业提供参考。

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创新,成为各大建筑工程企业共同面临的话

1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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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主要是指利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

工程管理信息化工作时,基本上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信息化设

术、互联网技术等手段,对建筑项目内的工程事务进行信息化管

施不完善,二是信息化管理人才缺乏。信息化设施的建设是保证

理的一种模式。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核心就是信息技术与建

建筑工程信息化管理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很多企业认为,建筑工

筑工程管理手段的结合,通过现代化智能设备、计算机平台等实

程管理的信息化设备无非就是打印机、计算机、通讯机及信息

现建筑工程事务的信息化办理。建筑工程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6]
化管理系统平台或软件等等 。实际上,这些只是建筑工程管理

项目前期策划、可行性研究、设计管理、投资管理、流程管理、

信息化设施的基础,像无人收料、自动喷淋、消防智能检测系统、

合同管理、施工管理、工程变更管理、招投标管理、采购管理

远程监控系统等等才是施工现场信息化管理的设施核心。显然,

等。建筑工程管理的内容多、程序复杂,很多管理事项从建筑项

很多企业缺乏对该方面的重视,其原因主要是资金不足、缺少正

目的前期就已经开展,直至建筑项目的结尾与落地。因此,建筑

确认识等等。而人员方面,当前能够胜任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工

工程管理贯穿到整个建筑项目始终。信息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

作的专业人员非常少,许多工作人员都是临时上岗的,由于工作

中主要发挥着技术保障作用,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建筑管理效

人员本身缺乏专业知识与能力,导致企业开展建筑工程信息化

率,降低项目管理中的资金、人力成本,打通各个管理环节,实现

管理工作举步维艰。

信息畅通。另一方面,它能够保证管理人员紧跟建筑项目全流程,

3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解决策略

提高建筑工程管理质量,发挥出建筑工程管理的原本作用与价

3.1完善建筑工程信息系统机制,强化管理信息的共享利用

[1]
值 。

基于上述研究中存在的信息共享程度不高的问题,本研究

2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分析

建议通过完善建筑工程信息系统使用机制,针对性强化管理信

2.1建筑工程管理信息的共享化程度不高

息的共享利用,去发挥出信息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作用,提

建筑工程管理环节中,涉及到工程的业主方、设计施工方与

升建筑工程管理效果,降低建筑工程管理成本。例如：建筑工程

监理方三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而且很多情况下,也涉及到工程施

企业根据每一个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去建立起对应的工程信息

工方与当地政府部门的联系。实现这些工作的基础就是保证信

管理平台,保证一个建筑项目对应一个专业化的管理系统平台。

息的畅通与共享。但是,调查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许多建筑工程

在信息系统平台中,增设前期建筑项目策划、可行性研究、设计

企业开展工程管理信息化工作时,基本上将工作重点集中在了

管理、投资管理、流程管理、合同管理、采购管理等模块。建

工程设计上,无论是在项目前期策划环节,还是工程技术的探讨

筑项目的业主方与设计施工方、监理方进行联系时,依据着工程

环节、材料采购环节、合同管理、施工安全管理等环节,都缺乏

进展,使用信息系统平台进行对应板块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实现

[2]

信息化技术的使用 。比如：一些建筑项目的业主方、设计施

三方之间的信息互通,在进行信息交换时,直接通过信息系统平

工方、监理方进行信息交换时,仍然在采用传统的纸质化媒介,

台进行交流,将纸质媒介转化为网络媒介,从而减少建筑工程管

并没有因为信息化的推进而改变。又如,在项目前期策划环节、

理成本的支出,提升管理效率。与此同时,让信息系统平台对接

可行性研究环节等,都没有充分利用好信息技术平台,挖掘与收

当地的政府主观部门,及时了解到当地的政策,方便企业根据当

集与建筑项目相关的历史信息、案例信息、历史数据等,导致工

地政策,去规范建筑方案,提高建筑施工质量,保证建筑工程开

程实施时,常常缺少一些必备的材料或资料。这些问题都暴露了

[7]
展严格符合当地政府部分的要求 。

[3]
信息共享化程度不高的问题 。

3.2信息技术融入到工程全流程,建设智慧工地与信息场地

2.2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整体上偏弱

针对目前建筑工程企业的建筑工程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的

目前,我国建筑工程管理领域,对信息技术的利用仍然处于

现状,可以通过强化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将信息技术融入

探索阶段,虽然一些优秀企业积累了许多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

到建筑工程项目的全过程,实现工程前期、中期、后期的对接,

的案例与经验,但仍不能排除大部分建筑工程企业在开展建筑

同时,在施工现场布置好基础硬件、软件,打造智慧工地与信息

工程信息化管理时举步维艰的现状。许多企业在建筑工程管理

化场地,从而提高建筑工程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建筑工程管

信息化水平上处于一个一般或偏弱的情况,真正做到建筑工程

理质量。例如：大力推进“信息化创效,建筑管理智能化”工作,

[4]

信息化高质量管理的企业少之又少 。比如：一些建筑工程企

建立起专业化的建筑工程综合管理平台,在平台上设计出施工

业实施施工管理时,施工现场管理与企业办公管理仍然无法通

现场管理的模块,并对模块进行细分,重点开展好施工管理中的

过网上平台实现完全互动、连接,只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或经过

安全检查、质量管控等工作,可以将工地常发的高坠、塔吊、交

专业培训的人员才能够完成这些施工管理信息化工作。而那些

通安全、火灾隐患、机械设备等各类安全隐患全部“虚拟现实

本身技术水平不高的人员,无法将施工现场的施工情况、进展、

化”,并100%运用于工人安全培训方面,真正用VR技术实现了“以

安全检测情况等通过信息平台及时上传至企业平台端,实现与

[8]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同时,加强硬件设施建设,让施工现场

[5]

上级管理层的实时互动,无法实现全面信息化 。

的消防设备、远程监控设备、自动淋雨设备等与信息系统平台

2.3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设施与人员缺乏

连接,方便工作人员进行远程操控、监督,提高建筑工程管理效

通过实际的研究,目前我国许多建筑工程企业在开展建筑

率。也可以在建筑工程综合管理平台上设计出“数字工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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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板块,由施工现场的专业人员负责,将其应用于项目全流

高质量开展。因此,根据研究中提出的建筑工程管理信息的共享

程管理,系统由质量管控、安全管控、宣传管控、党建模块、远

化程度不高、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整体上偏弱、建筑工程

程监控管控、疫情防控等几大模块组成,通过运用物联网、大数

管理信息化设施与人员缺乏的问题,通过完善建筑工程信息系

据分析等技术手段,为项目及时提供了质量、安全、履约风险等

统机制、建设智慧工地与信息场地、推动硬件、软件设施的建

预警信息,确保履约一次成优。

设、开展建筑工程信息化管理培训等策略,实现建筑工程管理信

3.3开展建筑工程信息化管理培训,成立起专业的管理队伍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建设,除了要做好上述三点工作外,

息化问题解决,从而实现建筑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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