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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建筑工程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金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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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在多方面厉害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从而为各个领域的发展壮大带来了诸多的机
遇，有效的促进了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的新型科技被研发出来，并且在实践运用中取得了良好的
成绩。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中，建筑工程行业也逐渐的步入到了信息化时代，建筑工程管理在整个行业内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环节，为了确保建筑工程行业能够得以稳步健康发展，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对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加以侧重关注。这篇
文章主要围绕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希望能够对我国建筑工程行业的未来良好发展起到积极的
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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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y powerful factors, Chines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s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which has brought many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various field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large number of new
technologie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information ag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in the whole industr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za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hoping to play a positive auxiliary role in the future goo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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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我国信息化技术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建筑工程管理对信息化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以往建筑工程
管理整体效果较差，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造成了诸多的限制，而将现代信息化技术切实的引用到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之
中，不但可以促进工程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并且在推动整个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也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价值
1.1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战略价值
建筑工程管理中将信息化技术加以合理地运用能够促进建筑工程行业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从而提升工
程建造的质量和效率，对于整个施工单位的未来良好发展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2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生产价值
在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工作就是结合实际情况和需要来对实践工作流程加以调整，在当前
信息化的时代中，建筑工程各项工作都应当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规范化，这样才可以与社会发展趋势保持统一。建筑工
程管理信息化能够有效的促进建筑企业的生产流程整体效果的提升，不但可以切实的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加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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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可以促进企业管理工作朝着规范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
1.3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保障价值
在将信息化技术运用到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之中后，能够更加灵活的处理市场变化，保证建筑企业可以高效的对各
方面方能加以规避，为整个企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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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现状分析
2.1 缺乏足够的资金与技术投入
就现如今实际情况来说，尽管现代信息化技术在大部分建筑单位管理工作中都得到了全面的运用，但是因为受到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导致企业或者是单位对于信息技术的运用缺少基本的关注，从而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来进行设
备和硬件的购买，这样必然会对整个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发展造成诸多的限制。其次，一些单位或者是企业即便采
购了专门的信息化设备，但是并没有针对性的落实设备维护工作，这样就无法将设备的实践作用切实的发挥出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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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根本上对工程管理工作的效果加以保证 。
2.2 管理人员意识转变滞后
因为受到以往老旧落后的建筑工程管理理念的影响，导致很多的建筑单位管理工作人员对信息化建设和改革意见
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从而导致很多工程单位信息化建设整体效果较差，这样对于工程单位的未来发展会形成诸多的
制约。一些管理工作人员对于信息化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并不全面，对于现代信息技术在促进建筑工程管理工作整体水
平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没有加以正确的认识，所以对于相关设备、设施的配备工作十分忽视，从而对管理信息化建设
工作的实施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2.3 相关专业人才的欠缺
在工程项目建造过程中会产生诸多的信息数据，这些信息数据对于工程项目的建造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要想
切实的提升信息数据的利用效率，那么还需要工作人员将自身的专业知识加以高效的利用，并且应当对信息化技术加
以全面的掌握。只有将信息化技术切实的高效的引用到工程管理工作之中，这样才可以保证工程管理工作的整体效果。
但是就实际情况来说，在建筑工程行业内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的管理人才较少，所以无法将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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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加以实践运用，从而会对企业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发展造成一定的损害 。
2.4 信息化技术应用程度较低
在实际组织实施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的时候，信息化技术的使用效果较差，建筑施工单位内部专门设置了局域
网，这样就可以保证信息传递的稳定性和高效性，从而提升信息利用的整体效率。因为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的发展
相对较为缓慢，信息沟通缺少高效性，所以会对建筑施工管理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2.5 施工现场管理不及时
在工程施工现场通常都会配备专门的监控设备来对各项施工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从根本上对施工质量加以保证，
但是部分小型施工单位并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往往不会配备专门的监控装置，这样极易引发诸多的施工质量和施工危险
事故。安装监控设备是全面监督管控施工工作的重要基础，如果不具备良好的监控设备，那么是无法保证对施工现场
进行全面的管理的，这样也无法对施工中所存在的隐形风险加以及时的判断，最终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
伤亡。

3 新形势下推进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重要举措
3.1 注重单位自身的信息化建设
结合自身各方面实际情况，各个建设单位都需要设立专门的信息管理系统，这样才可以带动建筑工程管理工作整
体水平的不断提升，促进信息化建设工作全面落实。在这个工作环节中，建设单位应当重视自身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实
施，结合实际情况和需要来完成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软件的及时更新完善。由于软件在工程施工单位信息化建设中
属于较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单位所拥有的软件资源无法满足自身实际需要，那么都会对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
工作的实施造成诸多的制约。所以，工程建设单位应当重视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保证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
工作能够实现既定的效果目标。施工单位应当结合各方面实际情况来针对性的制定信息化建设考核机制，引导工作人
员形成正确的工作意识。在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内部，很多工作人员单纯的认为信息化建设只是信息部门的职责，与自
身关系不大，所以导致信息化建设的主动性较差，并且施工单位自身信息化建设初期会增加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
[4]

工作量，这样也会导致工作人员对这项工作产生抵触的心理 。针对上述问题，建筑施工单位在落实建筑工程管理信息
化建设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制定专门的考核制度，对于工作中出现违规操作的工作人员和工作部门应当给予适当的惩
处，而对于工作中表现较为优秀的工作人员可以适当的给予奖励，这样不但可以促进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并且
也可以带动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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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增强管理人员的信息化意识
工程施工单位只有保证自身树立正确的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理念，才可以为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实施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就其作用来说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施工单位不仅需要不断提升管理信息化意识，还应当确
保管理信息化在建筑工程管理中发挥出良好的作用。其次，建设单位上层管理工作人员应当树立正确的工程管理信息
化意识，这样才可以保证整个建设单位各个层级工作人员都形成正确的信息化意识，促进管理信息化整体水平的提高。
在实际落实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时候，建设单位管理工作人员应当秉承严谨认真的工作理念，并且积极的与其他岗位
工作人员进行协作。所有工程参与单位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应当积极的将信息技术加以实践运用来编制施工方案，并且
组织工作人员对施工图纸进行审核，组织涉及工作人员与施工技术人员进行工程交底，对于工程施工图纸中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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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加以判断，利用有效的方法来进行解决，保证施工设计图纸具备良好的可行性 。
3.3 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与系统
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建筑工程管理工作能够按照既定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落实工作，还应当创建信息化管理平台和系
统，为各项工作的实施给予规范性的指导，提升信息的利用效率，带动信息化管理工作整体水平和效率的提升。建筑
工程管理软件具体涵盖了对人、材、机、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管理，它能对建筑工程进行实时的跟踪与控制，有效应用
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是推进管理信息化的最佳选择，有效促进数据信息化、决策科学化、流程规范化等的实现。建设单
位还可选用具备项目控制、施工日志等功能的工程管理软件，使工程核算准确、实时，明确建筑工程管理的权与责。
3.4 建立起管理信息化人才队伍
人力资源是建设单位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基础，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推进同样需要坚实的人才后盾。建筑工程
管理信息化在新形势下的有效推进迫切需要发展一大批既懂管理又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人才，建立起管理信息化人才
队伍。建设单位可及时制定人才培养政策，采取有效形式加强对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应用计算机的水平，并成立开
发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的团队，满足信息化建设需要。在构建建筑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的阶段，建设单位要使工程
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参与进去，为设计系统、构建系统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并使其尽早熟悉信息管理系统操作流
程，有效提高建筑工程管理人员应用信息管理系统的水平；当建成建筑工程信息管理系统之后，建设单位则要重视培
训现有的管理人员，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同时采取扩大发展空间、提高薪酬水平等措施吸引更多的专业
人才，增加单位里层次高、水平高、能力强的信息化人才的数量，大力发展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为整个建筑工程行
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 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了切实的对整个建筑工程行业
的发展加以保证，那么还需要重视新技术、新材料的实践运用，建设单位在落实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时候，应当将信息
化当作是完整的系统化工程，在对建筑工程信息化建设工作加以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建设工作实现既定的
效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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