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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能化建筑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应用研究 

杨寰宇，苏天明，张熊飞，吴浩然 

武汉东湖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技术近年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计算机科学信息

技术已经被应用在社会中的 各行各业中了。在建筑行业中尤为如此，在建筑中应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被视

为智能化建筑，智能化建筑的普及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不仅包括了建筑行业的安全性。经济性，还有软件

方面都已经应用到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行业因充分利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发展也更具有效率。因此，本文针对智能化建筑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应用进行分析，并阐述了应用途径

与方式，为智能化建筑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份有力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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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has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society 
in all walks of life.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building industry.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building is regarded as intelligent build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is quite 
broad, not only including the security of the building industry. Economics, as well as software, have been applied 
to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fully developed by making full us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is more effici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building, and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ways and 
methods, to provide a powerfu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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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带动了计算机科学技

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被越来越多的领域所应

用，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重要的一项技术工具。不

断发展的计算机科技与网络技术也被应用到智能化

建筑中，智能化系统主要利用建筑本身框架，将涉

及智能化的设备与相关的技能科技进行融合，进而

给人们创建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工作居所。因此智

能化建筑不只是满足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促

进建筑行业迈向新台阶的重要基础。 
1 智能化建筑概述  
所谓智能建筑就是把智能化的手段应用到建筑

之内，提升建筑整体的智能化。详细来说的话，智

能化建筑就是利用当前较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把

智能化 手段和建筑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智能

整体 。智 能化建筑本身包含了服务理念先进以及操

作便捷等诸多特点，也正是由于智能化建筑本身的

特点，使得此类建筑也存在着一定的特性。首先，

智能建筑在实际建造的过程中，还必须要有相应的

工程管理建设规模。其次，由于智能化建筑本身就

具有较为强大的功能，因此这类建筑在人们心中的

地位更为突出。智能建筑与传统建筑之间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如果站在较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智能

建筑在降低人们生活成本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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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质量。尤其是随着当前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其智能建筑也获得了更为良好的发展前景，

各类先进技术也为智能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 
2 智能化系统在建筑工程中所具备的优点 
2.1 提升建筑效率 
智能化系统能够在建筑工程中提升建筑施工的

管理效率，可以让其管理模式覆盖更多的建筑施工

工程，能够充分保障施工效率，一改以往的建筑工

程施工过程中的弊端。在利用智能化系统开展建筑

工程施工的过程中，由于能够将运用其中的各类信

息技术进行高效利用，能够将施工现场的信息完整

的输入信息平台上，然后再根据平台中的资源对技

术进行合理调配，保障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人员能够

切实提升工作效率，让智能化系统在建筑工程中将

自身的效率发挥大最大化。 
2.2 满足建筑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

升。人们对于建筑方式也有了更高的需求，人们逐

渐从安全舒适过渡到了更加智能化的建筑需求。因

此智能化建筑的升级革新是建筑行业的必然发展趋

势。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 融入了社会中

的各行各业之中，为其提供了切实发展便利，根据

自身的多元化功能促进了各个行业的发展。不仅能

够为建筑过程中的各项环节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还能为智能化建筑整体施工与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

良好的基础，为智能化发展提供更加广阔了的发展

空间 
2.3 推动建筑发展 
智能化建筑中所包含的功能是多元化的，它涉

及到了建筑领域施工的整个过程以及建筑内部各个

系统的操控等等，这些都离不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

带动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于整个建筑行业来说

是朝着新方向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来进行相应的管控与

操作工作，要针对建筑工程的施工进度与质量进行

监督管理，对建筑成本进行控制以及对整个建筑工

程的分析规划等等。上述内容倘若利用人力来进行

监督管理与控制，那么将无法保障工作质量，只有

通过计算机科学技术才能基于最准确合理的判断与

操控，给予最准确的工作开展依据，切实保障智能

化建筑工程施工的效率与质量。但是得我们注意的

一点是，智能化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需要

时间积 累的发展过程，并不会因为技术的革新与升

级而出现迅速发展的现象。 
3 计算机科技在智能化建筑中的具体应用 
3.1 在通讯监管系统以及集中监控方面的应用 
在智能化建筑中结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可以

保证现场连接电源的相关设备具有安全完整性的同

时实现通信监督的作用，与此同时该技术还负责采

集相关智能调控设备和负责环境监控设备的信息参

数，承担着传输数据信息的任务与责任。集中监控

在我们实际生活中主要包括电梯、电气设备以及锅

炉设施等[4]。通过运用计算机科技可以有效及时的

将相关信息进行监控传输。比如，在温度较高的夏

天，智能建筑通过采用计算机技术来对室内进行自

动制冷，使人们感觉更为舒适，最大限度提升人们

的幸福满足感以及生活质量。 
3.2 信息管控与综合布线系统的运用 
针对智能化建筑来说，在整个智能系统中安置

相应的信息管控系统，其效果非常突出，可以针对

建筑物的运行和监控等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根据

各个子系统中所反映出来的处理之后的数据结果可

以看出，智能化建筑不同系统运行中，其实际状况

不同，所形成的命令也存在较大区别，只有这样才

能实现自动化信息管控的效果。科学的运用此系统，

可以针对产生的数据和信息进行集中的管理分析，

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等，提供相对应的信息，让整

个过程更加高效，既能满足各用户的需求，还能提

高用户的生活水平和整个建筑物的安全系数。在这

一过程中，综合布线系统的应用非常关键，综合布

线主要是针对一种智能化建筑的基础设施，综合布

线管控出现在国内市场时间较短，我国对此项管控

的技术应用不成熟，在实际工作中效果不佳。因此，

目前运用的综合布线管控系统 设备和技术均是从

国外引进而来，目前我国技术发展速度非常之快，

此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愈发成熟，其效果也会逐

渐凸显出来。 
3.3 在建筑消防系统中的应用 
所谓智能建筑简单来说就是把智能化的手段应

用到建筑之内，提升建筑整体的智能化。详细来说

的话，智能化建筑主要就是利用当前较为先进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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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技术，把智能化的手段和建筑进行融合，形成

一种新型的智能整体。智能化建筑本身包含了服务

理念先进以及操作便捷等诸多特点，也正是由于智

能化建筑本身的特点，使得此类建筑也存在着一定

特性。首先，智能建筑在实际建造的过程中，还必

须要有相应的工程管理建设规模。其次，由于智能

化建筑本身就具有较为强大的功能，因此这类建筑

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智能建筑与传统建筑

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站在较为宏观的角度

上来看，智能建筑在降低人们生活成本的同时，还

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尤其是随着当前我国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智能建筑也获得了更为良好

的发展前景，各类先进的技 术也为智能建筑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持。 
4 智能化建筑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而这一

观念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于建筑行业而言，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

要遵循这一理念，切实把绿色环保的理念融入其中。

实际上，在以往传统建筑行业之中，一些资源问题

已经逐渐暴露出来，而这些问题不仅仅会对建筑企

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同时还会影响到自

然的整体环境。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如果只在乎

眼前的短期利益，而不顾企业的长期发展，势必会

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建筑企业只有不断在智能建

筑中融入绿色环保这一理念，减小对于自然的污染，

才能够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化发展，同时也可

以为维护生态环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跟随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和

发展，目前此技术的应用范围愈发广泛，将其应用

到建 筑工程之中能帮助建筑企业更好的适应社会

市场的变化，让其在市场中获得持续发展，还能进

一步丰富建筑物的实际功能，更好的满足人们的生

活需求。智能化建筑能提高整体建设效率，实现对

施工现场的全面管控。在智能化建筑中应用计算机

技术，能将系统中自动化和信息管控等功能积极运

用起来，对后期的安 全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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