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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项目施工质量影响因素分析及其管理 

马 勇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合肥 

【摘要】互联网信息技术、社会需求、建筑施工技术等不断变化，为建筑项目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

其中建筑智能化成为建筑新项目。智能化的建筑项目通过减少生活居住人员的部分行为，如主动触碰控制

开关，通过手机或者语言实现智能管理，从而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得便捷，营造出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是智

能化建筑项目的质量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施工质量影响因素将对项目最终建成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因

此根据建筑智能化项目的特殊性和技术专业性，对其进行施工治疗影响因素分析，探寻更加合适的项目管

理措施，从而提升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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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al need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continuous 
cha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among which building 
intelligence into a new construction project. Intelligent building projects make people's lives more convenient by 
reducing some behaviors of residents, such as actively touching the control switch, and realizing intelligent 
management through cell phones or languages, create a better working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factors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and technical speciality of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pro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treatment, and probes 
into more suitable project management measure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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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行业的发展和改革，进一步推动建筑企业

探寻更多的建筑项目发展可能性，根据社会对建筑

的需求，设计和施工相应的建筑项目。人工智能的

出现，为建筑智能化提供发展可能性，随着计算机

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现代建筑智能化的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建筑模式，为

建筑需求人群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提升

对整个建筑的管理效率，结合监控系统、远程操作

系统等，对建筑进行多角度管理。为了保证建筑智

能化项目顺利的施工完成，然后投入到市场中，需

要保证建筑施工质量符合建筑施工要求，同时优化

建筑施工内容，对其进行高效管理的同时，提升建

筑的智能化。智能化建筑施工管理工作中，采用全

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

可以提升建筑施工质量，控制项目工程造价成本，

提升客户对建筑的满意度。针对建筑智能化施工中

存在的施工专业性和复杂性，分析施工质量影响因

素的时候，从多个角度开展。 
1 建筑智能化项目的特点 
传统建筑项目从项目提出、施工策划、建成投

入市场后，通过后期管理保证建筑长久保持其商业、

居住等作用，但是其项目管理的时候，管理的难度

较大，需要将多个单系统逐一整合，无法高效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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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项目统一管理。而建筑智能化项目在运行的时候，

其通过相关施工技术、管理技术和设备，将项目资

料整合，构建综合管理系统，极大提升对整个项目

的管理效率。综合管理系统中，管理人员通过操作

和观看系统，能够对建筑中重要设备运行情况有所

了解，实现实时健康和管理等[1]。 
我国建筑智能化项目的基本系统为宇自动化

（又称建筑设备自动化，BA）、通信自动化（CA）

和办公自动化（OA），施工根据该内容，完成相关

施工项目。使得项目管理人员在信息管理中，为建

筑使用人群提供高质量服务、灵活管理项目中的各

个部分，打造舒适的环境。我国对建筑智能化项目

提出相关的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中，对智

能建筑（IB，Intelligent Building）含义做出解释，

但是现阶段我国进行智能化建筑项目施工时，因为

区域、施工标准、项目类型等存在差异，因此智能

化的管理无完全统一标准[2]。 
2 建筑智能化项目施工质量影响因素 
针对建筑智能化项目施工特点，能够发现该部

分施工质量与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存在一定的差

异，项目内容包含建筑的产品和服务特性，但是不

具有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存在的一次性和独特性。

项目长期运行，因此其质量具有长期性和特殊性，

这对智能化项目管理提出更多的施工质量要求。有

专家分析建筑智能化项目施工质量因素，采用因果

分析法对施工过程中所涉及的因素进行整理，将其

规划为 5 类：人、料、机、法、环等，在德尔菲法

的详细说明中，对该五个因素进行分别说明。 
人，主要指项目施工中的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

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的个人管理水平和能力，将影

响到施工人员的工作安排和施工效率，而施工人员

的专业施工技能，如果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其是否

具有专业技能，对项目施工质量将直接产生影响。

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将影响项目施

工的规范性。当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到位，施工人

员根据施工要求专业完成施工，这能够提升项目施

工的规范性和管理有效性；机，整个项目施工中的

各类机器设备和施工器具。当施工机器设备出现故

障后，如光缆熔接机熔接不行，工具测量的施工尺

度不对、设备使用不当等，都将对整个项目施工质

量造成影响；料，施工过程中各类施工材料的应用，

完成建筑项目实体施工。施工材料为设备材料和辅

助材料，辅助材料促进设备材料的施工，如模板固

定混凝土，后期将其拆除[3-4]。因此在施工质量影响

因素中，施工材料为常见的因素之一，当材料存放

不当、采购应用与设计图纸不匹配时，都将影响到

施工的质量，影响到电子设备的使用质量；法，为

施工方法，不同部分的项目在施工时， 采用的施工

方法存在差异，因此如果智能化项目在施工过程中，

所采用的施工方法不当时，将导致项目存在众多的

安全隐患，降低施工质量；环，施工环境对项目施

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作业环

境、管理环境中[5]。智能化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

施工进度没有完全完成时，都需要合理地进行环境

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段完成施工。整理建筑智能化

项目施工质量的影响因素，对其进行因素分析。施

工的时候，因素整理为项目管理人员管理水平、施

工人员专业技能、人员责任心、设备故障、工具不

正确、工具精度不准确、材料型号不匹配、施工方

案不合理、缺少质量控制手段、自然环境影响、作

业环境复杂[6]。 
3 建筑智能化项目中降低施工质量因素的有效

方法 
3.1 重要因素管理方法 
（1）人员管理 
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人员管理对整个项目的

质量有直接影响，因此对人员进行管理时，需要及

时纠正管理人员和施工的工作意识，防止出现施工

懈怠，管理敷衍、管理方法不到位的情况。提升人

员管理效率，将有效减少施工质量隐患，避免施工

事故出现，对智能项目的后期施工有促进作用。项

目管理企业在管理的过程中，根据项目施工范围，

进行分级质量，构建针对性的管理机构，合理协调

进行施工管理。管理层的管理人员，根据自我岗位

特点，结合项目施工实际情况，明确岗位责任制度，

提升岗位在职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让工作内容更加

清晰化。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对智能化项目需

多进行学习，掌握更加专业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技术，

熟悉项目施工的进度[7]。在协调有效的管理中，科

学监督项目施工。针对技术施工人员的管理，需要

对其是否具有专业的执业资格证进行检查，坚持持

证上岗，杜绝浑说摸鱼者进入施工场所，降低施工

人员风险。 
（2）施工方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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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法涉及施工技术、施工材料的合理应用

等，因此在项目质量管理工作中，对施工过程进行

施工方法管理，保证管理方法有效性，保证项目施

工质量。项目施工前需要对项目进行设计规划，因

此符合实际项目施工需求的施工方案，进行方案策

划时，策划人员结合施工单位的综合实力，保证项

目资金的流动性时，结合项目施工实际环境，从单

位管理组织中，选择合适的项目负责人，让其带领

项目负责小组对施工方案中的施工进度、施工材料、

施工方案及其相关的材料采购和应急处理方案等进

行详细地制定。为了让项目施工的质量不会因施工

方法管理不当而降低质量，施工方法中需要对项目

质量控制相关项目审查了解，熟悉项目审查的流程。

项目方案策划的时候，提前对施工环境进行自然条

件采集和施工技术、投入资金进行分析，对项目各

个部分的质量验收提供一个验收标准。 
3.2 其他质量因素管理方法 
（1）施工材料的管理 
完成人员管理和技术管理后，需要对其他因素

进行管理。建筑实体在施工的时候，由多种建筑材

料和设备共同组成，这些材料质量和设备质量对整

个建筑项目质量将产生影响。因此在进行建筑智能

项目施工的时候，需要根据建筑项目市场情况，选

择合适的材料，经过市场调研，选择性价比高的材

料和材料供应商。材料采购人员对材料商家的产品、

工商经营许可证、材料合格证等多种资料检查，确

保材料复合材料内容。材料被运输到施工现场的时

候，根据材料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运输，防止在施

工过程中出现材料质量损坏问题[8]。部分材料运输

到施工现场后，需要将材料存放在合适的位置，将

其分类处理。 
（2）施工环境的管理 
建筑智能化项目在实际施工的时候，其施工环

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构成，因此在施工质量

的环境管理过程中，开展管理工作时，结合项目环

境特点进行。自然环境管理中，主要根据施工当地

的气候特点、水文条件进行针对性管理，其中水文

条件的管理较少，主要在于气候管理。因为施工的

过程中，项目多数情况都暴露在空气中，此时空气

的水、日照等都将对施工质量产生影响。为了降低

这些影响，施工环境的自然环境管理为防，在施工

的时候做好预防工作，根据应急预防处理方案，及

时将相关物品转移。等待不可控因素消失后，尽早

进行复工工作，降低自然因素对施工进度的影响。

在施工的过程中，社会环境因素的管理，需要项目

管理人员，结合社会市场环境，对项目中所涉及的

建筑物品、智能化产品、技术等进行管理，协调多

个部门工作内容，优化项目管理内容。 
（3）智能化系统管理 
施工的过程中，根据建筑智能化项目的特殊性，

引进合适的智能化系统，让施工项目内容的施工进

入与智能化系统的安装和检验同步进行。施工过程

中，需要检测系统中各个部分的智能运行情况，保

证智能系统在后期能够运行。其中物联网云平台作

为系统测试的一个平台，需要相关技术人员核查平

台对设备的管理控制效果，保证设备的智能化。 
4 总结 
建筑智能化项目的施工质量因素中，对项目质

量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是都需要对其进行管理，降

低和避免这些因素对项目质量产生影响。不同的影

响因素，其管理方法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针对性管

理，在质量循环管理中，优化各部分管理方法，贯

彻全面、全员、全过程管理的。 
思想，综合提升智能化项目的质量，让智能化

建筑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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