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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地员工管理系统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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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 年，“智慧工地”的概念被首次提出，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提出，“智慧工地”也随

之产生。全国各地各部门、相关行业协会及研究人员对智慧工地的建设、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

究，但目前的智慧工地研究现状与现场实践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智慧工地系统将人工智能

和高科技技术集成到建筑项目的信息化平台中，同时连接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形成物联网，然后，将物联

网集成到互联网中，实现施工管理和施工现场的有效融合。本文主要讨论了智能现场员工管理系统在建设

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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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15, the concept of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was first put forward, and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Internet+" strategy, the "smart site" also came into being. Various departments, relevant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researcher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have conducted a certain degree of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smart construction sit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research and field practice. The intelligent site system integrat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igh-tech technology into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connects the mechanical 
equipment 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to form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et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field employee management system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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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独有

的特征，特别是建筑行业领域发展较快。建筑业是

重要的物资生产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之一。同时，建筑业也是高风险行业，安全事故频

发。如何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减少事故频率、

杜绝各种非法作业和不文明施工、提高建设工程的

建筑质量，是各级政府部门、行业人士和学者的重

要研究课题。“智能建筑工地”将高科技引入建筑

物、工地出入口大门、机器、人员穿戴设施和其他

配备中，如传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这些物体通

过互联网的连结被互相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物联

网”，实现了人——信息——物这一系统的同步。

在此情形下，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技术、

移动科技、智慧穿戴及产品在工程施工阶段的应用

不断发展，智慧工地建设应运而生未来的智慧工地

必然改变传统的现场工作管理模式，成为建筑行业

创新发展的一个突破点。 
1 建设过程中智慧工地系统的关键因素 
1.1 劳务人员的管理 
其一是互联网+底下管理的劳务部分，因为基于

大背景的条件下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很明显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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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降。出勤是人力资源管理最基本的条件，如果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目前这个项目，根本无法

得出这个结果。其二是统计使用和分辨问题，因为

目前移动智能应用已经普及，它可以彻底解决每个

工作面有多少工人的问题。另一个是现场视频拍摄，

工作人员到底干了哪些事情，一个工作日志是解决

不清楚的，它可以通过图像和影音来解决。这也是

我们这篇文章主要分析的一方面。 
1.2 器械和仪器的管理 
只要我们做设备管理，机制可以保证特殊作业

人员的管理，机械设备使用率提高到 80%以上，人

工被智能加工机械取代，25 倍效率提高。硬件渗透

率越高，劳动力需求越低。 
1.3 物料的管理 
物料管理首先肯定是询问价格，大数据产出的

均价只能是指导价的根据，不停的压低设备，这是

互联网对我们材料采购价格的最大帮助。其次是进

出数量控制；就是数量如何控量。存在的另一个问

题是承包商扣减，有一个项目干了三四个月，大概

是 100 天的情况，但是看它的数据，就只剩钢筋，

混凝土，就这两个，100 天，接近 90 万。最后是进

入必须受到控制，这就是互联网在材料管理方面能

为我们做的。 
1.4 方案和工法的管理 
现在，由于项目的复杂性不断增加，我们要求

每个方案都更加直观和及时，无论是吊装方案还是

机械安装方案，所有流程必须严格按照章程规定进

行，并且要做好风险预测。 
2 智慧工地系统在建设施工过程中的主要使用 
2.1 管理软件的使用 
施工管理的工作内容范围很广，管理人员必须

对管理内容进行逐个检查，并实时汇总和报告，主

要工作内容有大量的数据处理，使管理人员工作繁

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严重时会出现错误，给工

程项目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合理应用智慧工地

系统中的管理软件，可以减少管理人员的工作任务，

利用智慧工地系统数据处理的优势，有利于有效完

成施工工作。特别是对于安全管理，使用智慧工地

系统软件对施工现场的安全和质量进行管理，并实

施预防性管理策略，以杜绝潜在的安全风险或质量

问题，提高施工效率，实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另

外，建设项目的成本管理和施工资源管理中包含大

量的数据信息，若计算不正确将导致工程项目产生

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利用智慧工地系统，有利于提

高工程造价的准确性，保证工程资源的合理利用，

进一步确保工程的高质量完成，并提高工程的整体

工作效率。 
2.2 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控施工环境 
设置粉尘和噪声监测设备，使用传感器实时监

测施工现场的粉尘数据和噪声，测量数据被及时发

送到应用处理层，当数据超过规定标准时，应该迅

速触动警报系统。施工现场通过配套的智能处理设

备进行处置，比如，通过细水雾喷洒设备抑制灰尘，

通过降噪处理等降噪设备进行改善。 
设置温湿度传感器，可连续 24 小时不间断地监

视施工现场的环境变化，并能迅速地录入和计算数

据。如果环境的温湿度超过标准，可以通过报警装

置进行提醒，相关负责人可快速处置，防护环境状

况失去控制。经过数据计算、管理动作计入等工作，

能够提出参照，节约人力物力，提升施工管制效果。 
2.3 对施工人员进行智慧管理 
智能施工现场系统可以高效地被应用于施工

中，通过智能系统可以高效地管理参与作业的员工。

具体操控是设立实名制管理系统，对每一个参与建

筑项目的人员进行登记，通过SQL系统设立数据库，

并结合门禁系统和智能卡设备设立相应的一卡通便

捷系统，记下每个员工在施工现场的作业情形，出

入记录、活动迹象、消费等。 
2.4 应用过程的主要技术支撑 
要实现智慧工地，就必须要做到不同项目成员

之间、不同软件产品之间的信息数据交换，由于参

与该信息交换的项目人员类型很多，项目阶段复杂，

项目生命循环周期的时期跨度广，加上应用软件设

备数目很多，只有建立一个公开的信息交换标准，

才能使所有软件产品通过这个公开标准实现互相之

间的信息交换，才能实现不同项目成员和不同应用

软件之间的信息流动。BIM 技术可以高效地推动建

筑物使用寿命期限之内的运营维护管理。BIM 技术

能够空间中定位和记录数据，将它运用到运维管理

系统中，可以快速、准确地定位建设部件。 
3 员工管理系统设计理论 
3.1 工地员工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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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相对薄弱 
就整体建筑施工的行业特点而言，建筑现场的

人员流动性较大，大部分企业在施工过程当中会招

聘农民工来进行相应的施工，因此，施工人员的整

体文化水平较低，安全知识学习能力较低。在具体

的施工过程中，虽然管理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了三

级安全教育，但是教育过程过于模式化，教育内容

过于陈旧，教育方式过于简单；并且三级安全教育

工作，无法结合施工特点进行授课，教学案例缺乏

针对性，加上施工人员无法端正学习态度，从而导

致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工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2）施工现场管理员工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有待提升 
建筑工程管理由于其自身特点，对现场的综合

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

水平以及相应的管理技能都提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要

求。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想要细化安全管理工作，就

需要明确安全管理目标，同时还需要解决施工人员

的安全管理问题。目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存在专

业技能水平不高以及素质较低等问题，无法有效落

实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在制订安

全管理方案的过程中，方案的制订与执行均存在较

为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如何提高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是目前建筑企业亟待解

决的问题之一。建筑企业如果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那么将会有效提高安全管理工作的水平和效率。 
3.2 员工管理系统的设计 
（1）对需求进行有效分析 
管理人员在应用智慧工地的过程中，需要综合

性地分析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需求，明

确智慧工地的目标，大幅度地提高安全管理的效率，

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控，减少施工人员的违

规操作行为的发生概率，并在施工现场进行更加智

慧化以及安全化的管理。管理人员在具体构建智慧

工地系统的过程中，需要分析隐患处理要求，对智

能动态管理工作进行细化，分析可视化展示的内容，

从多个角度对系统进行有效完善。 
（2）对系统框架进行详细分析 
根据施工现场的综合管理需求，管理人员需要

应用模块化的设计方式，建立数据采集处理与应用

相结合的、优质的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管理人员在

开展数据采集工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前端传感器

和视频监控技术、二维码识别技术等感应设备和感

应技术，来完成相关的工作任务。在处理数据的过

程中，管理人员可以应用局域网、外部网的综合框

架，在构建外部网络服务器的数据过程中，转换相

应的数据格式，并且将转换后的数据传输到数据服

务器中。管理人员在管理数据的过程中，可以应用

计算机以及相应的安全类软件来进行综合性的安全

管理。 
（3）对管理系统进行有效设计 
管理人员在应用智慧工地系统的过程中，需要

根据安全管理领域的实际需求，构建机械设备、员

工、安全巡查与安全效益四大员工管理系统应用板

块。在构建机械设备系统管理模块的过程中，管理

人员需要实时更新大型机械的参数、保养情况与使

用人员的各项信息。在构建员工管理系统模块的过

程中，管理人员需要详细记录员工的各项信息。在

构建安全巡查管理系统模块与安全效益管理系统模

块的过程中，管理系统需要评估现场人员的行为、

施工环境以及设备操作中存在的风险，并且进行有

效的监控与记录，从而确保该系统在建筑工程安全

管理中发挥作用。 
4 员工管理系统的应用 
4.1 员工安全管理方面的应用 
在管理工作中，智慧工地安全管理系统能够构

建大量的安全隐患清单及危险源数据库。以此为基

础，相应的现场施工人员能够有效地识别施工现场

中存在的各类危险源，管理人员能够重点监控各类

危险源，排查与消除安全隐患，有效管理危大工程，

有效地检查工程现场，做好整改与复查等工作，从

而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应用智慧工地安全管

理系统，能够实时上传检查信息，以便项目管理人

员实时查看施工现场情况，并能在具体的应用过程

中自动生成当前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所有的业务表

单；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参与建筑工程安全管理

工作，以此来对施工现场所有的人力资源、物力资

源以及环境情况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基于智慧

工地系统的综合管控方式，不仅大幅降低了各种事

故的发生概率，还大幅度提高了安全管理精度以及

管理效率。 
4.2 员工考勤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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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管理考勤系统能够使智慧工地劳务管理更

加高效准确。应用智慧工地员工管理系统，能够提

高工地劳务管理的完善性，进一步提高劳务实名制

管理的高效性，顺利完成工地的实名制管理工作。

员工在劳务实名制管理过程中的作用，能够将相关

的实名制管理系统与门禁安全控制、人脸识别、数

字信号模拟、生物识别等技术进行有效融合，采集

技术上人员的身份，有效管理进场人员和出场人员，

并且全方位地记录人员的出入信息。 
4.3 员工信息方面的应用 
根据施工现场的具体需要，系统分为两部分，

主要面向监理和工人，并分配给不同的权力。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库的应用，当今信息资源已成为

各个部门的重要财富和资源。从小型单一的事务处

理系统到大型的管理系统，从联机处理事务到联机

分析解决事务，从一般的企业管理到计算机辅助设

计与制造（CAD/CAM）、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
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数据库技术被更为广泛的

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存储和处理数据。 
5 结语 
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技术的发展使智慧工地

在实际施工中得到实现，并且智慧工地已经成为当

前建筑行业的主要发展模式与主要发展趋势。应用

智慧工地系统来进行员工管理，能够有效解决传统

建筑工程员工管理模式中的安全教育培训效率低、

实名制管理较为粗放等问题，同时能够对机械设备

的使用进行更加智慧化的管理。因此，管理人员需

要从多个角度来提高工地管理的有效性，相关研究

人员与实际管理人员需要积极分析和研究智慧工地

的应用模式，并且在实际的施工现场管理工作中普

及智慧工地模式，以此来保证我国施工行业顺应现

代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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