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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监理行业的管理能力与效率，发展信息化的智慧监理刻不容缓，目前学者们研

究了大量可用于监理工作的智能应用。本文通过对相关智能应用进行梳理，提取总结了各种智能应

用所包含的的信息化技术，并根据各信息化技术的服务对象和应用领域将其分别归纳进监理工作内

容“三控制、三管理、一协调”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可指导各监理企业分别从监理工作的每个

环节对自身所使用的信息化技术进行查漏补缺，以提高自身智慧化程度。 

【关键词】智慧监理；信息化技术；BIM；智慧程度评估；智慧化升级 

 

1 引言 

随着信息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系统性变革,智

慧化建设逐渐成为社会治理和技术赋能的重要内容和载体。2017 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对工程监理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出重要意见：“引导监理企业加大科技投入，采用先进

检测工具和信息化手段，创新工程监理技术、管理、组织和流程，提升工程监理服务能力

和水平。”工程监理行业应该紧跟新时代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方向，全面推进由传统模式向智

慧模式的转型，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管理能力与效率。智慧监理是指监理机构运用多种新型

信息技术手段辅助监理工作开展的新模式。 

在我国，监理行业的具体工作内容可分为“三控制、三管理、一协调”七个环节，即

质量控制、进度控制、造价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和施工组织协调。我国

主要以监理公司或者监理企业的形式进行监理工作[2]，其他一些国家虽然采取不同的形式，

但都对监理行业的工作内容有所涵盖。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采取工程咨询公司或建设管

理公司直接管理施工的模式进行监理工作[3]。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如何将多种信息化技

术应用于监理工作进行了研究思考，如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与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智能监控与质量监测，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与深度学习，智能管理与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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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用于监理工作的智能应用进行梳理，提取总结了各种智能应用所包含的

的信息化技术，并根据各信息化技术的服务对象和应用领域将其分别归纳进监理工作内

容“三控制、三管理、一协调”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可指导各监理企业分别从监理

工作的每个环节对自身所使用的信息化技术进行查漏补缺，以提高自身智慧化程度。 

2 研究方法 

全文研究方法如图 1 所示，以“工程监理”、“智能技术”、“智慧化”和“建筑领域”

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共搜索到百余篇关于智慧监理的文献，从中筛选出包含技术应

用的文献近百篇，它们从理论层面探索、实验模拟研究和工程实例分析等多方面入手描

述解析了多种可用于监理工作的智能应用。本文提取统计了所筛选文献中各种智能应用

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化技术，并且对所有信息化技术进行归类总结，共 15 类。在归类总结

时将相对独立的技术单独归为一类，如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将具有从属关系的

技术归为一类，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将具有相似功能的技术归为一类，

如 BIM 与 GIS，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数字孪生等；将一般情况下配合使用的技术归为

一类，如知识图谱与智能搜索引擎等。 

 

图 1  全文研究方法 

在对所有信息化技术归类总结之后，根据所筛选文献中对各种智能应用的服务对象

和应用领域的描述，将归类总结出的 15 类信息化技术分别归纳进监理工作内容“三控制、

三管理、一协调”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并且制作成智慧监理信息化使能技术分类表。

观察分类表中各种信息化技术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在监理工作内容某些环节中信息化技

术的集中使用规律与未来智慧监理的发展方向。通过查阅与对照该分类表，各监理企业

除了可以在整体层面上对自身的智慧化程度拥有大概了解以外，还可以分别从监理工作

的每个环节审视自身的信息化技术使用情况，找到自身薄弱的一个或多个环节，然后通

过补足分类表中自身还未使用的信息化技术以提高自身智慧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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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理行业智慧化应用统计与分析 

3.1  具体智能应用举例 

BIM 因其关联性、智能性、协同性和预测性[5]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监理行业，如

信息集成、传感器和建筑设备管理[4]；加贴质量验收标签和关联监理文件[6]。BIM 还可以

和其他信息化技术结合或者作为其他信息化技术得以实现的基础，如 BIM 结合互联网、

三维扫描、数字化建筑模型、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管理模型，用于对施工质量控制等

重要信息进行管理[7]；基于 BIM 的自动监测技术[8]；基于 BIM 的信息化协同平台，可进

行质量监理、安全监理、进度监理和投资监理[5]；基于 BIM 的项目管理与质量监督模型

框架[9]，作者 Jun Gang 等还详细叙述了 BIM 技术在宜宾东站施工过程的成功应用，如使

用 REVIT 对设计图纸进行碰撞检查，有助于提前发现碰撞问题，减少不必要的返工。 

智能监控与质量监测也是目前在监理行业非常流行的技术，如在非接触的情况下使

用调频连续波雷达进行监测[10]；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评估构件尺寸和表面质量[11]；综

合运用 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定位技术、传感器技术、云计算技术

和自动控制技术的数字动态实时质量控制的总体架构[12]。 

物联网目前在监理行业也有广泛应用，如利用智能手机传感器测量劳动强度，以保

证建筑工人的安全[13]；利用实时定位传感器构建实时数据可视化平台的方法[14]。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在监理行业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目前很多学者对

其作了展望，如利用深度学习中的 LSTM 模型根据质量监督检验报告等文本信息对工程

风险进行预测[15]；采用深度学习框架和带有评价指标的视觉导航策略有效地检查和监督

建筑工人在不同施工现场条件下的安全帽佩戴情况[16]。 

3.2  信息化技术归类总结 

如前文所述，本文将可用于监理行业的各种智能应用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化技术归类

总结为 15 类（其中○5 的管理与决策针对的是施工人员、财务、设备、材料、进度与工

程信息等内容），分别是： 

○1 BIM 与 GIS ○2 智能监控与质量监测 

○3 物联网 ○4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5 智能管理与决策 ○6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数字孪生 

○7 全球移动通信 ○8 云计算 

○9 大数据 ○10 数据集成 

○11 自动控制 ○12 区块链 

○13 智能机器人 ○14 知识图谱与智能搜索引擎 

○15 数据可视化  

15 类信息化技术在所筛选的文献中各自被提及的次数如图 2 所示。如图可见 BIM 与

GIS 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技术，34 次被提及中针对 BIM 的研究占据了绝大部分。目前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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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建筑领域的应用较为成熟，并且还在不断深化，特别是在监理行业，剩下 14 种信

息化技术几乎都是基于 BIM 而实现的，BIM 是其它信息化技术的基础与媒介，各种

“BIM+”技术将会是未来智慧监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2  15 类信息化技术在所筛选的文献中被提及的次数 

4 智慧监理信息化使能技术分类表 

根据所筛选文献中对各种智能应用的服务对象和应用领域的描述，将归类总结出的

15 类信息化技术分别归纳进监理工作内容“三控制、三管理、一协调”中的一个或多个

环节中，如表 1 所示： 

表 1  智慧监理信息化使能技术分类表 

监理工作内容 可使用的信息化技术 

质量控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进度控制 ○1 ○4 ○5 ○6 ○8 ○10 ○11 ○12 ○14 ○15  

造价控制 ○1 ○4 ○5 ○6 ○12 ○14  

合同管理 ○4 ○5 ○12 ○14  

信息管理 ○1 ○4 ○5 ○7 ○8 ○9 ○10 ○12 ○14  

安全管理 ○1 ○2 ○3 ○4 ○5 ○6 ○7 ○9 ○10 ○12 ○14 ○15  

施工组织协调 ○1 ○3 ○4 ○5 ○6 ○7 ○8 ○12 ○14 ○15  

从表中的分类结果可以发现在监理工作内容某些环节中信息化技术的集中使用规律

与未来智慧监理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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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5 智能管理与决策，○12 区块链和○14 知识图谱

与智能搜索引擎可以用于监理工作的所有环节之中。○12 与○14 的全面适用性说明信息的

可回溯、安全与方便查询在监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是非常有必要的。○4 与○5 的全面适

用性结合文献中的描述则传递了更加重要的信息：目前文献对○4 的描述以应用实例和技

术升级为主，反映了大量监理企业已经开始逐步在监理工作的所有环节中使用智能管理

与决策模式替代传统模式并取得不错成效，监理行业在不远的未来全面应用智能管理与

决策模式工作是大势所趋；而目前文献对○5 的描述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和较为简单的应

用探索层面，不过从学者们对○5 的展望来看，智能管理与决策模式并不是智慧监理的最

终形态，人工智能技术很有可能将在未来全面接管监理工作的所有环节。 

(2) 质量控制环节可以使用所有信息化技术说明其是目前智慧监理进程中被研究最透彻的

一个环节，结合文献可以发现质量控制环节包含非常多的子环节，工作难度大，不过这也

为大量信息化技术提供了应用空间。目前比较成熟的应用是人工检测发现质量问题，然后

利用 BIM 加贴质量验收标签进行申报处理。利用多种智能传感器和计算机视觉等监控技

术进行质量信息采集，然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质量检测是正在研究探索的新模式。 

(3) ○1 BIM 与 GIS，○6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数字孪生，○7 全球移动通信，○8 云计算，

○10 数据集成与○15 数据可视化 6 类技术目前可用于监理工作的 4-6 个环节之中，它们的应

用广度虽然不像○4 ○5 ○12 ○14 一样可用于全部 7 个环节之中，但它们都具有很深的应用深

度。比如 BIM 是其它信息化技术的基础与媒介；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数字孪生技术可

以支持更智能的人力资源管理、机械和资源配置、材料监督、现场访问、质量控制和安

全管理；5G 已经是可见的未来，各种信息化技术都将在 5G 时代拥有更高的灵活性。 

5  总结 

本文归纳整理了一个智慧监理信息化使能技术分类表，将总结出的 15 种信息化技术

分别归纳进监理工作内容“三控制、三管理、一协调”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可指导

各监理企业分别从监理工作的每个环节对自身所使用的信息化技术进行查漏补缺，以提

高自身智慧化程度。在此基础上，各监理企业和研究学者还应该从 4 个方面继续提升监

理行业的智慧化程度： 

(1) 不断升级各类信息化技术，提高它们的应用成熟度； 

(2) 探索在各工作环节使用的所有信息化技术之间的配合途径； 

(3) 尝试将已经在某些环节中应用的信息化技术扩展到剩下所有环节中； 

(4) 继续探究其他信息化技术在监理工作中应用的途径，并且将其归纳进智慧监理信息化

使能技术分类表中，不断扩充表中内容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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