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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与效率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因
此,建筑工程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建筑工程是城市乃至社会发展的硬性需求,区域建筑速度与质量
将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步伐。为了进一步提升建筑工程的建设力度,在建筑工程管理中利用现代化
信息技术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主要针对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策略做出分析,
为进一步提升建筑工程管理效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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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peak.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a rigid demand for urban and eve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regional construction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pace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is imperative to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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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量具有重要作用,模拟施工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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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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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平台对建设项目的信息化管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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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数据中的值,有效地协调不同的

着重要作用,可以直接提高建设项目管

数据信息,并从全局的角度关注数据的

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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