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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近年来，工程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危及社会发展，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
探讨提高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对策，在此背景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体系逐渐
建立。此外，现代社会是科技领先的社会，要想提高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效率，必

库

须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所以，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正

要

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人们越来越重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化建设工

摘

作，加强对检测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设计，为建筑行业的安全、有序发展提供
良好的技术保障。

文

本次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阐述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

论

次研究意义；(2)分析系统功能需求与非功能需求；(3)以某市的工程质量检测机
构为案例对象，设计开发检测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于某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

士

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质量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希望通过本次研究，为某

硕

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借鉴。
本系统是针对某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部门工作信息化建设需要而开发

博

设计的，系统采用先进的 B/S 架构，系统架构先进、简单；系统功能全面，业务

学

功能操作简单，可满足某市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各单位网络软件应用的要求。实现
了以建筑工程项目为中心的各参与方的协同检测和远程控制。此外，系统还具备

门

大

安全性高、操作简便、能够灵活设置、系统可靠性高等优点。

厦

关键词：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

I

Abstract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actively explore to improve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库

measures, in this context, construction quality testing management system is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the modern society is the leading technology of science and

要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advanced management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摘

inspection and management. It is based on these two reasons, people pay more and

文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inspe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work,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he

论

dete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o provide a goo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士

construction industry's securit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everal parts: (1)Describes the research

硕

background,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research significance;
(2)Analysis of the system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博

(3)To a city engineering quality testing agencies as case study object, design and

学

development of dete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used in city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test management work,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to ensure

大

accuracy of quality testing results.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to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inspection

门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厦

The system is in need of a c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inspe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for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adopts advanced B / S architecture, advanced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simple; system
function comprehensive, business func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meet a c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of each unit
network application software. The collaborative detection and remote control of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 in the center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realized. In addition,
the system also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ecurity, easy operation, flexible setting
and high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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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库

1、建筑工程质量问题频繁发生
一方面，建筑行业作为一个相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建筑工

要

程质量的好坏对国家未来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为保障国家经济的好并快

摘

速发展，必须推动建筑行业的安全、有序发展。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都十分重视
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不仅成立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发布大量质量管理政策、方

文

针和准则，还成立了专门的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部门，全面开展建筑工程质

论

量管理工作，这为我国建筑业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质量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水平低等原因，

士

工程质量事故不断发生。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许多二线、三线城市开展新城区

硕

开发项目，建筑工程建设大量开展，其中存在不少的违规违法操作，最终造成了
工程质量事故。

博

权威调查数据表明，我国 2010 年共发生 2290 起建筑工程安全事故，造成

学

2843 人死亡，同比分别上升 2.85%和 2.15%；2013 年，我国共发生 2302 起建筑
工程安全事故，造成 2602 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 10.87 亿元人民币，具体数据

门

大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近年来我国工程质量事故统计情况
工程质量缺陷

工程质量通病

工程质量事故

安全管理事故

死亡人数

2009

45.61％

7.71％

14.30％

14.3％

2019

2010

54.72％

12.62％

16.8％

7.43％

2843

2011

47.64％

14.72％

15.3％

7.13％

3012

2012

43.72％

18.36％

23.2％

8.92％

3904

2013

40.57％

20.67％

14.6％

6.55％

2412

2014

35.63％

19.00％

15.2％

5.28％

2117

厦

年份(年)

资料来源：某市安监局统计，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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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某市安监局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2009~2014 年)，全市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共涉及 13 个行业。其中，建筑业共计发生事故 288 起、死亡 337 人，分别占近
五年事故总起数和死亡总人数的 65.3%和 65.9%。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了解到，建筑工程质量事故危及群众生命，造成大量经济
损失，阻碍社会健康发展。因此，如何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提高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水平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

库

2、检测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发展情况不乐观

要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是应用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的一项软件
或者说是工具，计算机硬件设备、网络体系、先进技术等是组成该系统的重要元

摘

素，该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对检测操作进行全面管理，对质量检测过程中的所有信

文

息进行加工、保存，从而为管理人员提供有序的、准确的数据，便于管理人员开

论

展检测管理操作。可以说，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是当前检测中心开展
检测工作的必要工具。

士

在我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是公开进行的，所以，检测的结果都必须向

硕

社会公布。建筑施工单位、建设管理部门、质量检测部门会依据所公布的检测结
果，确定下一步工作决策。可以说，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结果影响着整个建筑工程

博

质量管理体系的发展，只有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公平性、科学性，才能保证

学

建筑工程质量。正是意识到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要性，才使得我国建筑检测行
业迅速发展，在短期时间内，我国建筑检测项目增加，且规模不断扩大，在政府

大

的引导下，检测管理机构积极引进先进技术，重视员工培训，加强建筑工程质量

门

检测管理工作。在政府和检测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逐年改变了原有的手工计算、
手工检测的方式，纷纷引用管理软件开展检测工作。但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厦

我国工程检测管理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状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检测操作不规范，检测流程混乱。首先，建筑工程的质量检测分类较多，

涉及许多的专业知识，且检测难度较大，花费时间较长，但目前国内建筑行业尚
未设置一套专门的检测流程，所以检测工作在混乱中开展；其次，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软件多种多样，信息系统功能模块多且复杂，但目前许多检测机构所应用的
软件并没有数据统一存储的功能，软件模块数据分散、分享程度不高；最后，由
于检测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水平、专业技能水平不高，所以检测操作不是很规范。
(2)系统开发慢且水平低。当前，国内工程质量检测信息系统多为 FoxPro 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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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P 等一些技术水平较低的软件，这些软件虽然也能应用于质量检测中，但存在
安全性差、检测速度缓慢等缺点。此外，由于系统开发投资不足、系统开发重视
不够等问题，导致检测系统的开发速度较慢，原有的开发平台不能满足当前的资
料存储、数据处理操作需求。
(3)检测管理系统寿命不长。当前，国内关于建筑工程质量方面的国家标准
超过 1000 种，为提高我国工检测管理水平和工程质量水平，减少与发达国家之

库

间的差距，国家部门积极颁布国家标准，并不断改进和调整，地方政府也出台相

要

应的质量要求和质量标准体系，而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检测管理软件的应用，
要求将标准纳入代码内部，标准变化带来的系统程序和数据更新几乎无法完成，

摘

并由此造成系统无法有效升级，而必须重新开发一套新的系统来适应标准的变

文

化。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市场越来越规范化，但检测管理系统的更新速度却跟不上

论

市场变化，使得信息系统的生命周期仅有短短的 2~3 年。
3、某市的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信息化建设工作有待改进

士

某市是我国的三线城市，在质量检测管理信息体系建设上缺乏经验，因此，

硕

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缓慢，检测中心业务流程不规范，这些问题的存在影
响某市建筑工程行业的未来发展，潜在质量安全隐患。

博

对某市检测工作现状进行分析了解到，检测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以下几个方

学

面问题：

(1)基础设施缺乏。目前，某市检测管理系统数量较少，先进的检测仪器缺

大

乏，且尚未开展检测信息系统的开发与研究工作，检测工作和检测系统的应用多

门

是办照其它城市作法，和本市建筑工作质量要求并不相符。
(2)检测中心中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水平、技能掌握程度不高，尤其缺乏中高

厦

级职称工作人员，检测工作的开展多由部门领导来决定。同时，检测中心并没有
定期开展信息化操作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工作，检测人员没有掌握先进检测技术和
理念的机会，检测操作和检测结果必然受到影响。
(3)检测中心的监管组织结构混乱，职权划分不明确，检测结构没有发挥实
际作用。
综上所述，某市的检测信息化建设工作有待改进，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影响
日益深远的背景下，建筑工程行业作为我国经济支柱行业，其质量水平和检测信
息化水平必须有所提高，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发挥我国建筑企业的优势，推动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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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快速发展。换言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研究与开发不仅是现
代化管理理念提出的要求，也是衡量我国科技发展水平重要因素。
1.1.2 研究意义
1、有效改进我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化水平低的现状。通过上文对
我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情况、发展背景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到，检测管理信息
系统开发也应用并不规范，且管理信息系统的信息化水平较低，不符合建筑工程

库

质量检测信息系统的未来需求，同时，国内许多地区的检测中心还未形成一套完

要

善的工作流程，等等这些问题都表明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设
计的重要性。

摘

2、响应国家建设部“全面开展检测体系改革，建立信息化的业务流程”的

文

措施。2011 年，国家建设部提出关于检测体系改革的措施，即“各行业的检测

论

机构应当积极落实检测信息化体系，加强检测工作的规范化程度，提高检测工作
效率，保证检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2012 年，国家质量技术检测局改进

士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审查认可(验收)评审准则》，新增规范检测机构

1.2 研究现状

博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硕

管理工作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在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信息化建设上的决心。

学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早，现已形成
一套完美的理论体系和丰厚的实践经验，国外许多研究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结

大

果都值得我们学习。

门

1、检测管理和对策方面的研究

厦

1976 年，Levitt 和 Parker 针对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展开研究，并将其研究

成果发表在《Reducing construction accidents-top management's role》一
文，文章中指出，可续的、先进的管理观念和管理手段是保障建筑工程质量的有
效措施。Levitt 和 Parker 这一研究结果肯定了现代化管理工具的重要性【1】。
1988 年，美国著名质量安全管理专家 Hinze 和 Raboud 就“如何提高建筑工
程质量管理水平”的问题展开研究，通过研究了解到，经济利益诱导成为影响建
筑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建议通过设置专门的质量检测部门，来实现对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其研究结果发表于《Safety on Larg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一文中。Hinze 和 Raboud 的研究结果明确了设置建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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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检测部门的必要性。【2】
同年，Hinze 与研究学者 Figon 围绕“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方法”这一主题展
开研究，其研究结果发表于《Subcontractor Safety as Influenced by General
Contractors o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Projects》一文中，文中通过案例收
集、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发现“工程利润越大，质量越差”的规律，提出通过
质量检测的应对措施。【3】

库

除上述几个成功的研究案例外，国外关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方面的研究还有

要

很多，并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单因素理论、连锁反应
理论等；对后来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是：Heinrich 于 1931

摘

年研究取得的事故因果连锁理论，Bird 于 1976 年研究取得的管理失误连锁理论。

文

2、检测机构方面的研究

论

在质量检测问题和管理对策理论研究上取得一定成就后，美国、法国、德国
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建立专门的检测机构，通过检测机构工作，及时发现建筑工

士

程质量问题，保障工作质量和安全。与此同时，关于检测机构、机构工作实践方

硕

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1995 年，研究学者 Willard S Thompson 针对检测机构工作现状问题展开研

博

究，并发表《Experience Modification Rating For Worker's Compensation

学

Insurance》一文，文章中指出，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交
由第三方机构即检测中介机构开展，由于缺乏相应的部门对检测中介结构进行检

大

测，这样的做法给中介机构提供徇私舞弊的机会，因此，Willard S Thompson
【4】

门

建议在检测过程中，调动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力量对检测中介结构进行检测。
2002 年，研究学者 Li Zhude 发表《Quality supervision to Geheyan

厦

Project’s metal structures and hoists》一文，提出通过建立质量检测条例、
操作标准的办法，来规范质量检测工作。到 2005 年，欧美发达国家建立了 ISO/IEC
17025，即质量管理体系，体系的建立和应用推动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测规范化
【5】

发展。

3、检测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水平较高，检测管理信息系统更新速度也比较
快，检测管理信息化建设取得良好成果，所以，国外关于检测管理信息系统的开
发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十分丰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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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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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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