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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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智慧工地评价，提高施工现场智慧技术应用水平，
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智
慧工地评价。 
1.0.3  智慧工地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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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慧工地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采用数字化技术，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工地人员、材料物资、

机械设备、场地环境和施工过程实施智能化管理的工地。 
2.0.2  智慧工地功能项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function item 

对工地人员、材料物资、机械设备、场地环境和施工过程的
全部或部分进行感知采集、判断处置、统计分析以满足管理需要
的属性。简称功能项。 
2.0.3  智慧工地信息项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information item 

对工地人员、材料物资、机械设备、场地环境和施工过程进
行管理所需的数据字段。简称信息项。 
2.0.4  智慧工地实施数据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implementation data 
    智慧工地应用在工地实施后产生的记录。简称实施数据。 
2.0.5  智慧工地人员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personnel 

建筑工地中纳入智慧化管理的人员。 
2.0.6  智慧材料物资 smart materials 

建筑工地中纳入智慧化管理的材料物资。 
2.0.7  智慧机械设备 intelligent mechanical equipment 

建筑工地中纳入智慧化管理的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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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方法 
 
 
3.0.1  智慧工地评价应覆盖完整建筑工地施工活动的全过程。 
3.0.2  智慧工地评价应在基本指标、一般指标和优选指标三类评

价指标得分汇总为评价要素实得分值的基础上，加权汇总得出总
得分。 
3.0.3  智慧工地评价总得分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智慧工地评价应得总分由工地人员、材料物资、机械设备、
场地环境、相关智慧化管理、智慧技术及系统六个评价要素加权
汇总确定，为 130 分。 

2  评价要素权重应符合表 3.0.3-1 和表 3.0.3-2 的规定： 
表 3.0.3-1  评价要素权重表（总包项目评价） 

评价要素 评价要素总分值 评价要素权重系数 评价要素应得分值 

工地人员 130 0.2 26 

材料物资 130 0.2 26 

机械设备 130 0.2 26 

场地环境 130 0.2 26 

相关智慧化管理 130 0.1 13 

智慧技术及系统 130 0.1 13 

表 3.0.3-2  评价要素权重表（分包项目评价） 

评价要素 评价要素总分值 评价要素权重系数 评价要素应得分值 

工地人员 130 0.3 39 

材料物资 130 0.3 39 

相关智慧化管理 130 0.2 26 

智慧技术及系统 130 0.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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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工地评价实得总分（E）＝∑（评价要素实得分值（D）

×权重系数）。 
3.0.4  智慧工地评价要素得分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智慧工地评价要素由基本指标、一般指标、优选指标三类
评价指标组成。 

2  评价指标应得分值：基本指标 60 分、一般指标 50 分、优
选指标 20 分。 

3  评价要素得分 D＝基本指标得分 A+一般指标得分 B＋优
选指标加分 C。 
3.0.5  智慧工地评价指标得分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本指标：必须全部满足，评价得分计算应符合表 3.0.5-1
的规定： 

表 3.0.5-1  基本指标评价得分 

评分要求 结 论 得分 

满足所有基本指标要求 符合要求 60 

不满足基本指标要求 不符合要求 0 

2  一般指标和优选指标：应根据功能项、信息项、实施数据

三方面，按照 3.0.6 条之规定评价计分。 
3.0.6  智慧工地评价要素的一般指标和优选指标，其评价计分方
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有明确功能项要求的指标，核对后按符合项数比例计分。 
2  对于有明确信息项要求的指标，核对后按符合比例计分。 
3  对于有实施数据要求的指标，核对后按信息项实际数据占

比算术平均值计分。 
4  对于与评价指标描述相近、新技术应用、专业特殊性等情

况，可经核定计分。 
3.0.7  智慧工地的评价宜采用信息化手段。 
3.0.8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不得进行智慧工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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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智慧工地数据与项目实际严重不符的。 
    2  智慧工地数据未有效利用的。 
    3  因安全、质量、环保等问题被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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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地人员 
 

4.1  基本指标 

4.1.1  工地应使用实名制信息采集及考勤设备。 
4.1.2  工地人员的信息项应符合国家、所在地区的要求。 
4.1.3  工地人员的工资发放应有数字化记录。 

4.2  一般指标 

4.2.1  工地人员的信息包括附录 A 所列的基本信息、进退场信
息、合同信息、考勤信息、工资信息、资格信息、注册信息、不
良行为信息。 

本项分值：0-5 分 
4.2.2  智慧工地人员覆盖现场人员程度。 

本项分值：0-5 分 
4.2.3  工地人员管理数据的智能判断包括以下内容： 

1  判断是否为工地人员； 
2  判断年龄、健康状况是否符合工作要求； 
3  根据设定规则筛选人员； 
4  联网认证识别身份证、特种作业证书； 
5  识别即将过期的身份证、特种作业证书； 
6  识别进场人员的历史不良记录； 
7  导入通缉犯名单，自动判断、报警； 
8  识别人员信息匹配系统并记录考勤时间； 
9  识别并判断人员通行范围； 
10 判断安全教育是否符合要求； 
11 进行薪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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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分值：0-5 分 
4.2.4  工地人员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1  个人基本信息分析； 
2  岗位资格信息分析； 
3  工作记录信息分析； 
4  建筑工人工资收入信息分析； 
5  奖罚诚信信息分析； 
6  个人及班组出勤分析； 
7  人员流动性分析； 
8  项目出勤综合分析。 
本项分值：0-5 分 

4.2.5  工地人员智慧化管理数据完整性及覆盖的评价时段。 
本项分值：0-30 分 

4.3  优选指标 

4.3.1  工地人员的现场定位精度不超过 0.5m。 
本项分值：0-3 分 

4.3.2  工地人员的危险行为可智慧化识别。 
本项分值：0-3 分 

4.3.3  工地人员的工作安排、完成情况及评价采用智慧化方式。 
本项分值：0-3 分 

4.3.4  工地人员的交底和教育培训形成数字化记录。 
本项分值：0-3 分 

4.3.5  工地人员信息可跨工地共享。 
本项分值：0-4 分 

4.3.6  工地人员管理中，对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1  人员工效数据，形成劳动定额； 
2  多维度员工画像（综合信息分析）； 
3  工人动态轨迹查询分析。 
本项分值：0-4 分 



 ·8· 

 
 

5  材料物资 
 

5.1  基本指标 

5.1.1  材料物资信息项应包括：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质
量等级、质量标准、使用部位。 
5.1.2  钢筋、商品混凝土、防水材料进场验收应有数字化记录，
并具备与政府监管系统数据的共享条件。 

5.2  一般指标 

5.2.1  材料物资的信息包括附录 B 所列的基本信息、出厂信息、
运输信息、进场验收信息、出库信息、盘点信息、使用信息、结
算信息。 

本项分值：0-5 分 
5.2.2  智慧材料物资覆盖现场材料的程度。 

本项分值：0-5 分 
5.2.3  材料物资管理信息项数据的智能判断包括以下内容： 

1  根据设定规则筛选材料物资； 
2  判断供应商履约是否正常； 
3  判断废料处理是否及时； 
4  进行库存剩余提醒并预警； 
5  识别收发料异常并提醒； 
6  进行物资小票防伪识别并预警； 
7  运输车辆皮重记录并异常预警。 
本项分值：0-5 分 

5.2.4  材料物资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1  分析基本信息和出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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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运输信息、进场验收信息、出库信息、盘点信息、使 
用信息、结算信息。 

本项分值：0-5 分 
5.2.5  材料物资智慧化管理数据完整性及覆盖的评价时段。 

本项分值：0-30 分 
评分方法：检查实施数据，按比例计分 

5.3  优选指标 

5.3.1  材料物资管理的收料、发料、库存采用智慧化工具辅助。 
本项分值：0-4 分 

5.3.2  装配式构件、机电与装饰部品部件的生产、运输、施工环
节的过程信息通过数字化方式管理。 

本项分值：0-4 分 
5.3.3  工程材料的质量验收采用智慧化方式。 

本项分值：0-4 分 
5.3.4  进场材料物资的计重采用智慧化方式。 

本项分值：0-4 分 
5.3.5  工具化临设信息可跨工地共享。 

本项分值：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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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械设备 
 

6.1  基本指标 

6.1.1  工地应使用起重机械安全监控设备。 
6.1.2  机械设备的信息项应包括：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
生产时间、维修保养时间、维修保养人。 

6.2  一般指标 

6.2.1  机械设备的信息包括附录 C 所列的基本信息、进场安装
信息、运行监测信息、维修保养信息、拆卸出场信息、设备结算
信息、重点设备定位信息。 

本项分值：0-5 分 
6.2.2  智慧机械设备覆盖现场机械设备的程度。 

本项分值：0-5 分 
6.2.3  机械设备管理中信息项数据的智能判断包括以下内容： 

1  自动记录运行数据及预警数据； 
2  群塔作业防碰撞监测及预警、控制； 
3  监测数据实时无线传输； 
4  图形化实时同步展示塔式起重机械运行数据； 
5  吊钩可视化； 
6  渣土覆盖监测及报警； 
7  维修保养及检查预警及信息推送。 
本项分值：0-5 分 

6.2.4  机械设备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1  基本信息分析、进场安装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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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监测信息分析、维修保养信息分析、拆卸出场信息分

析、设备结算信息分析、重点设备定位信息分析、机械设备工效
分析。 

本项分值：0-5 分 
6.2.5  机械设备智慧化管理数据完整性及覆盖的评价时段。 

本项分值：0-30 分 

6.3  优选指标 

6.3.1  重点机械设备的运行监测采用数字化方式。 
本项分值：0-5 分 

6.3.2  机械设备系统识别判断机械设备的不安全状态。 
本项分值：0-10 分 

6.3.3  机械设备信息可跨工地共享。 
本项分值：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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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场地环境 
 

7.1  基本指标 

7.1.1  建筑工地应安装扬尘在线视频监测设备、远程高清视频监
控设备。 
7.1.2  建筑工地应对温度、湿度、风速、风向进行数字化监测。 

7.2  一般指标 

7.2.1  场地环境的信息包括附录 D 所列的环境管理信息、区域
管理信息、临设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 

本项分值：0-5 分 
7.2.2  进行智慧化管理的范围覆盖包括以下区域： 

1  视频监控覆盖生产、生活、办公区； 
2  围墙、大门、道路、临建房（办公室、试验室、仓库、工

具间等）、堆场、加工车间、工程实体（作业区、非作业区）进
行数字化管理。 

本项分值：0-5 分 
7.2.3  场地环境管理对信息的智能判断包括以下内容： 

1  环境监测数据超预警值时具有自动报警功能； 
2  具备夜间视频监测能力； 
3  道路大门安保具有安保识别和报警功能。 
本项分值：0-5 分 

7.2.4  场地环境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1  施工场地的场地小气候、扬尘、噪声、污水数据分析； 
2  施工场地的区域、临设和资源的数据变化趋势及监测数据

的统计、分析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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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分值：0-5 分 
检查方法：场地环境管理系统功能符合清单的占比乘以 2，

即为该条得分。 
7.2.5  场地环境智慧化管理数据覆盖评价的时段。 

本项分值：0-30 分 

7.3  优选指标 

7.3.1  标养室等工艺设施的监控采用智慧化方式。 
本项分值：0-4 分 

7.3.2  配置用于极端天气警报等的应急通知系统。 
本项分值：0-4 分 

7.3.3  基坑、高支模、吊装等高风险作业区域进行智慧化监测。 
本项分值：0-8 分 

7.3.4  建筑工地用水、用电采用智慧化计量。 
本项分值：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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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关智慧化管理 
 

8.1  基本指标 

8.1.1  工地智慧化管理数据应根据合同、职责、权限等与项目管
理系统共享。 

8.2  一般指标 

8.2.1  与工地相关的设计文件、施组方案、标准规范、会议纪要

等资料采用数字化方式管理。 
本项分值：0-15 分 

8.2.2  施工日志在工地现场采用数字化管理系统生成。 
本项分值：0-15 分 

8.2.3  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的检查、检验、测量采用数字化
工具。 

本项分值：0-20 分 

8.3  优选指标 

8.3.1  基于工地现场的场景采集、方案推演、数据管理及展示采
用 BIM 数字化方式。 

本项分值：0-4 分 
8.3.2  大体积混凝土测温、PC 构件灌浆作业等关键工序采用数
字化方式监管。 

本项分值：0-4 分 
8.3.3  同条件试块在现场采用数字标识和管理。 

本项分值：0-4 分 
8.3.4  工程验收资料基于现场数据采用数字化管理系统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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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分值：0-4 分 
8.3.5  气象灾害、疫情防控等工地现场应急物资管理采用智慧化
方式。 

本项分值：0-4 分 



 ·16· 

 
 

9  智慧技术及系统 
 

9.1  基本指标 

9.1.1  建筑工地的数字基础设施应统一规划和部署。 
9.1.2  智慧技术及系统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中的一级规定。 

9.2  一般指标 

9.2.1  建筑工地对工地人员、材料物资、机械设备根据智慧化管
理需求选用适宜的身份识别、行为状态分析技术。 

本项分值：0-15 分 
9.2.2  采用软件系统通知、社交软件通知、推送其他管理系统、
控制现场设施做出反应等智慧化处置方式。 

本项分值：0-10 分 
9.2.3  智慧工地应用总体架构及技术要求符合以下规定： 

1  单一产品架构中实现软件与硬件、在线与离线、移动端与
PC 端的结合，多系统产品架构中实现数据聚合； 

2  信息录入方便，部分信息宜自动提取，项目基本信息不存
在多次重复录入； 

3  采用图表、三维等方式可视化展示数据，数据显示和使用

方便。 
本项分值：0-15 分 

9.2.4  智慧工地系统对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数字化管理系
统、业主等监管系统进行信息推送。 

本项分值：0-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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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优选指标 

9.3.1  建筑工地设置 5G/WiFi6、高清摄像头等数字化基础设施。 
本项分值：0-4 分 

9.3.2  智慧工地系统架构符合以下要求： 
1  采用平台产品架构； 
2  与外部平台、系统、工具对接组装； 
3  支持云端和私有化部署； 
4  支持不同组织、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数据权限，保护数

据隐私； 
5  支持 PC、移动端的多端应用。 
本项分值：0-4 分 

9.3.3  智慧工地系统技术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1  通过与 BIM、IOT 感知技术的结合，自动获取数据； 
2  采用 BIM 技术以及模型轻量化技术； 
3  采用智能数据分析功能； 
4  采用 GIS 等先进技术。 
本项分值：0-4 分 

9.3.4  高支模、深基坑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信息采集采
用传感器、物联网等技术实施。 

本项分值：0-4 分 
9.3.5  采用优化算法、机器学习等方式提高工地数字化管理系统
的智慧化水平。 

本项分值：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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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工地人员信息项清单 

 
序号 分类 信息项 

1 人员基本信息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班组编号★、班组

名称★、工人姓名★、是否班组长★、证件类型★、证件号

码★、当前工种★、工人类型★、民族★、住址★、头像★、

政治面貌★、加入工会时间★、手机号码★、文化程度★、

发证机关★、发卡时间、办卡采集相片、考勤卡号、发放工

资银行卡号、发放工资银行名称、发放工资卡银行联号、发

放工资卡银行、是否购买工伤或意外伤害保险、特长、是否

有重大病史、紧急联系人姓名、紧急联系方式、开始工作日

期、婚姻状况、正面照、反面照、证件有效期开始日期、证

件有效期结束日期、岗位类型 

2 
人员进退场信

息 

工人所属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人所属企业名称★、

班组编号★、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进退场日期★、类

型★、凭证扫描件 

3 人员合同信息 
工人所属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人所属企业名称★、

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合同期限类型★、生效日期★、

失效日期★、计量单位、计量单价、合同附件 

4 人员考勤信息 
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刷卡时间★、刷卡进出方向★、

刷卡近照、通道的名称、通行方式、WGS84 经度、WGS84
纬度 

5 人员工资信息 

工人所属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人所属企业名称★、

发放工资的月份★、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工人工资卡

号★、工人工资卡银行代码★、工人工资卡开户行名称★、

工资代发银行卡号★、工资代发银行代码★、工资代发开户

行名称★、应发金额★、实发金额★、是否为补发★、发放

日期★、第三方工资单编号★、出勤天数、总工时、补发月

份、工资单附件 

6 人员资格信息 

工人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书种类★、证书

类型★、证书类型名称★、证书等级名称★、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证书有效时间(起) ★、证书有效时间(止) ★、

发证机关★、证书状态★、认定部门、岗位名称、第一次发

证时间、工作单位、证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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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信息项 

7 人员注册信息 

工人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学历★、学位★、

注册类型及等级★、注册证书编号★、注册有效期★、发证

单位★、发证日期★、执业印章号★、所在企业行业类型★、

所在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所在企业名称★、所在企业证书

编号★、执业资格状态★、注册专业编号★、专业名称★、

开始时间★、截止时间★、请求序列编码★、注册专业信息 

8 
人员不良行为

信息 

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所在企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所在企业名称★、登记部门★、登记人姓名★、登

记日期★、不良行为类别★、不良行为代码★、不良行为描

述★、不良行为发生日期★、处罚部门★、处罚部门级别★、

处罚依据★、处罚决定内容★、处罚日期★、处罚截止日期

★、项目编码、不良行为类别、不良行为发生地行政区划、

项目编码、处罚决定文号 

注：以上加“★”为必备信息项，其他为参考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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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材料物资信息项清单 

 
序号 分类 信息项 

1 材料物资 
基本信息 

编号、名称★、材料分类、材料类别★、规格型号★、计量单
位、计费单位、生产厂家★、产地，品牌、质量等级★、质量
标准★、技术特性、供货商名称★、供货价格、税率、供货开
始时间、供货结束时间、供货数量、结算方式、合同编号 

2 材料物资 
出厂信息 出厂时间、供应数量★、合格证书、铭牌 

3 材料物资 
运输信息 材料单号、运输轨迹、车牌号、到场时间 

4 材料物资 
进场验收信息 

验收人员★、见证人员、验收结论、退货数量、计划数量★、
实称数量★、运输车辆皮重 

5 材料物资 
出库信息 

领用人、领用时间、领用数量、领用数量限额、实际消耗数量、
回收数量、审核人、使用部位 

6 材料物资 
盘点信息 盘点时间、仓库位置、单位、库存数量★、是否废料 

7 材料物资 
使用信息 工序名称、班组、使用部位★ 

8 材料物资 
结算信息 预算价格、租赁价格、租赁时间、数量、结算价格、成本科目 

注：以上加“★”为必备信息项，其他为参考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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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机械设备信息项清单 

 
序号 分类 信息项 

1 机械设备 
基本信息 

设备编码★、设备类型★、设备名称★、规格型号、出厂编号、
出厂日期、备案编号、产权单位名称、合格证★、特种设备制
造许可证、二维码、RFID 电子标签、塔式起重机高度、幅度、
载重、载重百分比风速、倾斜数据 

2 进场安装 
信息 

进场时间★、安装时间、使用企业社会信用统一代码★、使用
企业名称★、使用项目名称★、安装单位资质证书、安装单位
安全生产许可证、安装作业人员、安装作业人员证书、检测单
位、检测报告、安全检验合格证信息 

司机名称★、证件号码★、特种证编号★、司机确认时间、司
机最后操作时间、司机图片 

塔式起重机运行数据实时监测：实时起重量★、实时高度★、
实时速度、倾斜★、监测时间★、运行开始时间、运行结束时
间、运行时长、预警级别、预警次数、预警内容、预警时间、
司机违章内容、司机违章操作次数 

升降机运行数据实时监测：监测时间★、运行开始时间★、运
行结束时间★、运行时长★、预警级别、预警次数、预警内容、
预警时间、司机违章内容、司机违章操作次数 

自动识别进出场车辆信息 

3 运行监测 
信息 

监测出场渣土车的清洗情况 

4 维修保养信息 维修保养内容★、时间★、人员★、下次维修保养时间 

5 拆卸出场信息 拆除时间★、拆卸单位资质证书、拆卸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
拆卸作业人员、拆卸作业人员证书、出场时间 

6 设备结算信息 设备计价单位★、计价数量、结算方式、付款方式、设备费用 

7 重点设备定位 
信息 

设备定位★、对可移动设备进行轨迹记录、定位数据与 GIS
信息关联 

注：以上加“★”为必备信息项，其他为参考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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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场地环境信息项清单 

 
序号 分类 信息项 

1 场地小气候 温度★、风向★、风力★、湿度★ 

2 扬尘 总悬浮微粒、PM10★、大气压★ 

3 噪声 噪声分贝 

4 

环境管理 

污水 污水排放量 

5 区域管理 区域视频监控 

场地分区★、监控点编号★、监控点唯一标识★、

监控点类型、在线状态、设备能力、通道编号、通

道类型、安装位置、经度、维度、摄像机像素、视

频流编码、视频流传输协议、视频流数据 

6 临设管理 临设信息 
临设房间编号★、使用人登记★、设计信息、加工

信息、运输信息、安装信息 

7 施工用电 
监测时间、探测点编号★、探测点名称★、电表读

数★、所在区域（施工区、生活区、办公区）★ 

8 施工用水 
监测时间、探测点编号★、探测点名称★、水表读

数★、所在区域（施工区、生活区、办公区）★、

超限预警信息 

9 

资源管理 

施工垃圾管理 垃圾分类★、计量单位★、数量★、清理时间 

注：以上加“★”为必备信息项，其他为参考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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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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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云技术数据中心基本要求》GB/T3498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JGJ/T 29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212 
《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标准（试行）》 
《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接口标准（试行）》 
《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字典表（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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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促进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等技术在建设工程中的应
用，规范和推进浙江省智慧工地建设，规范智慧工地评价，提高

工程项目生产效率、管理效率和决策能力，提升工程项目质量安
全管理水平，实现工程项目的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制
定本标准。 
1.0.2  智慧工地评价单位可以是智慧工地组织单位或由其指定
的机构。本标准提供的是评价方法及指标，项目、企业、地区、
行业等不同组织均可根据需求确定评价单位，依据本标准对项目

工地进行智慧化评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有其各自特点，本标准注重对于

智慧化实施数据的评价，弱化对于具体数字化工具、系统的评价。 
总包单位的工地智慧化程度评价，可直接适用本标准。对于

专业分包单位的工地，根据其管理特点，在本标准要素中剔除机
械设备管理和场地环境管理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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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慧工地的对象是工地，不是智慧化。要研究工地的组成
元素：工地人员、材料物资、机械设备、场地环境。人员主要包

括：作业人员（总分包建筑工人）、管理人员（各方主体管理人
员、行政后勤人员）、不属于工地人员的其他临时人员（访客）。
材料物资主要包括：工程实体材料、施工作业材料（如：模板、
钢管）、办公生活材料等。机械设备包括大型、特种、一般机械
设备等。场地环境主要包括：环境、区域、临设、资源。 

智慧工地的目标是智慧化。智慧化是数字化的高层级，包括：

工地各组成元素在数字世界有身份标识，其状态和行动有记录（感
知采集）；根据工地元素的状态和行动进行分析判断和处置；还
可以在积累的海量数据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融入智能技术，
可以进一步提升工地智慧化水平。 
2.0.2  工地每项智慧工地应用的各项功能项一般包括功能名称、
所属应用、功能描述、性能指标、设备技术参数等功能特性类内

容。 
2.0.3  工地各要素的现实情况，需要通过数据字段进行结构化存
储。没有信息项，智慧工地系统中不可能有相关数据。因此，智
慧工地系统首先需要具备信息项。有了信息项，系统可以设置相
关操作对数据进行使用，将各信息项关联起来实现智慧化管理功
能。 
2.0.4  智慧工地实施数据均与功能项及对应的信息项相关联。对
于实施数据的评价可通过信息项有实施数据的天数占比来计分。 
2.0.5  目前的智慧工地实施中，往往存在工地人员没有全部纳入
智慧化管理的情况。评价中要考虑智慧工地人员占比的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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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地人员数量主要从进场记录工地人员清单、门禁考勤

设备权限清单及考勤记录、工资发放清单等数据中对照提取。有
进场记录且有 90%以上天数考勤记录的工地人员，可判定为智慧
工地人员。工地在场总人数主要通过工地人员清单、考勤设备权
限清单、工资发放清单分析获得。以上人员均应考虑已退场人员
情况。 
2.0.6  智慧工地评价中，材料物资是否纳入智慧化管理也是需要

评价的重要内容。考虑到材料物资种类繁多，数量、单位各异，
以及现有智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情况，对每种材料物资是否智慧
化进行评价不现实。因此，采用按分类覆盖的评价方法。材料物
质可发为工程实体材料、施工作业材料、办公生活材料等。 
2.0.7  智慧工地评价中，机械设备是否纳入智慧化管理也是需要
评价的重要内容。考虑到机械设备种类繁多，大小不一，以及现

有智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情况，对每种机械设备是否智慧化进行
评价不现实。因此，对于大型、特种机械设备，有 5 种以上纳入
智慧化管理，得相应的满分，不足的按比例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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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方法 
 
 
3.0.1  智慧工地的实施对象应相对完整，不得拆分部分出来进行
评价。一般应针对施工许可证来明确评价范围。 

对于总分包单位在智慧工地的职责，总包单位负责项目总体
智慧化要求及落实。专业分包单位应根据项目总体智慧化要求和
自身需求，实施好自身范围内的智慧工地工作。 

智慧工地建设项目应针对工程特点、所处环境、项目目标等
实际情况进行需求分析，选用适宜软件、设备、工具、技术，对
施工项目的工地人员、材料物资、机械设备、场地环境进行全过

程动态控制和管理协同，在评价时提交相应资料并对其真实性和
完整性负责。 

智慧工地针对的是建筑工地，是实体的数字化以及在此基础
上的数据使用、共享、协同。本标准第 4～7 章包含了建筑工地的
各类实体及所处环境。第 8 章体现了智慧工地系统与项目管理系
统之间的关系。第 9 章反映了应用于建筑工地的 IT 技术及系统。 
3.0.2  基本指标体现了国家、行业、地方对于工地智慧化管理的
强制性要求，是智慧工地的基本条件。符合基本指标的建筑工地
（60 分）可认为属于智慧工地。 

一般指标体现了智慧工地应用的常规要求，较为全面，符合
当前实际。优选指标体现了当前智慧工地应用较少但智能化程度
高、应用效益明显的内容。通过基本指标基础上一般指标结合优

选指标的评分，可以对智慧工地的应用水平进行评价，供示范推
广时参考，体现了评价和导向的目的，也考虑了智慧工地应用水
平因地域建筑业发展而有不同的实际情况，需要在行业推动下不
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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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本标准评分计算中涉及的比例精确到 0.1（10%），得分

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专业分包项目与总包项目相比有其特殊性，目前阶段专业分

包项目的机械设备和场地环境比重不高，且已纳入总包智慧工地
管理，智慧化评价要素做了相应调整。 
3.0.5  基本指标是智慧工地的基本条件，一般指标、优选指标的
评分反映了智慧工地的智慧化程度。 
3.0.6  对工地智慧化程度的具体评价，主要从三方面考虑：一是
工地人员、材料物资、机械设备、场地及环境等工地实体及相关
信息是否智慧化，主要核查工地智慧化应用的信息项是否齐备；
二是对这些智慧化信息的使用方式是否智慧化，智慧化技术是否
适宜、先进，主要核查功能项是否齐备、智慧技术及系统是否符
合相关技术现状及发展方向；三是工地智慧化管理是否真正实施，

主要通过实施数据来核查。 
实际评价中应三方面都兼顾，否则会造成很多问题，如：买

了智慧工地产品就是智慧工地，智慧工地产生大量人工录入负担，
智慧工地数据共享价值低下。因此，要以现场是否真正实施智慧
化管理为评价重点，评分应主要关注实际数据。 

评分方法：对第一方面可检查工地数字化管理的信息项；

对第二方面可检查工地数字化系统或工具的功能项；对第三方
面可检查指标对应的数字化系统（应用）的信息项有数据天数
占比。如：可根据工地所列数字化系统（应用）清单中筛选与
评价指标相关的系统，对该系统提交的信息项清单检查计算系
统使用期间有数据天数占比（算术平均值），乘以该指标分值
即为该指标得分。 

指标评分时，如发现项目评价数据存在矛盾、不一致等疑问
的情况，应按剔除疑问数据后的情况评分且相应指标得分不应超
过指标分值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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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智慧工地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产品系统层次不穷、工

程专业类型繁多，第 4 款提出了核定的计分方式。 
3.0.7  智慧工地的评价宜根据评价指标齐全和数据完整程度自
动提取数据评价，自主查询实时得分。目前阶段，可根据自动评
价系统进行自我评价，人工评价进行抽查复核的方法。人工评价
时，可根据条文采用检查系统功能、操作、抽样核查进行计分的
方式，抽样比例根据抽查工作量确定，一般为 1%～10%。 

自动评价思路：对于智慧工地的评价通过功能项、信息项、
实施数据三方面联动。工地的每项智慧工地应用均应根据“功能特
性参数表”上报系统（应用）名称、功能名称、功能描述、性能指
标、设备技术参数等功能特性类内容；还应根据“信息项分类表”
上报每项功能对应的信息项清单；并且提交每项功能在工地应用
时形成的记录数据。上报的功能特性、信息项、实施数据都是作

为评价的依据。 
自动评价根据条文内容进行对照评分，同时还根据三者深层

逻辑关系对上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
得分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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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地人员 
 
 
4.1.1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智慧
工地”建设的通知》（浙建质安发〔2019〕208 号）文件要求。

按功能项评分方法计分。 
4.1.2  国家、行业、地方对于工地人员的管理都会提出要求。工
地人员的信息项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19〕
18 号）要求。地方另有强制要求的，应另行补充。智慧化管理中
对工地人员进行管理所需的信息应符合该项要求。 
4.2.5  根据实施数据评分方法评分。核查信息项数量一般不少于
30（平均每个信息项实施数据满分不超过 1 分），每个信息项实
施数据占比的算术平均值乘以本项分值即为本项得分。 
4.3.1  工地人员定位关系生产管理、安全控制，其精度根据管理
需求一般不宜超过 0.5m。 
4.3.2  工地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未戴安全帽、高空

坠落、物体打击、危险区域非法入侵等。对本条文，有 5 类及以
上行为可智慧化识别的可视为符合要求，有 2 类行为可智慧化识
别的可视为基本符合要求（减半计分）。 
4.3.3  工地日常的工作安排、完成情况及评价有多种数字化方式
及工具可以使用，故只针对实施数据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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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物资 
 
 

5.2.5  根据实施数据评分方法评分。核查信息项数量一般不少于
30（平均每个信息项实施数据满分不超过 1 分），每个信息项实

施数据占比的算术平均值乘以本项分值即为本项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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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械设备 
 
 

6.1.1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智慧
工地”建设的通知》（浙建质安发〔2019〕208 号）文件要求。 
6.2.1  机械设备信息中的基本信息、进场安装信息、维修保养信

息、拆卸出场信息应以浙江省工程建设数字化管理系统数据为标

准进行评价。 
6.2.5  根据实施数据评分方法评分。核查信息项数量一般不少于
30（平均每个信息项实施数据满分不超过 1 分），每个信息项实
施数据占比的算术平均值乘以本项分值即为本项得分。 
6.3.2  机械设备的不安全状态包括但不限于：巡检与维修保养不
符合要求、构配件存在安全隐患、位于危险区域、使用操作不规
范、进行危险动作等。对本条文，有五类及以上行为可识别的可

视为符合要求，有二类行为可识别的可视为基本符合要求（减半
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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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场地环境 
 
 

7.1.1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智慧
工地”建设的通知》（浙建质安发〔2019〕208 号）文件要求。 
7.2.5  根据实施数据评分方法评分。核查信息项数量一般不少于
30（平均每个信息项实施数据满分不超过 1 分），每个信息项实
施数据占比的算术平均值乘以本项分值即为本项得分。 
7.3.1  混凝土试块标养是混凝土结构质量验收的重要手段，其温
湿度监测和相关设备控制可以通过智慧技术实时、自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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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关智慧化管理 
 
 

8.1.1  项目管理系统对于工地现场的数据需求，宜通过工地智慧
化采集的方式获取。智慧工地系统数据宜推送项目管理系统满足

相关管理需求。文件级、数据级、服务级都是共享方式。按与项
目管理系统接口的数据共享日志评分。 
8.2.1  相关管理功能可包括支持上传企业或项目标准资料规范、
电子图纸、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等信息；支持上传 BIM
模型或交底动画视频等信息；对上传的图纸或文件进行版本自动
管理；对 BIM 模型进行版本自动管理；权限分级授权；对项目标

准规范库分类管理、应支持通过电脑网页或移动设备轻量化实时
查看规范、图纸和施工组织设计等及下载；图纸实时批注。 

可按以下标准评分：检查各类材料的上传记录，按覆盖比例
计分。 
8.2.2  施工日志在工地现场采用浙江省工程建设数字化管理系

统生成。 
8.3.1  施组方案的科学性需要充分结合现场实际情况，BIM 与
无人机、激光扫描等设备技术结合，为施组方案的优化提供了有
力条件。工地管理过程形成的数据具有海量、碎片化的特征。BIM
具有信息的结构化与可视化的特点。工地管理数据在 BIM 技术的
支持下，可以实现信息的有序存储和直观高效展示，能更大地发
挥智慧工地系统的效果。 

可按以下标准评分：检查 BIM 技术参数。 
8.3.4  工程验收资料基于现场数据采用浙江省工程建设数字化

管理系统生成。 
 



 ·40· 

 
 

9  智慧技术及系统 
 
 

9.1.1  智慧工地系统产品数量多、分类细，对电脑、网络、视频、
存储等数字基础设施的要求存在较多重复。不作统一安排会造成
智慧工地投入过大，相关产品性价比不高。 
9.2.1  目前对现场智慧化管理来说，适宜的身份识别方式包括：
二维码、条形码，RFID，蓝牙信标、传感器等及配套的识别、定
位、控制技术。检查人、材、机三类有身份识别数据的数量占比
平均值。 
9.2.2  智慧工地管理智慧化处置方式包括：管理软件系统通知；
短信、微信、钉钉等社交软件系统通知；推送其他管理系统；控
制现场设施做出反应等。可参考以下评分方法：工地人员管理系
统通知得 3 分，社交系统通知的得 2 分，可推送其他管理系统的
得 2 分，可控制现场设施做出反应的得 3 分。 
9.2.4  智慧工地系统对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浙江省工程建设
数字化管理系统、业主等进行信息推送。 
9.3.1  系统功能信息项评分：接入 5G 得 10%，配置高清摄像头
与满足定位技术网络得 40%（管理一半以上场地或不少于 5000
平方米场地）。实施数据评分：按有实施数据天数占比计分。 
9.3.3  智慧工地相关新技术较多，包括：传感技术、网络技术、
大数据技术、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北斗定位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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