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2%

!互联网 N移动安监智能管理系统"在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姚宝永&王海东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朝阳&())),)#

!摘&要"&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设备"为参建各单位建立了移动安全监

管控平台"让参建各单位能够及时协调沟通和解决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管控能力"有

效提升了安全管理科技化%精细化水平$

!关键词"&互联网N& 移动安监&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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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中国快速发展#如何利

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加快推动互联网的创

新成果与各行各业进行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充分发

挥/互联网 Z0对促改革%防风险的作用#成为了新的

课题& $#E% 年 M 月 H 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积

极推进/互联网Z0行动的指导意见.#就积极推进/互

联网Z0行动#推动技术进步%提升效率和创新力#提出

了指导意见&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由于施工现场地处偏僻%

环境复杂#信息传递缓慢#不能及时%动态地处理应急

事件#不利于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 如何能够实

现提前预警#现场实时移动管理#以达到更有效地减少

违章作业的发生#保证工程施工安全#/互联网 Z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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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智能化管理系统0的推广与应用就显得愈发迫切

和必要&

鼓励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等各行各业树立互联网思

维#积极与/互联网 Z0相结合#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推广应用

/互联网Z移动安监智能化管理系统0 有利于促进互

联网应用创新%激发创新活力#对加快推进安全生产标

准化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目的

=.实现/互联网 Z移动安监智能化管理系统0移

动管理相关功能#推动安全检查%亮点推广%违章曝光%

班前教育%安全交底等功能在移动安监智能管理系统

上运行#提高安监现场工作管理水平&

D.让管理人员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按照

不同的违章事件和存在的安全隐患类型#标准化地录

入现场数据#包括视频%音频%图片%表单信息#并通过

网络同步数据到服务端的系统中#提高建设%监理和施

工单位管理人员现场安监工作的办公效率&

1.充分利用移动设备操作便利性#方便各单位之

间信息实时互通#促使安全检查下达整改通知到检查

验收的闭环管理流程更加顺畅快捷#提升建设%监理%

施工单位跨单位和部门协同办公的能力&

@.无论是在办公区域还是施工现场#可随时查阅

各参建单位人员信息"包括职务%工种%培训教育%持证

情况等$%施工设备信息"包括施工设备型号%编号%是

否进场%是否为特种设备等$%安全制度%法律法规和安

全专项施工方案等内容&

7.通过系统移动端将各参建单位的安全管理亮

点和创新点及时进行表扬和推广#提升安全文明施工

整体管理水平&

%&系统构架

=.系统的使用单位主要是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

施工单位#使用人员包括各单位的主要领导%部门负责

人%基层管理人员& 使用人员可以通过移动客户端或

者电脑浏览器登录认证管理系统#通过丰富的业务应

用功能实现移动安全监管的工作内容&

D.使用智能手机终端和电脑终端接入无线局域

网#根据不同的工作任务需求#分别访问应用"g+D$服

务和移动应用服务#通过应用服务器和后端的数据服

务器进行数据交换#最终将数据安全地返回给使用

人员&

1.为了保障机房和网络始终处在良好运行状态#

建设单位与运营经验丰富的服务商签订管理协议#管

理平台的网络和服务器#为应用层系统提供数据访问

接口#使用VUF技术对数据进行对象化操作& 通过网

络接收感知终端传输的数据内容#并对数据进行录入%

抽取%转换%加载和校验等操作& 使其更安全%稳定%高

效地运行&

$&系统功能设计

=.对程序资源的访问进行安全控制#在客户端

上#为用户提供其权限相关的用户界面#仅出现和其权

限相符的菜单与操作按钮& 在服务端则对 YUO程序

资源和业务服务类方法的调用进行访问控制&

D.在网络安全体系中#建立定期安全检测%口令

管理%人员管理%策略管理%备份管理%日志管理等一系

列管理方法和制度&

1.用一盘磁带对整个系统进行"包括系统和数

据$完全备份& 当发生数据丢失时#只要用一盘磁带

"即发生丢失前一天的备份磁带$#就可以恢复丢失的

数据&

#&系统功能应用成果

%.E!实现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的管理功能

施工作业前的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是否真正

落实到位#对保证施工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施

工单位管理人员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及时将安全交

底%班前教育的文本%图片%视频等相关内容上传至后

台服务系统#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各级管理

人员利用电脑和智能手机对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

情况可以随时进行查询和监督管理& 有效解决了施工

作业人员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和安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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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问题&

%.$!实现对安全问题与隐患及时整改和跟踪闭

环管理功能

!!在施工过程中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和隐患#从监

理单位签发整改通知单到施工单位整改验收闭合#反

复流转管理流程很慢#不利于安全问题和隐患的及时

整改落实& 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点

击安全常规检查和安全专项检查菜单将安全检查中发

现的安全文明施工问题和安全隐患添加到违章类型选

项中#明确整改期限#将违章照片录入到附件中#将具

体违章内容和整改意见以整改通知单的形式录入系统

中& 相关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对整改通知单中的每个问

题按照整改要求进行逐条逐项整改#填写整改回复意

见#上传整改后的照片#监理工程师对回复的内容进行

复核验收#建设单位的管理人员根据监理工程师的审

核意见进行最后确认#形成最终的闭环管理& 安全检

查功能在规范施工现场%检查整改管理业务的基础上#

从检查任务管理%现场安全检查%隐患整改到统计分析

等环节建立快速的闭环管理流程#实现对安全检查管

理流程的固化#随时处理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满足相

关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要求&

%."!实现管理亮点在各参建单位移动端进行推

广的功能

!!将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管理亮点和创新点及时

进行表扬和推广#树立样板的同时让更多的参建单位

互相了解和学习#以点带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H!实现违章行为曝光和安全问题隐患统计分

析功能

!!通过建立违章曝光#将在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

一些重大或典型的安全问题和隐患进行分类统计#并

通过曝光台进行曝光& 根据违章类型#施工单位按照

时间维度%违章次数进行排列#分析违章趋势及违章的

分布情况#在安全周报和月报中进行总结分析#并制定

相应的防范措施#避免在后续的施工过程中发生同类

的问题&

%.%!与人员定位系统无缝集成

将施工现场人员定位管理集成到人员定位系统

中#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相关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人员

定位系统在其权限界面上随时查询监理人员旁站和施

工单位管理人员到岗到位情况#随时定位施工作业人

员#查看人员活动轨迹%考勤信息等&

%.K!实现对人员%施工设备信息管理功能

统一各参建单位人员和施工设备的信息管理#人

员信息涉及人员的职务%工种%培训教育%持证上岗%电

话号码等个人详细信息& 施工设备信息管理包含施工

设备型号%编号及施工设备是否进场%是否为特种设备

等内容& 施工现场各单位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扫描人员

上岗证和施工设备通行证录入的二维码#快速识别人

员和施工设备的相关信息&

%.M!实现安全制度%法律法规%策划方案%安全专

项施工方案管理功能

!!安全制度%法律法规%安全管理方案%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等相关文件内容繁杂#格式不一#各参建单位可

以根据不同的文件类型"/̀lNgVÙ N(&X(O$将信息

录入系统中#逐一进行分类管理#便于各级管理人员在

施工现场通过移动安监系统随时随地查询相关规程规

范和技术文件要求#有效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

工作效率&

F&结&语

=./互联网 Z移动安监智能管理系统0在吉林丰

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中得到了全面推广与应

用& 参建各单位对系统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服务商技术

人员进行反馈#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使系统更加成熟

和实用#但目前系统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不

断更新和完善& 例如#由于受到网络安全问题的限制#

系统只能通过g'l'局域网在施工现场应用#出差和离

开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无法登录系统进行实时了解最

新信息%查阅内部资料*施工现场偏远部位还存在网络

信号差等问题*功能性安全会对程序流程产生影响#上

传附件照片等不能超过指定大小等& %下转第 E%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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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验合格#并将管道垫稳后#才能将吊具移开&

#&土体回填

/XX/管道及相应附属配件安装完成#并且验收合

格后#需对沟槽及时回填& 回填前清排槽内积水%垃圾

等杂物#回填土体不得含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含有

机质的土体&

回填过程中土体应在管道两侧分层均匀回填压

实#每次回填 "#=8厚土体#应人工夯实#不得使用机械

直接推土至沟内管道一侧#防止土压力对管道造成影

响#轴线偏移接口变形& 素土回填见图 %&

图 #&素土回填

!!管道顶部至覆土 #.%8范围内的土体要求与管道

两侧一致#也必须采用人工夯实机的方法进行夯填#不

得使用压路机或重锤等重型机械& 回填土填至管顶

#.I JE.#8后#方可采用机械回填碾压&

F&结&语

本文以山东日照北水南调工程为例#介绍了大口

径 /XX/管道施工过程中的技术要点#对其他大型水

利引水输水工程 /XX/管道的安装具有借鉴意义#施

工过程中应严格把控质量关#遵照规范施工#这样在

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可节约工期#节省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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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互联网 Z移动安监智能化管理系统0采用国

际最新最前沿的技术#以专网和无线通信技术为依托#

以手机等便携终端为载体的移动信息化系统#技术先

进%操作简单人性化#使手机也具备和电脑一样的办公

功能#而且它还摆脱必须在固定场所%固定设备上进行

办公的限制#借助手机通信的便利性#无论身处何种紧

急情况#都能高效迅捷地开展工作#实现安全管理信息

化向施工现场的延伸&

1./互联网 Z移动安监智能化管理系统0综合了

统一指挥调度%语音通信%视频监控%定位%录音N录像

等各种功能#实现语音%视频%图片%文本%记录等格式

化数据和非格式化数据的多种数据融合#同时把建设

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人员整合在同一个平台

上#有效提高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协同办公的能力和工

作效率#为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全面应用/互联网 Z移动安监智能化管理系

统0#将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融入安监智能管理工

作中#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及其他行业安全管理体系

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现代化移动安监机制#为安全管理

工作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装备开拓了全新的思路和方

向#创新了安全管理工作的管理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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