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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管理概念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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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是开放的复杂 巨 系 统 ，以 系 统 科 学 理 论 和 复 杂 性 研 究 等 为 理 论 基 础 ，借 鉴 其 他 行 业 的

先进管理思想和理念，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成 管 理 问 题 做 了 深 入 的 研 究 和 分 析 ，提 出 了 基 于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的 大 型 工
程建设项目全过程、全方位和全员集成化管理的概念，并建立了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管理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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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越
来越多的大型和超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陆续开始实施，

一、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成化管理理念

如已经基本完成的小浪底工程、三峡工程、西气东输
工程，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北京 2008 奥运会工

从系统学的观点来看，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是一个

“五纵一横”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巨型港
程等，
我国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结构多变、层次多、随机因素

口建设也都已经列入了新世纪的宏伟规划蓝图或已

多、系统开放性强，很难全部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遵

经动工兴建。这些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成败对我国国

循钱学森提出的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

民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目前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1]，本文建议采用基于

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工程

现代信息技术的全过程、全方位和全员集成化管理的

建设项目大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型工程建设项

方法，来管理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目具有实施周期长、一次性、需要特殊的组织来完成、

集成管理研究过程中模型的主要形式是图形、表格和

参与方众多、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等特点，是开放的

文字叙述。同时，为了保证集成的实施，其模型开发过

复杂巨系统，
这决定了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是一项

程中的内容、组织、步骤和应配备的文档资料等，都应

很复杂的工作，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大型工程建

实现结构化和标准化。

设项目集成化管理是提升其项目管理水平的重要途
径。

贝塔朗菲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命题“整体大
于部分之和”。而系统集成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系统

本文以系统科学理论、组织行为学理论和复杂性

的涌现性，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目的[2]。集成是一

研究等为理论基础，借鉴其他行业先进管理思想和理

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是经过有目的、有意识地比较、

念（如制造业的现代集成制造系统——
—CIMS），主要

优化，选择一最佳的集成方式将各集成要素有机集成

从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业主的角度，提出了基于现代信

为一个整体，从而使集成要素的优势能充分发挥，更

息技术的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全方位和全员集

为重要的是使得集成体（系统）的整体功能实现倍增

成化管理的理念，进而建立了项目管理要素集成模

或涌现出新的整体功能。集成的功能倍增原理反映的

型，以及基于项目目标、全寿命期和各参与方的三维

是集成单元在形成集成体（系统）过程中，相互作用、

集成模型，
最后总结建立了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管

聚合重组致使集成体（系统）整体功能倍增或涌现的

理概念模型。

基本规律。产生集成整体功能倍增或涌现的方式有：

〔收稿时间〕2008-09－29
〔作者简介〕陈勇强（1964－ ），男，河北冀县人，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姜琳（1980 —），女，辽宁本溪人，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

功能重组、结构重组、
过程重组和协同重组[3]。

2009 年 3 月

分为进行项目管理职能的集成、项目管理要素的集
成、尤其是进行项目信息分类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项

二、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要素
集成概念模型

目各管理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在进行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管理研究时应对项目各管理
要素综合考虑。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在 PMBOK2000 中定义

通过研究分析，本文提出了如图 1 所示的大型工

的九个项目管理知识领域 。项目管理知识领域的划

程建设项目管理要素集成概念模型。该模型中还加入

[4]

图 1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要素集成概念模型

了工程建设项目现在普遍重视和关注的健康、安全和

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贯穿工程建设项目全寿命期，

环境保护三个要素；同时，强调了所有管理要素应以

环环相扣，从项目开始就应考虑每一项管理举措对下

合同管理为核心，信息管理贯穿所有管理要素。

一阶段，甚至是对项目结束的影响，即全过程集成管
理。
任何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要考虑各方面的约束

三、工程项目目标、
全寿命期、
参与方
综合集成概念模型

条件（或目标），对于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尤其如此，除
了图中提到三个主要项目目标外，还要有健康、环境、
安全目标等。在项目管理中，要对这些项目目标的实

目标集成、全寿命期过程集成、参与各方之间的

现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和控制，即全方位集成管理。

集成是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的三个维度，不应仅将其视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参与方众多，其中项目业主

为各自孤立的方面，它们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

应该是项目集成管理的倡导者和推动者，通过合同管

应该更多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相互嵌套、相互推动的辩

理等途径实现项目各参与方的集成，既全员集成管

证关系。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研究应将这三个维

理。

度综合考虑，实现项目目标、
全寿命期和参与方的综
合集成。本文提出了如图 2 所示，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参与各方的综合集成概念模型。
目标、全寿命期、

四、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总体集成管理
概念模型

如图 2 所示，对于具体的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来
说，
集成是在三维立体方向进行的。集成管理从一个

通过上述研究和分析，本文总结提出了大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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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目标、全寿命期、参与各方的综合集成概念模型

图 3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总体集成概念模型

建设项目总体集成概念模型，如图 3 所示，大型工程

程建设项目的全寿命期展开的，体现了将一般工程建

建设项目总体集成概念模型可以分为如下五个组成

设项目四个阶段进行过程集成的理念，尤其是设计和

部分

施工过程的集成[8]；

：

[5][6][7]

1）全寿命期过程集成。模型中间部分是按照工

2）目标集成。模型的左面表示的是项目费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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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质量三个基本目标的集成，而且目标的集成是贯

想象的。因此工程建设项目信息集成需要一个有效的

穿项目全寿命期的 ；

信息平台作后盾，保证其计划和决策的及时性和协

[9]

3）参与方集成。模型的上方表示的是项目各参

调、控制的有效性。

与方的集成，这种集成也贯穿项目全寿命期，虚拟组

2. 项目集成化管理的主要途径——
—合同管理

织是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的实现形式 。参与方真

合同管理贯穿项目全寿命期的各个阶段，是实现

正的集成必须将各方的利益进行集成，在项目参与方

项目目标集成的主要途径。在项目参与各方，尤其是

之间应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业主和项目主要承包商签署的合同中将双方的目标

[10]

4）集成方法和途径。模型的右面是合同管理，合

进行集成，以通过合同约束实现项目最终目标[13]。合

同管理也贯穿项目全寿命期，合同管理是实现项目过

同管理也是项目过程集成最主要的实现途径，如工程

程集成、目标集成和参与方集成最主要的途径；

建设市场出现的 DB（设计－建造）、EPC（设计－采

5）集成平台。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的集成，是

购－施工）等合同模式实际上是应工程建设项目过程

在实现项目信息标准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集成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些合同模式将工程建设项目

技术，建立项目管理信息平台，以实现项目信息高度

最主要的设计和施工两个阶段集成在了一起，同时也

共享和信息的增值，为所有其他集成提供坚实的保

—设计方与施工承包
实现了项目两个重要参与方——

障。

商的集成；还有大型工程项目经常使用的 PMC（项目
管理承包） 模式下的 PMC 承包商，BOT （建造－运

五、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各种集成
之间的关系

营－移交）模式下的项目公司，都是项目管理的总集
成者。
目标决定组织，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

1. 项目集成化管理的基础——
—信息集成管理

素，组织集成（项目参与方的集成）应与目标集成结合

对于工程建设项目而言，信息集成是指依据工程

起来考虑。过程集成最主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目标一

建设项目及其管理的特点，应用系统论原理和控制论

致。项目全寿命期的不同阶段各目标的重要程度可能

原理，综合考虑工程建设项目全寿命期中各阶段的要

是不一样的，所以多目标集成是一项动态的、贯穿项

求和衔接关系、工程建设项目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以

目全寿命期的工作，必须与过程集成问题结合起来考

及工程建设项目执行过程中各个参与方之间的动态

虑。项目多目标协调的也主要靠合同管理这个基本的

影响关系，采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对众多

手段来实现。项目目标之间的协调也要考虑到项目各

的工程建设项目信息进行整合和控制，使得项目各个

参与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合同中相关的规定。项

参与方能够协调和整体优化，以达到工程建设项目整

目多目标的集成问题在项目合同的实施策略中要提

体最优的目的。

前考虑，并设计到合同模式中去；多目标集成的分析

信息集成是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管理首先必须解
决的问题。信息集成主要针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全过

结果也给合同方式和结构的确定，包括其中奖惩系数
的确定提供了指导性的依据。

程、全方位的管理中大量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 ，解

3.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各种集成之间的关系

决信息的正确、高效共享和交换。工程建设项目信息

信息集成、目标集成、过程集成、参与方之间的集

集成并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体系，它的实施需要各方

成可以说是工程建设项目集成管理的四个方面，而不

面条件的配合。合作的理念是实施项目集成化管理的

应仅将其视为四个孤立的问题，它们都是互相影响、

前提，工程建设项目信息集成将通过建立起真正的伙

互相促进的，应该更多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相互嵌套、

伴关系和合作的理念，使各个参与方都从中获得利

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

[11]

益。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信守承诺的基础上，

信息集成是目标集成、过程集成和参与方集成的

通过完全开放的信息交流实现尽早解决各种潜在问

基础。过程集成就是在完成信息集成的基础上，进行

题的目的。其次，有效的信息平台是支持工程建设项

过程之间的协调，消除过程中各种冗余和非增值的子

目集成化管理实施的物理条件。信息平台是工程建设

过程（活动），以及由人为因素和资源问题等造成的影

项目管理者进行信息集成的工具 ，项目管理者需要

响 过 程 效 率 的 一 切 障 碍 ，使 企 业 过 程 总 体 达 到 最

大量的实时信息和反馈，以进行科学、系统的动态决

优[14]。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参与方集成是在信息集成和

策。没有一个完善、
快速的信息平台，这种决策是难以

过程集成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是大型工程建设项目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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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最高层次。
由于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综合集成所具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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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每一种集成都是无止境的，实现这一战略目

systems dynamic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ange and rework

标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一个长期的历程。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tional

只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实现了大型
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全方位和全员集成化管理，才
能充分发挥所有相关资源的作用，达到各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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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gration Management Concept Model
for Large Construction Projects
CHEN Yong- qiang, JIA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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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s. Based on system science theory and complexity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integration management for large construction projects using advanced management ideas in other fields as reference. This paper forwards a new concept of total process, total contents and all- party integration management and develops a new
proof- of- concept management model for large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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