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３ 卷第 ３ 期

石

油

工

程

建

５７

设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信息集成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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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强， 孙春风
（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天津

摘

３０００７２ ）

要： 分析了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中信息管理存在的问题， 指出只有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进行信

息标准化和集成化管理， 使信息能够在项目各阶段、各职能部门和各参与方之间进行有效的传
递、沟通、共享， 才能保证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最终效益的实现。介绍了信息标准化
的目的和内容， 提出了信息集成的方法和模型， 指出信息平台是实现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信息集成
化管理的方式， 并说明了信息平台的功能、实现方案和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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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将大幅度增加信息传递的时间， 从而影响决策判断

当今， 工程建设项目的规模和要求出现了许多

的时效性。由于工程建设项目自身的特点， 在其实

根本性的变化。受社会发展需求、投资主体多元

施过程中， 其参与方不断变动， 如果不实行信息集

化、复杂工艺技术的完善、项目管理理论逐渐成熟

成， 每次项目参与方的变动都需要相关信息系统的

［１］

因素的影响， 工程建设项目日趋大型化 。大型工程

改变， 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建设项目 （ 以下简称大型项目） 除了具有一般工程

随着信息技术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

建设项目的一次性、独特性、目标明确性和目标约

当项目参与方需要某种项目信息， 就相应地开发和

［２］

束性等特点之外 ， 还具有投资额巨大、建设周期长、

建立针对此类信息的信息系统 ［６］。 其结果是在一个

技术复杂、参与方众多、实施地域广阔、风险大、

工程建设项目中， 同时并存多个参与方开发的多个

社会影响大等自身的特点。

针对不同功能的信息沟通处理系统和各自为政的信

在大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由于需要在众多项

息处理规程， 从而导致信息难以从整体上集成， 无

目参与方之间进行庞大的信息交换， 因此会产生大

法发挥信息共享的优势。这种分部门、分职能的低

量的文件、图纸， 纸介质信息查找和保存非常困

水平重复建设， 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信息孤岛。

难， 往往随着项目的进展， 很多宝贵的信息资料因

传统的信息沟通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大型项目

不合理存放或丢失， 使后人要做大量重复性工作，

管理的需要， 甚至严重影响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只

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同时随着信息量级数的增

有通过对大型项目进行信息标准化和集成化管理，

长， 也加大了采集分析信息的难度。而传统的项目

使信息能够在项目各阶段、各职能部门和各参与方

信息沟通方式及信息系统， 由于没有信息标准化和

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共享， 才能保证大型项目的

［３－ ４］

， 其结果必然

顺利实施和最终效益的发挥。如何改善大型项目的

导致信息需要方需从大量的非关键信息及冗余信息

信息沟通状况、实现信息集成管理已成为国内外工

中， 提炼对其决策有支持作用和参考价值的信息，

程管理人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这也大幅度增加了项目参与方的信息交易成本。

１

集成分析， 不能实现信息的针对性

由于大型项目中各参与方都有自己的组织结
［５］

构 ，

１．１

信息标准化
信息标准化的目的

其互相之间信息的沟通受到层层阻隔。在未

信息标准化是信息顺利传递的基础， 规范的信

采用信息集成时， 横向信息流动必须先经过层层的

息能提高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效率， 促进大型项目

纵向信息流动， 才能在规定的出口进行沟通。这样

建设的顺利进行 ［７］。 大型项目环境下的信息集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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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型项目管理中应用的基

通的规范化。

础上， 而现代信息技术要求信息处理必须标准化。

２

信息标准化是大型项目信息集成管理的第一

２．１

步， 信息标准化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套信息标准化规
范， 使大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都以标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信息集成的模型
信息集成的方法
大型项目信息集成的方法按其实现的方式， 一

般可分成以下几种：

的格式存放和传递， 能够满足大型项目信息集成管

（ １ ） 功能集成。功能集成是指将来源于各职能

理系统处理信息的要求， 从而做到信息有效、准

部门的信息加以综合处理产生需要的数据。例如，

确、快捷的处理和传递， 为大型项目集成化管理提

将已有的费用管理子系统、时间管理子系统、质量

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管理子系统等按照各自的功能加以综合。对于信息

１．２

信息标准化的内容

关系比较简单且容易实现的情况， 可以考虑采取这

信息标准化工作贯穿于大型项目管理的整个过

种集成方式， 但是对于差异较大且集成程度要求较

程， 在管理工作前期就应制定信息标准化规范， 各

高的大型项目信息， 这种按照功能进行集成的方式

子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信息都应遵循信息规

不能满足要求。

范的要求。无论是书面信息还是电子信息， 都应按

（ ２ ） 内容集成。内容集成是指使用数据库等现

照信息标准化的要求命名和传递。信息标准化的具

代信息技术， 通过数据综合的方式提供集成数据环

体范围包括信息格式的标准化、信息传递的程序化

境。这种集成方式是单向的、自下而上的。
（ ３） 综合集成。采用定性和定量集成的方法，

以及信息沟通的规范化。

１．２．１

信息格式的标准化
（ １） 文件格式的统一。在大型项目管理过程中

对复杂问题进行求解，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如
何将其应用于信息集成， 目前限于技术和理论上的

产生的信息文件应使用统一的文件格式。每一类型

原因， 实现起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

的工程信息使用统一格式模板， 以便于信息集成管

２．２

理系统对这些文件记录进行收集、传递、处理、存
储和检索利用。
（ ２） 信息编码。信息编码是将大型项目管理过

信息集成的模型
大型项目信息集成的模型， 可以整合为全寿命

期信息集成、管理职能信息集成和参与方信息集
成， 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集成管理体系。

程各项目分解体系中的每个单元赋予相应代码的过

（ １ ） 全寿命期信息集成。大型项目全寿命期各

程， 具体说是用字母或数字表示结构分解体系的各

个阶段管理信息的集成， 是指将项目实施的各个阶

个层次的各个单元。它是大型项目信息集成管理的

段， 从决策、设计、施工到最后运营的管理信息通

基础， 为大型项目管理的成本、进度、资源的计划、

过充分的交流和控制集成为一个整体， 使工程建设

控制、协调和文档管理提供稳定的信息基础， 是大

项目信息能准确、充分的传递， 各个阶段、各参与

型项目参与各方及信息集成管理的工具和基础。

方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１．２．２

信息传递的程序化

（ ２ ） 管理职能信息集成。大型项目同时具有集

建立大型项目信息传递渠道的结构， 明确各类

成化、范围、时间、费用、质量、人力资源、沟

信息应传输至何地、传递给何人、何时传输、采用

通、风险、采购等多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管理目

何种方式传输等。应按信息规划规定的传递渠道，

标， 信息的集成需要在项目寿命期内对这些目标和

将信息在大型项目管理的各方、各个部门之间及时

管理职能进行通盘规划和考虑， 以达到对大型项目

传递。信息传递者应保持原始信息的完整、清楚，

的全局优化。

使接受者能够准确地理解所接受的信息。

１．２．３

信息沟通的规范化
建立大型项目信息管理体制， 制定项目信息管

（ ３ ） 参与方信息集成。大型项目管理系统各个
参与方 （ 包括业主、各项目设计方、咨询方、施工
承包商、专业分包商、材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

理规章制度， 明确规定信息管理过程中信息的收

运营方等） 之间如果缺乏相互交流和了解， 就会影

集、传递、处理、存储、维护和使用流程和要求。

响各方的合作， 容易造成各方追求局部优化的现

采用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等保证信息沟

象。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基础， 以合作、双赢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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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构建一个多方参与的大型项目信息集成系统， 为

进行在线的计划编制、进度调整等， 并与变更提

项目各参与方提供相互协调与沟通的途径， 最终达

醒、在线审阅和会议功能结合。
（ ８ ） 网站管理与报告。包括用户管理、使用报

到降低费用、缩短时间、保证质量、控制风险、多
方共赢的目的。

３

告生成、参与方信息沟通记录、数据安全管理等。
（ ９ ） 多媒体的信息交互。提供视频会议功能。

信息集成的实现

（ １０ ） 集成一些电子商务。通过信息平台完成

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 建立大型项目管理
信息平台， 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的集成度， 是实现工

一些设备、材料及劳务的招投标工作， 形成电子采购。

程建设项目信息集成的主要途径。

３．２

建设大型项目管理信息平台的目的是通过信息

信息平台的实现方案
目前信息平台的实施主要有购买商品化软件、

技术的应用， 收集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信息， 为管理

租用应用服务和自行开发三种模式。

单位和各参与方提供相应的服务信息， 它是电子商

３．３

务技术在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中应用的具体表现， 不
仅是一种技术工具和手段， 而且是工程建设项目实
施在信息时代的一个重大组织变革， 国际学术界和
［８］

信息平台的应用效果
大型项目信息管理平台的应用可为大型项目的

管理带来如下效果：
（ １ ） 降低工程项目实施的成本。成本的节约来

工程界认为它是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一场革命 。

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采用了信息平台后减少

３．１

信息平台的功能

了花费在纸张、电话、复印、传真及商务旅行上的

大型项目信息平台作为信息集成管理实现的主

大量费用带来的直接成本降低， 另一方面是由于采

要方式， 应该具备以下功能：
（ １） 通知与桌面管理功能。包括变更通知、公

用了信息平台后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效率和有效性，
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工程变更、提高了决策效率带

告发布等功能， 其中变更通知是指当与某一参与方

来的间接成本降低。据统计， 应用信息平台所带来

有关的大型项目信息发生改变时进行提醒和通知。

的成本降低大约占项目总成本的 ５％ ￣ １０％［９］。

（ ２） 日历和任务管理。包括每个在建项目进度
计划的日历管理和任务管理。

（ ２ ） 缩短了项目建设时间。据统计， 工程项目
中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工作时间的 １０％ ￣ ３０％是用在寻

（ ３） 文档管理。在信息平台站点上提供标准的

找合适的信息上［１０］。使用信息平台可以大幅度降低搜

文档目录结构， 参与各方可以完成文档 （ 包括工程

寻信息的时间， 提高工作和决策的效率。另外， 可以

照片、合同、技术说明、图纸、报告、会议纪要、

有效减少由于信息延误、错误所造成的工期拖延。

往来函件等） 的查询、版本控制、文档的上传和下
载、在线批阅等工作。

（ ３ ） 降低了项目实施的风险。由于信息沟通的
快捷， 提高了决策人员对多工程实施的可预见性，

（ ４） 项目通讯与讨论。在信息平台站点上， 大

并可以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干扰进行有效地控制。

型项目参与各方可以通过系统内置的通信功能进行

（ ４ ） 提高了业主的满意度。在传统的工程项目

通信， 所有的通信内容在站点进行详细记录。另外

建设过程中， 业主很难对大型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进

还可以就某一主题进行在线讨论， 讨论的每一个细

行有效监控， 应用信息平台后， 业主可以及时获得

节都会记录下来， 并分发给有关各方。

大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信息， 并参与大型项目

（ ５） 工作流程管理。在线完成信息请求、工程

决策过程， 提高对大型项目目标的控制能力。在项

变更、提交申请及原始记录审批等大型项目工作流

目结束后， 业主可以十分方便地得到记录项目实施

程， 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统计。

过程的全部信息， 用于项目的运营与维护及新项目

（ ６） 大型项目信息集成存储和处理。积累大型
项目信息， 形成大量的信息储备， 进行定时的数据
备份。利用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大型项目
的信息进行处理， 预测大型项目工作进展， 给出改
进措施和建议。
（ ７） 应用程序共享。集成一些项目管理软件，

的建设。

４ 结论和展望
４．１ 结论
大型项目的信息管理是大型项目管理的基础，
信息集成是大型项目集成化管理的基础。大型项目
实施过程， 不仅是物质转化过程， 同时也是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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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各参与方拥有的知识， 延长信息的使用周

知识的创造、转移和运用的过程。
建立符合大型项目管理要素内容并具备信息处

期， 为后续项目的开展提供借鉴。

理功能的信息平台， 为大型项目管理提供信息与决

（ ３ ） 不断扩展基于信息平台项目信息集成的外

策支持服务， 可以满足大型项目参与方之间在项目

延和使用者， 尤其是在大型项目的实施中， 可作为

实施过程中信息交流和协同工作的要求； 也可以为

对社会信息发布与交流的窗口和门户。

大型项目用户提供全方位的集成信息， 供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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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２， （２０） ： ３７５－ ３８４．
［５］ 左 美 云 ， 周 彬 ． 实 用 项 目 管 理 与 图 解 ［Ｍ］． 北 京 ：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

［６］ Ｔａｉｎ－ Ｓｕｅ Ｊａｎ， Ｆｕ－ Ｌｏｎｇｅ Ｔｓａｉ．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

深层面上的管理和组织问题 （ 如人员素质、组织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程、组织文化等） ， 而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信息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１９）： ６１－ ７５．

平台的实施效果， 因此在应用和推广信息平台时必
须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考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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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８］ 彭晓春 ． 工程项目管理集成化的探索与实践 ［Ｊ］． 当代石油石化，

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兴起、建筑业信息化
的不断推进， 基于信息平台的大型工程建设信息集
成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未来大型项目建设中基于
信息平台的信息集成应用具有以下趋势：

２００２ ， （ １０ ） ： ３８－ ４２．
［９］ 赵莹华 ． 项目信息门户在大型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Ｊ］． 工
程建设与设计， ２００４ ， （ ４ ） ： ７９－ ８０．

［１０］ 何清华， 李佳川， 陈发标 ． 大型工程项目集成 化 项 目 控 制 信 息
系统的研究 ［Ｊ］． 同济大学学报， ２０００ ， （ ２８ ） ： ７０７－ ７１０．

（ １） 与企业信息管理的相关系统更紧密结合，
促进企业信息交流， 有助于建筑企业更好地利用本

作 者 简 介 ： 陈 勇 强 （ １９６４－ ） ， 男 ， 河 北 冀 县 人 ， 副 教 授 ，

企业的信息资源， 从而使信息平台在更广阔的范围

毕业于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工

内提供信息集成服务。

程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现代信息技术在工程建设项目管

（ ２） 集成大型项目知识管理系统， 利用数据库
等相关技术使大型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断

理中的应用。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６－ ０９－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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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综括

深圳节能检测评价中心挂牌

!!!"

广大深圳企业和市民期盼已久的深圳市节能检测评价中心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深
圳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促进企业节能降耗而采取的又一项有力措施。
据介绍， 深圳市节能检测评价中心的组建思路是， 采取由政府资助和监管、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先后
有多家单位表达了参与意愿。经过专家考察评审， 最后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被确定为组建单位。该中心
作为连接企业与政府的第三方机构， 也是一个公共技术平台， 负责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强的能源战略和节
能政策。
早在 ２０００ 年，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就率先在深圳地区组建了节能研究室。 ２００４ 年， 深圳市科技局
依托该院的研究成果， 组建了建筑节能重点实验室。

特邀通讯员

广东建设厅 孙浦生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７－ ０３－ １２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 ：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１９．９２ ｋｍ ｏｉｌ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ｕｎ－
ｌｉａ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ｈｉｎ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ｈｕｎｌｉａｎｇ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ｓ，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ｓｐｏｔｓ ａｔ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ｄｅｎ－
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ｏｄ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ｐｉｐｅ ｗａ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ｒｉｅ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ｒ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ｄ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 ：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ｏｄ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Ｅ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ｐｅ ｗａ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 ５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 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 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 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 ｏｊｅｃｔｓ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 ｑｉａｎｇ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 ＳＵＮ Ｃｈｕｎ－ 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ｔ ｉ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ｉ－
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ｓ ａ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 ：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６１）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 ｉｏ ｏｆ Ｓｉｄｅ Ａ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 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ＡＯ Ｑｉｎｇ－ ｘｉ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Ｓｕｂｃｏｍｐａ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 ＬＩＵ 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ｈｕ－ ｚｈｉ， ｅｔ ａｌ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Ｓｕｂ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ｉｄｅ 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ｉｄｅ 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ａｆｆ ｉ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ｉ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ｉｄｅ 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６５）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
Ｔｈｒ ｅ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 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 ｏｊｅｃｔ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 Ｗｅｎ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ａｏｈｅ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 Ｐａｎｊｉｎ
１２４０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 ：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ａｔｉ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６９）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 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 ｏｊｅｃｔ
ＺＨＯＮＧ Ｆａｎ （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２４ ， Ｃｈｉｎａ） ， ＨＡＮ
Ｘｉａｎｇ－ 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ｏｆ Ｈ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ｓ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