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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延误分析方法的国际研究动态
王竹琳，张水波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３０００７２，Ｅ－ｍａｉｌ：ｗｚｌ５９３ １＠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摘要：本文通过汇总近年来的国际延误分析方法的相关文献，按照非关键路径类（Ｎｏｎ．ＣＰＭ）方法和关键路径类（ＣＰＭ）
方法两类分别进行介绍；从方法比较和方法选择两方面对前任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讨论，从同期延误、资源配置与限制、时
差所有权和生产效率４个方面总结了相应的基本方法的改进思路。研究者们对已有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每种方法的特点，进
而研究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旧方法提出新思路，使得延误分析方法向着精细化、复杂化和综合化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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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的延误是指以推迟进度、延长时问或者

是来自于何处［３１；其次，延误可能是某一项目方的

其他方式改变了项目进度或工程竣工时间的行为

责任，也可能是多方延误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另

或事件，包括延期、停止、减速、干扰、重新制定

外，某些延误事件可能会导致新的延误事件。而且，

进度计划、生产效率损失等情况…。工程延误可能

工程项目复杂性的不断提高，加大了解决工程中的

给项目带来各种坏的影响，如竣工时间推迟、生产

工期索赔争议的难度，项目各方需要借助各种延误

效率降低、加速赶工、成本增加、甚至是合同终止

分析方法（Ｄｅｌａｙ

等。延误分析（Ｄｅｌ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是指对造成
项目延误的事件进行调查研究，确定各延误事件对

推翻索赔。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工程延误分析方法的

项目竣工的影响，从而确定合同各方对于延误所应
承担的财务责任的工作［２］。延误事件责任的确定是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ＤＡＭ）论证或

相关研究。

１基本延误分析方法

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不同的延误事件对总工期

很多研究者都对现有的延误分析方法进行了

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需要对关键路径和非关键路

介绍。按照是否使用基于网络进度计划的关键路径

径的进度偏差进行区分，才能明确进度延迟或提前

方法（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ＣＰＭ），延误分析方法

可以分为非关键路径类（Ｎｏｎ．ＣＰＭ）和关键路径类
（ＣＰＭ）两类。
收稿Ｅｔ期：２０１１－０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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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非关键路径类（Ｎｏｎ—ＣＰＭ）方法
（１）Ｓ曲线法（Ｓ－ｃｕｒ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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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方法，以工期为横坐标，
累计成本为纵坐标，分别画出计划工期与成本和实

段的延误事件对项目竣工的影响。其他的窗口阶段

际工期与成本的Ｓ曲线，反映项目成本和工期之间

加入该阶段的实际进度，前后比较得出对项目竣工

的直接联系，进而通过计划与实际曲线之问的差异

的影响。当然，如果项目的计划进度发生改动，应

来反映项目的进度情况。

在对比工期之前更新计划进度。

Ｄｏｌｌａｒ—ｔｏ—ｔｉｍｅ

（２）总体影响法（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的延误分析也是在前一次计划进度更新的基础上，

（５）时间影响分析法（Ｔｉｍ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

将所有的项目延误事件反映在进度条形图上，把所

按照时问先后顺序，依次分析某一类延误或者某一

有的延误时间加和作为总的工期延误。

个延误事件对项目竣工的影响。与窗口分析法相

（３）净影响法（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将

同，每次都以更新过的计划进度为基准来分析新加

计划进度条形图与实际进度条形图的总工期进行

人的延误事件，加人前后的总工期差异，就是加入

比较，得到所有延误事件的净影响。

的该延误事件对项目竣工的影响。

Ｉｍｐａｃｔ

（４）散点图法Ｌ４Ｊ（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Ｍｅｔｈｏｄ）。

（６）独立延误类型法（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Ｄｅｌａｙ Ｔｙｐｅ

承包商在横道图中把由于业主原因造成的延误标

Ｍｅｔｈｏｄ

注出来。

延误责任单独进行分析，其分析流程与窗口分析法

１．２关键路径类（ＣＰＭ）方法

和时间影响分析法类似。独立延误类型法可以视为

（１）实际与计划工期对比法（Ａｓ．ｐｌａｎｎｅｄ
Ａｓ—ｂｕｉｌｔ

ＶＳ．

Ｍｅｔｈｏｄ）。在ＣＰＭ网络技术下，将基准进

度计划与实际建造进度进行比较，以两者总工期的
差异作为延误事件对项目竣工造成的影响。

ｏ以计划进度为基准，对合同各方的项目

窗口分析法、时问影响分析法和计划影响分析法的
一个综合。

２延误分析方法的比选
多种延误分析方法的共存，促使研究者致力于

（２）计划影响分析法（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Ａｓ—ｐｌａｎｎ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将项目过程中出现的延误事件添加到原

分析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使

基准进度计划中，可按时间顺序依次加入或者一次

用哪种方法进行延误分析最为合理。

性加人，用于显示这些延误对项目竣工日期的影

２．１方法比较

响。加人后得到的项目工期被视为项目在延误事件

研究者常通过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对比分析

发生的条件下能够竣工的最早时间，每个延误事件

各延误分析方法的特点。

对项目竣工日期的影响等于原基准进度计划加入

Ｑ．ＺａｆａｒＴＭ认为在进行工程延误分析的
时候应考虑项目的实际情况、项目文件的即时更

延误事件前后的计划工期的差值。

Ｚａｒｔａｂ

（３）影响事件剔除分析法（Ｂｕｔ—ｆ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新、项目进度与关键路径的动态变化，以下几种方

Ｂｕｔ—ｆｏｒ

法都是不正确的：计划影响分析法保持项目关键路

Ｍｅｔｈｏｄ）和实际进度剔除分析法（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径不变，没有考虑项目实际情况；需要事后修正进

ｏ计划进度剔除分

度计划的方法，得到的进度计划可能与项目执行的

析法是将应由项目某方承担责任的延误事件添加

实际情况不符；Ｓ曲线法假定项目进度和成本之间

到初始进度计划中，得到的工期与实际Ｔ期之差则

的关系是线性的。Ｒｏｂｅｒｔ［６］认为在使用计划影响分

是由他方责任造成的对项目竣工的影响。实际进度

析法时，承包商只考虑业主造成的延误而未考虑承

剔除分析法先要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延误事件的

包商造成的延误，而且没有考虑进度计划的动态变

ＣＰＭ实际进度，再将延误事件从这个实际进度中按

化和项目的实际执行情况；总体延误分析假定所有

照逆向时间顺序依次或者同时剔除，用于表示如果

延误由一方承担；影响事件剔除分析法没有考虑构

没有发生这些延误事件项目本该如何进展。

建的实际进度的可靠性和进度计划的动态变化。

包括计划进度剔除分析法（Ａｓ—ｐｌａｎｎｅｄ
Ａｓ—ｂｕｉｌｔ／Ａｓ．ｂｕｉｌｔ Ｂｕｔ．ｆ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４）窗口分析法（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Ｙｏｕｎｇｉａｅ

Ｋｉｍｔ７１等人将现有的延误分析方法分

Ｍｅｔｈｏｄ）。将实际进度的总工期划分成多个窗口阶

为假设（Ｗｈａｔ—ｉｆ）、剔除（Ｂｕｔ—ｆｏｒ）和实时分析

段。进行延误分析时，首先将第一个窗口阶段的计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ＰＡ）三类。

划进度更新为相应的实际进度，其中包含了第一窗

Ｗｈａｔ．ｉｆ类方法的缺点是不能反映进度计划的变化

口阶段的所有延误事件，之后的计划进度保持不

和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Ｂｕｔ—ｆｏｒ方法则不能考虑进

变。更新前后项目总工期的变化就是第一个窗口阶

度计划的变化和项目原进度计划；ＣＰＡ方法同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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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基准进度计划和实际进度计划以及进度计划

键路径类方法，实际与计划工期对比法、计划影响

的变化，但三类方法都不能对同期延误的责任进行

分析法不能对同期延误事件责任进行区分，实际与

有效区分。Ｔｏｎｙ ＦａｒｒｏｗＩｓ］将延误分析方法分为基于

计划工期对比法、计划影响分析法和影响事件剔除

权利（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和基于事实（Ａｃｔｕａｌ—ｂａｓｅｄ）

分析法不能考虑关键路径和进度计划的动态变化；

两类。基于权利的方法分析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

较为复杂的几种方法（如窗口分析法、时间影响分

但不一定是实际的情况，这更像是以理论为基础进

析法）的可靠性更高，但是使用这些方法需要花费

行分析，包括总体影响法、净影响法、计划影响分

更多的人力物力；较为简单的方法（总体影响法、

析法、影响事件剔除分析法等；基于事实的方法则

净影响法、实际计划工期对比法）虽然有缺陷，但

是寻求证明项目实际发生了什么，分析的是带来实

也有效率高、成本低、简单易懂等优点，而且由于

际中延误的事件，包括计划与实际进度对比法、窗

简单方法对于使用环境的要求较低，其知晓度和使

口分析法等。

用广泛程度比复杂方法要高。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一些学者采取调查问

卷的方式，分析比较各种延误分析方法的知晓度、

２．２方法选择

前人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种最佳的延误分析

认可度和使用情况。Ｋｕｍａｒａｓｗａｍｙ［９１等人调查香港
地区常用的延误分析方法和人们的使用偏好，发现

方法，法律也没有强制规定使用某种方法，每种方

承包商在论证索赔的时候，常使用总体影响法和净

的水平和项目记录与资料的完善程度要求不同。不

影响法，工程师经常使用净影响法和计划与实际工

同工程项目有着不同的特点，如复杂程度、资金时

期对比法。Ｋｕｍａｒａｓｗａｍｙ进一步分析了方法的特
点，认为资源有限、记录不够完善的中型项目不适

问限制等，适用于不同的方法。如何对方法进行选

法都各有利弊，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同，对分析人员

择，成为学者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１）对影响方法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Ｄａｖｉｄ【ｌ ３Ｊ

合使用复杂的方法，可使用简单的净影响法对工期
收到的影响做初步估计；时间影响分析法和窗口分

等人综合过去的研究，对主要的延误分析方法的优

析法适合需要对同期延误进行区分的情况。Ｎｕｈｕ【ｌ叫

缺点进行总结，列表格对比各方法的适用范围，调

等人基于一项对英国建筑行业合约单位的问卷研

查了延误分析方法的选择因素，包括使用的进度类

究，得出知晓度最高的方法是计划与实际对比法、
总体影响法和净影响法，其使用广泛程度与知晓度

型、进度更新隋况、原进度和重建进度的使用情况、

基本一致；虽然这三种方法容易引起质疑，其索赔

因素对于方法选择的影响。调查发现，需要对网络

成功率却很高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精

计划和进度进行及时更新的延误分析方法的使用

确方法的使用率较低。Ｎｕｈｕ［１１］等人的另一项类似的

度更高；而使用现有进度计划还是重建进度计划对

针对英国建筑行业咨询单位的问卷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实际与计划工期对比法、影响事件剔除分析法

方法的选择没有明显的影响；人员专业水平高的项
目更倾向于选择复杂方法；工期长、金额大的项目，

和计划影响分析法有着明显的缺陷，这三者是知晓

可用的资金、项目文件更多，能够支持花费更大的

度和使用度最高的方法；与之相反，时间影响分析

复杂分析方法，而小型短期项目则倾向使用简单的

法和窗口分析法虽被认为最可靠，应用却并不广

分析方法。Ｎｕｈｕ［２１等人首先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

泛。结合前人研究和５８个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的涉及工

识别出影响延误分析方法选择的１８个因素，然后

期索赔的政府项目案例，Ｄａｖｉｄ［１２ｌ等人研究对比了

通过对英国建筑行业的承包单位和咨询单位进行

几种方法的认可度和使用度，得出计划影响分析法

问卷调查，得出１８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并通过试

的认可度很低，其他几种方法的认可度基本类似，

验因子分析（Ｐｉｌｏｔ

其中时间影响分析法的认可度是最高的；而相对来

种影响因素缩减为六组影响因素，即项目特点、合

说，影响事件剔除分析法虽然在过去研究中被认为

同要求、基准进度计划特点、成本比例分配、进行

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调查结果却显示认可度和

分析的时间、记录有效性，最后分析了每个因素对

使用度并不是特别高。

延误分析方法选择的影响。

结合学者们对于各种方法的分析与调查研究

专业水平、信息、时问和资金等，并分析每种选择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方法，将１８

（２）运用选择因素，选出最合理的延误分析

的结果，总的来说，非关键路径类方法比较简单，

方法。Ｉｓｈｗａｒ Ａｄｈｉｋａｒｉ［１４１等人运用层次分析法，由

项目情况比较复杂时，难以满足分析要求；对于关

选择因素构成标准层，建立了计划与实际对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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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影响分析法、影响事件剔除分析法、时问影响
分析法和总体影响法五种方法的选择模型。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是解决同期延误的责任分配问题的
又一种思路。

通过分析选择因素或利用选择模型，可以帮助

（２）分析同期延误时往往遇到的情况是，几

分析者选择合适的延误分析方法。总体看来，总体

个延误事件只是部分阶段重合，其开始结束时间并

影响法、计划与实际工期对比法、计划影响分析法、

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原有方法进行

影响事件剔除分析法等方法适用于比较简单的中
小型项目，对于信息、时间、人力、物力的要求比

改善。对于这一问题，Ｙｏｕｎｇｉａｅｌ７１提出了延误区段
（Ｄｅｌａ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Ｓ）的概念，将存在延误的阶段

较低，成本比较低；窗口分析法和时间影响分析法

划分为有单一延误的区段和有多个延误的区段，用

适合于复杂多变的大型项目，对于分析条件的要求

于分析存在同期延误的情况，然后用基本方法分别

比较高，成本比较高；计划影响分析法适用于事前

计算得出结果。

预期性分析，其他几类更加适用于事后回顾性分

３．２资源配置与限制（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析；计划影响分析法、影响事件剔除分析法和时问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影响分析法可单独或者分类对延误事件进行分析，
而其他几种方法则不适用于需要区分不同类型延
误或同期延误的情况。

３延误分析方法的改进
随着工程项目中延误情况的复杂程度的增加，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从资源分配角度来说，延误事件会造成其后续
工序的资源需求数量的变化，当资源需求增加超过
某种资源的配置限额时，将进一步延误使用这种资
源的工序；相反，当资源需求减少时，某些相关工
序也可以提前开始进行。因此延误事件引起的资源
需求变化能相应地加重或者减轻延误事件的后果。

基本的延误分析方法有时已经不能满足工期索赔

传统的延误分析方法没有考虑资源限制因素，但是

分析的要求，学者们从同期延误、资源配置与限制、

实际上资源限制同样对项目的竣工有重要影响，忽

时差所有权和生产效率等４个方面提出了对基本延

略资源限制进行工期索赔分析，得出的结果往往会

误分析方法的改进。

与项目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偏差。

３．１同期延误（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ｌａｙｓ）

很早就有研究者提出项目进度计划应考虑资

发生同期延误时，对滞期赔偿费和工期延长的

源配置与限制，但很多人最初并没有考虑结合资源

估算非常困难，很容易引起争议。同期延误是指两

限制进行事后的工期索赔分析。之后不断有研究者

个或多个单独发生时均会对项目工期造成影响的

发现了资源配置与限制对工期索赔分析结果的影

延误事件同时发生的情形［１

响【ｌ出”Ｊ，资源配置对延误分析结果的影响引起了学

５｜。

在分析同期延误的时候，会遇到以下２个问题。

者们的重视。Ｔａｒｅｋｌ２０］等人认为传统的窗口分析法没

（１）现有的延误分析方法，有的只能得出每

有考虑基准进度计划的多次更新对延误责任的影

个延误事件的影响而忽略同期延误，有的只能考虑

响，也没有考虑资源配置对延误的影响，从资源配

同期延误的整体影响，而不能对同期延误的责任进

置和多重基准进度计划两个角度对一个电脑化的

行分配。对于这一问题，Ａｎａｎｉａ【１ ６］等人提出的一种

延误分析模型（ＥａｓｙＰｌａｎ）进行了改进，每天检查

改进思路是，在维恩图上用集合来表示每个延误事

项目进度变化和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对原进度做出

件的影响，以其交集作为事件的共同影响。首先使

相应调整，使之能够生成更加精确而又可重复的结

用基本延误分析方法，计算出每种延误事件组合方

果。Ｋｙｕｎｇｈｗａｎ Ｋｉｍ［２１］等人提出资源限制进度计划

式对于工期延误的影响，然后再计算出这些事件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ＲＣＳ），考虑资

所有组合方式对于工程竣工的影响，将这些数值体

源配置的动态变化对项目进度计划和竣工日期的

现在维恩图上，最后通过简单的集合运算，得出每

影响，改进现有基本延误分析方法。然而，使用资

个延误事件对工期的单独影响和与其他延误事件

源限制进度计划有一个缺点，在调整进度计划的时

的共同影响。以维恩图的方式表示同期延误中各事

候，某个工序不能在其原定最早开始时间之前开

件的关系，直观易懂，责任分配比较公平；但是当

始，未能体现某个工序对缩短总工期的作用，若人

同期延误事件过多时，事件的组合方式多，分别计

为进行调整，则会产生比较突兀的工序顺序变化。

算每种组合方式对工程竣工的影响，计算量会比较
大。王卓甫【ｌ ７Ｊ等人剔除解决ｎ人合作博弈问题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Ｋｙｕｎｇｈｗａｎ进一步提出了“资
源限制关键路径方法”，建立起各工序之间因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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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限制而形成的逻辑关系，这样既避免了计算时实
际不可用的时差的产生，又不会有大幅度的工序顺

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比如工人进行一项操作
的次数越多，往往就越熟练，花的时间就越少，生

序变化，而且能够反映某个工序对减少总工期的作

产效率就越高，这是一种学习曲线的效应［３…。Ｄｒ．

用。

Ｊａｅ．Ｓｅｏｂ（２００６）ｐｌＪ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对延误分

３．３时差所有权（Ｆｌｏａ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析方法的修正，根据学习效率将生产效率划分为三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时差可用于协调项目承包
方的时间和资源，也可用于缓和业主变更对项目进

个阶段（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Ｃｌｏｓｉｎｇ），结合上
述改进使用基本方法进行工期索赔分析并对同期

度的影响，因此，时差所有权的归属对于延误责任

延误责任进行分配。

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而且，由于时差的存在，一

些延误事件并没有造成项目工期的延长，但是时差

４结语

的消耗仍然间接影响项目顺利竣工，所以进行工期

随着有关国际工程延误分析方法的理论研究

索赔分析时，除了确定延误事件对于项目竣工时间

的提高与改善，还有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推动，现在

的延长，时差的归属和使用也是应该考虑的重要问

的延误分析方法正向着精细化、复杂化和综合化的

题。研究者们给出了多种时差分配方式，主要分为

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受项目条件的约束，一些更复

如下３类：

杂更精确的方法有时候反倒不如简单方法更常用、

（１）将时差分配各项目某方。有以下几种观

认可度更高。而且不存在一种唯一确定的方法，能

点：一是时差由承包商专属，业主要耗用时差，需

够适用于各种情况，而是不同的方法往往适用于不

要向承包商购买（商品法）［２２１；二是由首先使用时

同的项目。因此，一些学者们致力于对现有方法进

差的人获得时差的所有权（先到先得法）【２引；三是

行比较和选择，分析每种方法适用的情况，调查影

把时差所有权留给随着项目成本的波动而受到损

响延误分析方法选择的影响因子，用于指导实践中

益的一方（合同风险法）【２制。

方法的选择。

（２）将时差分配到各个工序。主要有以下２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分析现有方法的缺陷，对

种做法：一是根据路径上单个工序持续时间的长短

其进行改进，使得改进后的新方法能够更好的解决

对可用的时差按比例进行分配（路径分析法）口５’２６］；

同期延误责任分配、资源配置与限制、时差所有权

二是主观性地将时差分配到各个工序【２

归属和生产效率损失等对延误分析的影响，使得延

７１。

（３）时差不属于任何一方，而是属于整个项
目。通过一种积极的总时差管理方式，将时差分配

误分析能够得到更加可靠和公平的结论。

参考文献：

到最需要的地方，并努力弥补时差的使用，避免负
时差的出现瞄圳。

除了时差所有权的分配，还应注意时差的管
理。由于项目进展过程中关键路径和时差都有可能
发生改变，只有以天为单位对延误责任和时差使用
责任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
３．４

生产效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生产效率损失是造成项目工期延误的一个重

［１］ＦＯＲＭＳＰＥＣ

８９．０７ １ ０．Ｓｅｃｔｉｏｎ

００７８０，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Ｚ］．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１ ９９０—１ ９９ １．

［２］Ｎｕｈｕ

Ｂｒａｉｍａｈ，Ｉｓｓａｋａ Ｎｄｅｋｕｇｒｉ．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ｌ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６）：７８９ ７９９．
［３］刘海龙，周悦宁，郑磊．区分关键路径与非关键路径

的项目进度偏差分析模型［Ｊ］．工程管理学报，２００９，２３
（６）：５０２—５０４．

［４］Ｒｏｇｅｒ

Ｇｉｂｓ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ｙ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要原因，但是传统的延误分析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生

ｐｒｏ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产效率的损失对项目竣工的影响。大部分关于考虑

Ｓｔａｔｅｓ．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８．

生产效率的索赔研究都是努力将生产效率的损失
转化到费用索赔，而现在已有研究者们尝试将生产

［５］ｚａｆａｒ ＱＺ．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６］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ＲＢ．ＣＰ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以往很多的工期索赔分析都是基于一个假设而进

［７］Ｙｏｕｎｇｊａｅ

序在其持续时间内每天的工作量完成比例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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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ｌ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ｏｓ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ＡＣＥ，１９９６，３８（３）：２３—２７．

效率损失转化为工期索赔。Ｈｙｕｎ—Ｓｏｏ Ｌｅｅ｛２９】等人提
出了一种将生产效率转化为延误工期的计算方法。
行的，即时间和产量是呈线性关系的，相应的，工

ｃｌａｉｍｓ［Ｍ］．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Ｔｅｘａｓ，Ｕｎｉ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Ｔｒａｎｓ ＡＡＣＥ

Ｉｎｔ，

１９９９：ＣＤＲ．２．１一ＣＤＲ．２．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ｉｍ，Ｋｙｕｎｇｒａｉ Ｋｉｍ，ａｎｄ Ｄｏｎｇｗｏｏ Ｓｈｉｎ．Ｄｅｌａ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１）：１１５５—１１６４．

ｄｅｌａ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５，１ ３

１

·６０６·

程

Ｔ

管

［８］Ｔｏｎｙ Ｆａｒｒｏ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７，１３３（３）：２１８－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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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Ｔａｒｅｋ Ｍ．Ｈｅｇａｚｙ，Ｗａｉ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ｎｅｓｉ．Ｄｅｌ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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