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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建造理论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陈勇强，张浩然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摘 要：首先介绍了精益生产的背景，然后在精益生产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精益建造的概念， 目的是利用精益建
造方法改善工程项目管理现状，实现工程行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通过分析精益建造的理论体系得出了从满足
客户需求、提高设计水平、减少变化提高绩效、标准化管理和项目过程绩效评价五个方面利用精益建造理论提升
工程项目管理能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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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ecision Construction Theory in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CHEN Yong-qiang ，ZHANG Hao-ran
（Management Institute, 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 The background o f the precision production is introducedfirst, then the precision construction concept is
putoutbasedontheprecision productiontheory. 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present status of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and raise the integrity management level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y use of precision construction
theory. Through analysis of precision construction theory system, the conclutions of using precision construction
theorytoraisethecapacityofengineeringproject management are obtained, infive aspects i.e. Satisfy the customer's
requirements, Heightening of design level, Decrease variation and increase effectiveness, Standardization of management, andEvaluationof Engineeringproject'sprocess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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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益建造理论产生的背景
早在上个世纪 ７０ 年代日本就提出了精益生产的概念。
精益生产方式是指用多种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以社会需
求为依据，以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为根本，有效配置和合理
使用企业资源，最大限度地为企业谋求经济效益的一种新

精益建造是由精益生产延伸而来，精益生产是流动的
产品和固定的人来生产；建筑施工是固定的产品，流动的
人员来生产。建筑项目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精益
建造不是简单地将精益生产的概念应用到建造中，而是根
据精益生产的思想，结合建造的特点，对建造过程进行改

型生产方式［１］ 。精益生产就是一种消除无效劳动和浪费的

造，形成功能完整的建造系统。

思想和技术，它既是一种管理模式，也是一种哲理。当时

2 精益建造理论的概念

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经理田喜一郎提出了准时化生产的思

精益建造模式是以生产管理理论为基础，以精益思想
原则为指导，对工程项目管理过程进行重新设计，在保证

想，使丰田汽车公司迅速的发展，于是这个方法受到各界
的重视。当然在建造业也出现了对这种方法的研究，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澳大利亚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的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公司就已经开始了类似操作过程的探索。

质量、最短的工期、消耗最少资源的条件下以建造移交项
［２，３］

目为目标的新型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
精益建造是以生产管理为基础的项目交付，一种新的
设计和建造固定资产的方法。精益生产管理在制造的设计、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２－１５
基金项目：北京市软科学研究资助项目（Ｈ０３０１３０１２０４９０）
作者简介：陈勇强（１９ ６４— ），男， 博士，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工程
管理系副教授。

供应和组装方面引起巨大的变革，把它运用在建筑行业，
精益改变了整个交付过程的工作方法。精益建造包含的内
容扩展到从精益生产的目标——最大化价值和最小化浪费
——到在新的项目交付过程中具体的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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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益建造理论的理论体系

７５

体系架构，并使用各种工具管理整个工程项目的全过程。

通过对生产基础理论模型的分析，建立精益建造理论

图1

精益建造理论的基础及技术结构［４］ 如图１所示。

精益建造理论及技术架构

精益建造思想是在转换模型理论、流动模型理论和价
值生产理论三种基础生产理论互相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

作是业主 ／ 项目使用者需求分析。在业主／项目使用者分析

他的管理思想特点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客户需求
管理。对于工程项目而言，明确客户的需求是首要任务，

群体类型以及具体的需求等。

只有具体了解客户的期望，才能有工程执行过程中的满足

前对项目进行前期策划，加强对项目总体性的分析和把握，

客户需要，实现客户满意的最终目标。在掌握了客户需要
以及项目的相关利益者的主要信息后就可以进行设计。传

对项目的实施进行全面的研究与判断，尽可能地了解并满

统的设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项目的要求，将精益思想

划服务，为项目全面顺利实施做好准备，发挥公司管理优

应用到设计过程中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这也是解决工程项

势，为确保项目的集约化经营管理、充分了解与满足顾客

目管理中存在的设计问题的最佳方案。减少变化和标准化

要求奠定基础。

管理可以说是解决工程项目不可预见性大和单一性的主要
方案，是将制造业的技术方法引进到工程建设项目中的准

（３）双方信息沟通。信息交流是指项目管理人员和项
目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换信息的各种形式，信息交流是一种

备技术。项目过程绩效评价贯穿工程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双向的信息沟通，主要功能是实现双方的互相联系，互相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评价所有的工作活动，对产生的数据进

影响。

行分析，给出下一步的改进方案，实现项目管理的持续改
进。
4 精益建造理论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精益建造理论体系结构中的五个特点正是该理论在工

中的主要工作就是确定谁是项目的相关利益者、使用者的
（２）项目前期策划。在工程项目立项至工程正式开工

足客户的需求，进行项目的前期策划服务。项目的前期策

（４）客户反馈。客户反馈对于衡量项目目标的实现程
度，测量项目产品的效能，及时发现客户的进一步的潜在
需求，改进工程承包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有重要
的意义。客户反馈管理也是客户需求管理的重要部分。

程项目管理中重点应用的方面。贯彻精益思想，发挥其管
理思想特点的优势，就可以改善工程项目管理现状，实现

4.2 设计模式变革

工程行业的整体水平的提高。

其他部门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它可提早发现设计上的问

4.1 客户需求管理

题，减少失误或不完善可能带来的成本损失。

最近几年，在工程建设中对价值管理的关注度不断提
高，主要是因为客户对质量的要求提高和工程项目的复杂
程度不断增加。这些变化也引起了与工程相关学术组织和

精益建造采用并行工程来进行有关工作，以设计为主，

并行工程要求在建筑产品的设计开发期间，将开发、
结构设计、施工、销售、顾客等结合起来，以最快的速度
按要求完成工程。各类不同专业人员相互协作、共同工作，

专家的观点的改变。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项目
设计过程中，设计团队如何就需求进行沟通和优化。对客

它建立了信息平台，各项工作可以随时反馈信息，使工作

户需求的管理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出，建筑材料、施工工艺、销售都可以同时得到信息，从
而大大缩短了准备时间，进而缩短了整个工期。并行工程

（１）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目
的是为了具体了解项目的业主和使用者。要实现项目利益

透明化，各个部门可以了解工程进展。一旦设计的方案给

还可以保证建筑的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如果在施工的过

相关者满意的目的，首先是了解他们的需求。所以说项目

程中出现问题可以立即重新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返

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实现项目成功管理的基础，它的主要工

工与窝工，降低了不必要的浪费。另外，由于在设计阶段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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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的介入，可以使建筑产品更好地满足顾客的要求。
4.3 减少变化提高绩效
变化、流动可靠性和绩效存在关系，而且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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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负责；在各级标准化大纲中明确规定，并完成其规定的
各项工作。
项目过程绩效评价

4.5

非常复杂。可变性是工程项目中普遍存在的，必须进行有

一直以来缺少绩效评价是影响建造行业发展的一个难

效的管理。新的管理思想精益生产认为通过降低可变性可

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态度以及具备相应知识和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减少可变性主要通过图 ２ 所

经验的人员缺乏造成的。实际上很多公司的测量和控制覆

［５］

示的思想进行 。通过对输入的数据、资源采取措施减少

盖了项目几乎所有的变量，但是只有少数绩效评价系统为

它的变动性，实现工作环境的稳定，最终达到稳定地提高

支持决策提供关键信息。

输出的绩效。

图 ３ 中是绩效评价模型，模型的功能分为４ 个部分：
总结经验、预测未来、对实施的成果进行肯定、确定将来

稳定工作环境

的改进方向。通过总结在以前项目中的经验，吸收教训；
同时对具体的实施的成果进行肯定，增加人们对变革的勇

减少输入流的变动

图2

提高输出流的绩效

气；通过分析理论的实施，预测实施的前景；根据实施过
程中暴露的缺陷，确定将来的改进方向。

项目管理改进策略
预 测未来

由于流程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变化应该降低到可以接受

总结经验

的水平，并且那些仍然存在的变化可以用有效的劳动力管
理策略来管理。在所有的项目中都存在工作流变化，即使
那些绩效非常好的项目也存在。降低每天的生产率变化和
提高绩效有着很大的关系。
提高管理能力的弹性来管理变化是对精益思想的一个

累

分

加

解

很好的运用。承包商可以预测需要完成的工作量，然后相
应调节工作时间数。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保证工人生产

比较

率的变化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工作时间数可以通过降低工

确定将来的改进方向

［６］

人数量、减少工作日或调换工作任务来实现 。
4.4 工程项目标准化管理
所谓标准化管理是指工程项目实施中，在提出标准化
要求、贯彻实施标准化要求的总任务方面，对计划进行组

图3

对实施的成果进行肯定

绩效评价模型

5 总结
精益建造理论是以生产管理理论为基础，以精益思想
原则为指导，对工程项目管理过程进行重新设计，在保证

织、协调、控制，并对人员、经费及标准化验证设施等进

质量、最短的工期、消耗最少的资源的条件下以建造移交

行的管理。
工程项目的标准化管理工作按下列基本原则和要求进

项目为目标的新型工程项目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对生产理

行：

计水平、减少变化提高绩效、标准化管理和项目过程绩效

（１）工程项目标准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提出标准化要

论的分析形成了精益建造思想，并且从客户需求、提高设
评价五个方面阐述精益建造理论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求、实施标准化要求，并对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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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展工程项目标准化工作的目标是保证和提高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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