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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Ｐ系统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研究与应用

林 佳 顺，　舒　红，　孔　杰，　刘　瑞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分局，四川 都江堰　６１１８３０）

摘　要：以ＰＲＰ系统在毗河供水一期工程的应用实际经验为例，总结出了ＰＲＰ系统在项目中应用的必要性及目前存在或需

要改进的问题，可为项目级和企业级工程项目管理系统的应用和推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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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在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行各业都

在享用信息化技术带来的便捷和红利，但在水利

水电工程行业，由于行业所在领域的局限性，信息

化工程技术仍处于尝试期，并且在工程信息化资

源利用中仍存在不少的问题：

（１）信息化发展缺少统一规划。工程建设过

程中的各种软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应用（结构计

算、经营造价等）在不同时期投入开发的，其缺少

体系的背景支持。加之工程项目建设的特殊性，

参与建设的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在更高层次

上进行信息处理［１］。

（２）信息缺乏有效共享和统一规划，缺少对信

息共享战略的规划。众所周知，现有的应用系统

或软件都是在工程不同的参与部门或部门系统内

使用，所开发的系统都是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

期开发的［２］。如某些为了单一部门的应用目的开

发的合同管理系统、施工计划系统和基坑施工系

统等。此外，这些系统由于没有统一的信息标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９

和数据格式，系统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

而形成了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孤岛。

（３）各个应用系统缺乏有效集成。各个应用

系统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如 Ｕｎｉ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ｉｎｕｘ等采用不同的软件平台，没有统一的应用

访问接口。因此，在需要使用不同应用系统的数

据时需要人为地进行处理。这一点对于海量的工

程数据处理起来尤为不便。

（４）缺乏统一的访问接口。用户在应用不同

的系统时需要分别登录，在不同系统使用时需要

频繁切换，缺乏统一的访问资源和应用接口。

鉴于以上原因，中国水电十局公司在集团公

司的主推下，推出了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

限公司ＰＲＰ工程项目管理软件。笔者以公司毗

河供水一期工程第一施工分部对于ＰＲＰ工程信

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成果为例，对ＰＲＰ系统的系统

结构、运行管理、应用成果进行了分析。

２　ＰＲＰ系统的基本结构

２．１　ＰＲＰ的定义

ＰＲＰ是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利用统一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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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接口规范，将各种信息系统集成起来的信息

系统的总集成［３］。要实现ＰＲＰ，需要从工程建设

的战略高度分析工程项目的组织以及在生产过程

中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之间的关系，界定各个

参与方的联系和数据关联，建立统一的信息标准

和应用支撑平台。

２．２　ＰＲＰ的系统架构

ＰＲＰ是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各种应用系

统的集成，以及能将这些系统集成起来的基础平

台和应用接口规范与集成标准。目前，毗河供水

一期工程所应用的ＰＲＰ是一个基于３层架构

ＰＲＰ模型：ＰＲＰ门户、ＰＲＰ基础平台与ＰＲＰ应用

系统平台。

第一层：ＰＲＰ门户。其为整个工程信息管理

系统使用者的访问入口点，当用户登录后，系统会

确认它的管理职责和权限。

第二层：ＰＲＰ公共平台。该层是ＰＲＰ应用

系统中的基础部分，其为上部应用提供外部规范、

接口标准、集成工具和基本服务，使遵循标准和规

范的应用方便地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聚集在门

户桌面上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此外，该层主

要负责接受来自第一层的用户请求，并且通过相

应的权限辨别和用户认证调用第三层的应用程

序，包括应用管理、进程管理、权限管理、用户认

证。在该操作界面中，除了能看到公共信息外，还

能看到与其管理职责和权限允许下的、相对应的

各项应用内容，例如：工程管理部只能看到公共信

息和该部门相关管理权限下的系统应用内容，而

无法进入合同经营部、物资设备部等其他部门相

关管理权限下的应用进行查看或操作（图１）

图１　相应人员管理权限查看内容示意图

　　第三层：ＰＲＰ核心应用。系统第三层是由各

种应用系统和中央数据库组成。中央数据库包括

了工程所需的各种数据资料，包括财务、人力资

源、施工进度计划、设计图纸、技术文档、合同文

档、检测记录等各个部门所需的数据备份等。该

层面将项目从开工至竣工所需的各种资料在录入

后予以汇总，以方便项目管理过程中的资料查询

并形成相应的报表，为公司及项目决策提供数据

支撑。由于第三层覆盖的数据全面、种类多样化，

因此，系统根据部门属性及业务类别采用了分类、

分层的方式进行汇总，如工程管理部下的施工方

案进入路径为：综合项目管理→技术质量ＳＩＮ管

理→技术策划→施工方案（图２）。

３　ＰＲＰ系统的应用现状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在项目管理初期即应用

了ＰＲＰ系统，笔者结合系统在项目中的应用对

系统在实际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现状进

行了分析。

３．１　系统信息的录入

系统中的单位、部门、责任划分与现实中的一

致。目前已形成项目经营、进度、成本、材料设备、

质量、安全、财务、工程技术和资料管理等１２个基

本模块［４］，系统基本模块的数据填报和应用覆盖

率基本达到了项目建设信息化要求。系统信息录

入采用标准化管理模式，以各个部门、各个基础模

块的标准化数据为基础，对工程信息数据进行及

林佳顺等：ＰＲＰ系统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研究与应用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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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整的录入并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促进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与信息化相结合，为下

一步的系统信息关联和分析打下基础。

ＰＲＰ系统贯穿进度、成本、质量、安全等项目

管理全要素，数据之间关联紧密，分层架构设计合

理，数据覆盖全面且单位、部门责任分工明确。如

工程管理部负责的进度管理中的进度计划不仅细

化到毗河供水一期工程中的每个分部、分项工程，

甚至可以根据合同清单细化到该工程施工的每个

工序所对应的清单工程量（图３），因此，能及时生

成计划和实际完成的经营产值报表，为项目经营

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图２　系统数据分类、分层汇总示意图

图３　系统期间进度计划录入页面图

　　在实际工作流程中，要求工程管理部职责范

围内的每个施工方案均须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策

划、编制完成后根据方案的重要程度进行相应的

报审、报批后方可根据批复意见组织实施。由于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战线长、建筑物种类多、工期

紧，因此，所需编写的方案数量多且需及时批复后

现场才能施工。该环节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

力。在引入ＰＲＰ系统后，通过ＰＲＰ系统中录入

第３８卷总第２０８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９年８月



犛犻犮犺狌犪狀犠犪狋犲狉犘狅狑犲狉　１１５　　

上传并发起流程后，系统会按项目→分局→公司

总工程师程序的层级顺序根据设定流程的环节依

次发送至相关人员处进行方案审批，每个层级可

根据需要进行人员设定。同时，还可根据需要设

定系统提醒，以提高流程进行的及时性，确保方案

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完成。流程签核情况见图４。

图４　施工方案签核处理流程示意图

３．２　系统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系统中的合同经营、进度、成本、材料设备、质

量、安全、财务、工程技术和资料管理等１２个基本

模块的信息数据的整合、关联和全面分析是工程

建设信息管理的核心内容。系统将各个基本模块

的标准化信息通过应用系统和中央数据库整合后

转化为标准化分析结果输出到用户界面。其中工

程项目管理核心的经营成本分析数据链的逻辑运

行应用流程见图５。

通过项目各部门负责人录入标准化数据，由

ＰＲＰ中央数据库和应用系统按逻辑链自动计算

分析，以报表的形式输出项目中的各种生产经营

数据报表，并通过预设期望值和红线值的方式进

行项目实施阶段和策划阶段的对比分析以及项目

经营情况预警提示。

４　ＰＲＰ系统应用成果分析

４．１　ＰＲＰ系统应用具有的优势

ＰＲＰ系统的应用优势在于对企业所有项目

进行全面信息化资源对比分析，从而形成企业级

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工程施工平均成本，在优化

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工效、升级企业产业等级方面

具有重大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１）提升企业管理的标准化水平。ＰＲＰ系统

在应用期间实现了项目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

流程表单化、表单信息化、信息可视化；以项目为

单位，建立了统一的项目合同清单、成本科目、危

险源辨识库、质量验收评定库、物资材料库等。对

于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的整合分析起到了增效作

用［５］。

（２）提高了项目的管控能力。通过项目各部

门数据库联动、信息化整合，使项目生产运营期间

每个环节都可以通过ＰＲＰ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分

析并做到预警推送，从而确保了项目紧紧围绕进

度、成本、质量和安全四大要素，及时跟踪各项业

务的分解目标，及时纠偏，进而保障了项目的可控

与在控。

（３）积累工程经验数据。ＰＲＰ系统在企业级

应用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不同项目的数据进行整

合分析，积累得到承包、分包、预算和市场报价的

经验数据，可用于对今后同类项目的招投标阶段、

策划阶段、实施阶段的管控；同时可为同类项目的

资源优化、目标纠偏等提供有效的经验数据支持，

为企业的经营决策、风险规避、精细化管理等提供

了更加精确的参考依据，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管

控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４．２　ＰＲＰ系统应用存在的不足

林佳顺等：ＰＲＰ系统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研究与应用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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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ＰＲＰ系统逻辑运行应用流程简图

　　现阶段应用的ＰＲＰ工程信息管理系统虽然

能够基本满足应用要求，但要达到理想中的信息

化程度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具体叙述如下：

（１）ＰＲＰ系统虽然能够满足数据填报及基础

分析功能，但其缺乏灵活自主的信息化应用模块，

不能根据不同特点的信息化要求进行数据交流和

报表输出。虽然其具备优化人力资源成本的优势，

但仍不具备全面取代传统资源管理手段的优势。

（２）ＰＲＰ系统目前仅有ＰＣ端功能上线，需要

补充移动端实时数据录入功能，使工程信息化管

理深入到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细小环节。

（３）ＰＲＰ系统在数据填报录入时，如遇需录

入期间进度计划（图６）等分类复杂、存在重复数

值等大量数据时，不能在输入界面上进行复制粘

贴，既使有现存的、已经对数据进行完整分类、验

算的表格或文字，仍需手动一一对应录入系统，无

法将现有的文档内容直接导入至系统中，导致在

某些数据录入时耗时较多且易出错。

图６　期间进度计划录入示意图

５　结　语 通过对目前使用的ＰＲＰ系统的应用优势进

第３８卷总第２０８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９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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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可以预见到先进的工程建设信息化管理

手段是助力公司提质增效的有效方式。在信息化

时代，为了适应市场、客户和公司的战略发展需

求，不断完善和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ＰＲＰ

系统应用带来的信息化效益在工程建设领域企业

管理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已经显现。虽然该系统

目前尚存在一些缺陷，但通过系统的不断改进和

完善，相信这些缺陷均能予以逐步克服，进而更好

地为工程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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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生产力，２０１７，２４（１１）：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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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力学与工程学会２０１３年学术年会，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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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各种机械操作人员和车辆驾驶员必须持

有操作证，对机械操作人员建立档案并由专人管

理，不准操作人员操作与其所持有的操作证不相

符的机械；不准将机械设备交给无操作证的人员

操作。

（４）各种电缆线、照明线有序铺设；按作业机

组设配电柜，规范用电接线；对供电用电系统进行

经常性的检查、维护和更换，确保施工用电安全。

（５）振动棒应外接漏电保护器。

（６）硅粉混凝土拌和后，对拌和机、混凝土输

送泵、混凝土罐车等设备要及时清洗，避免混凝土

凝结堵塞管道。

７　结　语

通过硅粉混凝土的施工，使我们对硅粉混

凝土的特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通过采取适

当的养护措施，可有效防止混凝土表面产生早

期裂缝。在类似的后续项目施工中可以参考

并不断改进所取得的经验，更进一步地防止硅

粉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出现地相关不利影响，提

高混凝土的浇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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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电七局一分局喜获专利、工法多项
近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水电七局一分局累计获得发明专利８项，实用新型专利４４项，软件著作权２项；正在申报

的发明专利１６项、实用新型专利１３项。另外，水电七局一分局获得企业级工法３５项，省部级以上工法４６项，其中《宽

级配砾石土心墙堆石坝施工工法》获得国家级工法。

（中国水电七局一分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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