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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建设领

和数据对接是广大 CIO 和 IT 经理面临的新难题。

域的施工管理的复杂程度和难度越来越高，传统的

本文试图通过普华项目管理系统 PowerPIP 与 IBM

管理理念和手上段已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要求，施

MAXIMO 在某港口建设单位物资管理方面的集成应

工管理企业必须进行管理创新和加强信息化建设。

用，与大家分享上海普华在信息化整合方面的经验

然而，企业信息化历程也并非一蹴而就的，持续的

和成果。

信息化建设造成了企业同时拥有物资管理系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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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等多个系统。面对这种现状，如何进行系统整合
全为工程项目物资管理服务的全过程管理功能，但

第一章 系统概述和集成目标
PowerPIP 是上海普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

是 MAXIMO 是集团统一部署应用的物资管理系统，

结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 20 年经验，融合国际先

在集团层面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两个系统的集成

进的管理思想和理论体系，基于流程驱动，以计

应用对于该单位的项目管理信息化异常重要。物资

划管理为龙头，以合同管理为中心，以投资控制

系统建设的目标是在不改变物资采购业务基本操

为目的，质量管理、HSE 管理、采购管理、文档

作模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发挥两个系统的优势，

管理、知识管理配套管理的企业级项目管理信息

通过数据交互，实现工程物资全过程管理和甲供物

系统。

资预算控制。
第二章

MAXIMO 是 IBM 公司研发的国际知名高端 EAM

物资管理的业务架构

（企业资产管理）软件，其功能涵盖：设备管理、

2.1 甲供物资及基本管理流程

工单、预防性维护管理、资源管理、作业计划管

甲供物资是指工程上甲方购买并提供给乙方

理、安全管理、库存管理、采购管理、系统管理、

使用的设备、材料等物资，分为甲供有价物资和甲

应用设置、屏幕编辑等基本模块，以及工作流管

供无价物资。甲供有价物资是指已经包含在与乙方

理、决策分析等。

签订的工程合同价款中的物资，在消耗过程中需要

早 在 2007 年 该 港 口 建 设 单 位 就 实 施 了

与施工单位结算，把这部分物资的款项进行回扣，

MAXIMO 用于资产管理和物资管理，沿用至今其功

常见甲供有价物资如水泥、钢筋、混凝土等。甲供

能强大、性能稳定。但是由于 MAXIMO 价格昂贵，

无价物资是指未包含在与乙方签订的工程合同价

用户许可有限，物资管理系统一直仅仅在物资管

款中的物资，在消耗过程中无需与乙方结算，不需

理部门应用，无法普及到工程相关的其他部门。

回扣，常见的甲供无价物资一般是大型或长周期超

并且该物资管理系统是集团公司企业级系统，在

长周期设备。

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特征不强，无法实现对工程

在管理上甲供有价物资和甲供无价物资的甲

物资预算管理进行控制。所以，在 2009 年公司

供管理是要区别对待的。甲供有价物资的基本管理

准备上马工程项目管理系统时充分考虑了物资

过程是需求计划-采购申请-采购计划-采购-入库-

管理系统延伸应用的需求。

领用出库-结算。施工单位在工程合同签订之后，
以施工图纸为依据上报物资需求计划，进行工程甲

工程项目管理系统的采购管理模块具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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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物资的预算控制。施工单位每月上报下月或近
期物资采购申请，物资采购部门以此安排采购计
划，执行采购。施工单位把甲供物资领到现场后，
定期与建设单位（或业主）结算，并在进度款支
付中进行回扣。

图 2 甲供无价物资管理基本流程
2.2 物资管理集成应用业务模型
为确保达到工程物资管理的需要且最大可能
的发挥 PowerPIP 和 MAXIMO 的功能，经过双方实施
团队多次的沟通、设计、论证，最终确定了如下的
物资管理业务方案。
工程项目管理系统 PowerPIP 主控物资管理
业务的一头一尾，一头管理采购需求计划和采购申
请，一尾管理甲供材料的领用出库、物资结算和成
图 1 甲供有价物资管理基本流程

本核算。MAXIMO 管理采购业务执行过程，即从接收

甲供无价物资的基本管理过程是需求计划

工程系统的采购申请开始，到制定采购计划、询价、

-采购申请-采购计划-采购-入库-领用出库。对

签订采购合同、验收等业务。在集成上主要有几个

于长周期设备即须在工程合同签订之前采购或

方面：一是物资分类码和物资库的同步，二是工程

项目公用（非某合同施工）的甲供物资，建设单

合同和 WBS 信息的同步，三是采购申请的同步，四

位（或业主）的项目管理部以初步设计图纸为依

是入库信息的同步。在系统中的业务过程如下：

据在项目节点（EPS）上报甲供物资需求计划，

1.系统自动实现物资基本库的同步，如物资

对于一般甲供设备，以工程合同为依据在合同节

分类、物资项。对于新增的物资项，需要在工程项

点（Project）上报甲供物资需求计划。项目管

目管理系统发起物资编码申请，由物资管理部门编

理部或施工单位每月上报下月或近期的采购申

制完成后反馈回来。

请，物资管理部统一安排采购，执行采购。在物

2.工程项目管理部门根据项目或合同要求，

资采购入库后由项目管理部或施工单位领用。

定义甲供有价物资的物资名称、规格型号、甲供单
价和需求数量，甲供无价物资的物资名称、规格型
号和需求数量，并录入到【需求清单】中。
3. 工程项目管理部门和施工单位分别在规
定时间内在工程项目管理系统上报物资采购申请，
经工程口领导和物资采购部门领导审核。采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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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据集成方案

包含以下信息：物资名称、规格型号、申请数量、
要求到场时间、工程合同和 WBS 编码等。
4.系统通过数据同步机制把采购申请数
据同步到 MAXIMO 系统作为采购计划的编制依据。
5.采购管理部在 MAXIMO 系统完成采购业
务执行过程，并把物资采购的各个关键状态如采
购计划、询价、签订合同、采购入库等传回工程
项目管理系统，使得工程口的人随时了解采购进
度。
6.物资采购入库后即时自动出库到工程项
目管理系统的二级仓库。
7.施工单位或项目部在工程项目管理系统
中发起领用申请。领用申请包含信息：项目编号、
合同编号、领用单位、物资名称、规格型号、申
请数量等。
8.物资管理部根据领用申请在工程项目管
理系统中办理开票出库业务。开票出库业务中包
含信息包括：项目编号、合同编号、领用单位、

POWERPIP 系统与物资系统的集成采用 MAXIMO

物资名称、规格型号、申请数量、甲供单价、核

统一的 MEA 接口插件，调用物资系统对外发布的

算单价等。

WebService，接口数据交互格式支持：

9.系统生成甲供物资出库金额，在进度款
支付环节中回扣。

¾

XML格式文件。

¾

Interface Table，应用系统间定义接口

10.系统自动汇总项目、合同的甲供物资成

表。

本。

¾

TXT，文本文件。

3.1 基础数据
POWERPIP 接收物资系统的基础数据包括物资
编码、供应商和施工单位，采用 MEA 接口，XML 交
互格式。POWERPIP 负责调用 MEA 接口接收数据。
¾

要求物资系统提供的物资编码数据格式
项设计：物资编码号、描述、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物资类型（甲供有价/无价）
等。

¾

要求物资系统提供的供应商数据格式项
设计：供应商编码、名称、法人代表、工
商注册号、联系人、联系电话、采购质量
分析等。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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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物资系统提供的施工单位数据格式

3.3 采购申请

项设计：施工单位编码、名称、法人代
表、工商注册号、联系人、联系电话、
经营范围、资质等级等。
¾

交互频度设计：POWERPIP 系统首次初始
化调用 MEA 接口批量更新基础数据。

¾

交互方式设计：物资系统内新增加以上
基 础 代 码 后 ， MEA 对 外 发 布 数 据 ，
POWERPIP 采用异步处理方式调用 MEA
接口更新基础数据。

POWERPIP 推送的基础数据主要是 WBS 编码，
采用接口表的方式实现，在物资系统数据库端建
立中间表。POWERPIP 负责往中间表推送数据，提
取物资系统反馈的数据接收状态信息。
¾

WBS 分部分项编码格式项设计：项目 ID、
WBS 编号、名称、施工合同号等。

¾

交互频度设计：POWERPIP 系统为 WBS
采购申请采用 XML 交互格式。POWERPIP 负责调

编码建立手动触发推送到物资系统。
3.2 需求计划

用 MEA 接口推送数据，提取物资系统反馈的数据接

需求计划是整个工程建设项目物资耗用的

收状态信息。
¾

总体计划，POWERPIP 系统物资模块的需求计划编

XML 数据格式项设计：采购申请单号、描

制是依据标段项目分解结构（WBS）体系建立，

述、申请单位（工程项目管理部、项目部、

通过接口提交到物资系统内作为甲供物资采购

施工单位）、申请人、申请日期、使用项

的总控计划。

目、物资代码、名称、规格、型号、补充

需求计划的交互采用接口表的方式实现，在

规格型号、计量单位、WBS 代码、数量、

物资系统数据库端建立中间表。POWERPIP 负责往

物资类型（甲供有价/无价）
、要求到货日

中间表推送数据，提取物资系统反馈的数据接收

期等。
¾

状态信息。
¾

接口表数据格式项设计：物资代码、名

购申请建立手动触发是否推送到物资系

称、规格、型号、计量单位、WBS 代码、

统。
¾

数量、物资类型（甲供有价/无价）
。详

¾

交互频度及方式设计：POWERPIP 系统为采

系统约定处理：物资管理部或物资采购执

见本报告 3.2 章节的物资集成中间表设

行部门发现甲供物资采购计划有错误，则

计。

在 MAXIMO 内将该计划的状态改为关闭，

交互频度及方式设计：POWERPIP 系统设

同步提交 POWERPIP 系统计划退回的理由。

计为每个工程施工合同及 WBS 分项提供

POWERPIP 系统接收物资系统反馈标记，将

物资清单计划功能，手动触发是否推送

采购计划关闭，同步通过系统的即时通讯

到物资系统。

工具向申请人发送信息提醒修改计划并
再次提交 MAX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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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物 资 编 码 申 请 建 库 采 用 XML 交 互 格 式 。

采购状态跟踪

采购状态跟踪采用接口表的方式实现，在

POWERPIP 负责调用 MEA 接口推送数据，提取物资系

POWERPIP 系统数据库端建立中间表。由 MAXIMO

统反馈的数据接收状态信息，更新 MAXIMO 反馈的

利用 MEA 接口对外发布物资采购各项进度（申请

物资编码。
¾

计划、招标询价、采购合同、验收入库）信息，

号规格、计量单位等。

POWERPIP 调用该接口获取数据写入到中间表。
¾

POWERPIP 系统依附接口表单独设计实现甲供物

需 MAXIMO 提交数据格式项设计：
MAXIMO

的物资编码的申请，POWERPIP 系统为编码

需反馈采购计划中的逐项物资的采购

申请建立手动触发是否推送到物资系统。
¾

进度信息，包括采购人员、采购分管部

标询价供应商名单、合同签订时间、合

3.6 入库

同规定到货时间、验收入库数量、验收

入库采用 XML 交互格式实现，由 MAXIMO 利用

入库时间等。详见本报告 3.2 章节的物

MEA 接口对外发布物资验收入库信息，PowerPIP 调

资集成中间表设计。

用该接口获取数据写入到系统的库存表。
¾

要求 MAXIMO 提交数据交互点设计：

需物资系统提交数据格式项设计 MAXIMO

MAXIMO 以计划是否批准、确定采购供应

需反馈采购计划中的逐项物资的入库信

商及标价、采购合同是否签订并审批、

息，包括仓库号、库位、入库单号、入库

物资是否验收入库为集成交互点对外

时间、物资名称、数量等。
¾

发布数据供 POWERPIP 系统调用。
¾

交互方式设计：POWERPIP 采用同步处理方
式调用 MEA 接口更新物资编码。

门经理、审批状态描述、审批时间、招

¾

交互频度设计：POWERPIP 系统首次初始化
调用 MEA 接口批量更新物资编码。对于新

资的采购进度查询功能。
¾

XML 数据格式项设计：物资名称描述、型

要求物资系统提交数据交互点设计：物资

交互方式设计：POWERPIP 采用异步处理

系统以实物是否验收入库为集成交互点

方式调用 MEA 接口更新采购状态信息。

对外发布数据供 PowerPIP 系统调用。
¾

3.5 物资编码申请建库

交互方式设计：PowerPIP 采用异步处理方
式调用 MEA 接口更新库存信息。

物资编码体系统一在物资系统内维护，
¾

POWERPIP 系统中保持与 MAXIMO 的物资编码同步

系统约定处理 PowerPIP 系统设立项目部
逻辑仓库，MAXIMO 的实物按照申请单位对

更新。

应入库到项目部仓库完成领用及发放，同
步通过系统的即时通讯工具向申请人发
送信息提醒实物到库。
3.7 流程会签
PowerPIP 系统对需要会签的物资部门人员提
请门户应用在 LDAP 统一建立用户，PowerPIP 系统
为其设置权限。系统会签利用构建门户的统一代办
功能实现。
第四章

应用成果

通过 PowerPIP 和 MAXIMO 的集成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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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线运行之后对业主的工程物资管理起到了

益。三是加强项目成本核算，物资采购成本在

很好的管理作用。一是规范了工程物资管理的职

PowerPIP 中归集到项目、合同乃至 WBS,系统生成

责分工和操作流程，项目管理各单位、部门各司

的各种汇总报表满足企业不同层面的成本核算和

其职，在系统中实现了物资需求计划，采购申请，

决策分析。四是实现了甲供物资领用出库和工程进

采购计划，采购业务执行，入库，出库，结算等

度款管理的无缝对接，合同管理人员在办理进度款

全程的物资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物资需求计划的

支付时系统自动提取甲供物资出库金额，完成甲供

预算控制，严格控制施工单位对甲供物资的多报

物资扣款。五是流程驱控业务，应用流程风险控制，

多领和少报少领，一定程度上杜绝乙方通过甲供

加快业务办理过程，提高企业物资管理整体绩效。

物资的市场差价赚取利润，保证了业主的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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