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火电 PowerOn 进度管理模块的深入应用
上海普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燕瑞

摘 要：本文主要是详细的介绍 PowerOn 的进度管
理模块在广东火电的应用。
关键词： 岭澳核电（广东火电岭澳核电分公司）；
广东火电（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wlu(work load

unit)；PowerOn 系统；进度控制；纵向分解、横向
分解、横道图，作业，WBS；大系统（将 WBS 的某
一层作为大的控制点，该层称为大系统层）

广东火电简介

制，计划才会发生他的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

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成立于 1956 年，现为广

利其器”、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无以规矩不

东电网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8076 万元，

成方圆”等等，把这些转化为我们项目管理上来解

总资产超 10 亿元，是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

释，就是对于我们的项目，首先要做好计划，然后

质企业。可承接各种类型燃煤、燃气、燃油电厂，

进行过程控制。对于大型的工程项目，常常会由于

核电，站和辅助生产设施、风力电站，以及各种电

气候、工期、地形、涉及单位多，且时常面临设备

压等级的送电线路和变电站工程施工总承包。公司

供货不及时、图纸交付不齐、土建基础交安不及时

同时具有：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

等各种原因，造成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交付使用，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火电设备安装一级、

直接关系到项目经济效益的发挥。由此，计划安排、

环保工程二级等专业资质。以及核承压设备、锅炉、

进度控制是何等的重要。

压力管道安装、化学清洗、大件吊装等许可证。公

广东火电项目领导非常重视项目的进度、质

司取得 ISO9001 质量体系、职业安全卫生健康体系

量、成本、安全控制等，同时对我们 PowerOn 系统

及 ISO14001 环保体系认证。

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下面我们仔细说下 PowerOn

广火火电于 07 年 5 月份开始与普华携手共同

在广火进度管理方面的应用说明。

搭建其多项目管理平台。我们紧紧围绕着广火的系

广火的进度控制系统包括项目分解、进度盘

统建设目标，针对 PowerOn 系统的各个模块有计划

点、进度计算、进度报告、管理工作计划、进度协

有顺序的展开各项工作。针对广火的进度管理模

调管理、资源管理计划等，重点部分是项目分解和

式，我们摸索研发了基于 wlu 控制单元的进度管

进度盘点。项目分解用于进度计划的制定，分为纵

理；针对广火的成本管理模式，我们又研发了一套

向分解和横向分解，纵向分解针对具体的作业条目

基于进度来控制，基于费用科目、WBS、成本中心

分级别对进度进行分解，分解确定作业的工程量比

等进行多维角度对项目成本分解分析的成本管理

例，常规火电通常采用 wlu 方式进行分解，每道作

系统；针对广火的多项目管理的需求，我们研发了

业都有相应的责任部门，用于责任划分和部门的进

可以对多个项目进行组合分析的经理查询。本文我

度统计；横向分解根据作业条目工程量及开完工时

们重点介绍广火进度管理模块的应用。

间针对工作周进行进度分解；进度报告通过统计项

进度控制简单来说就是比较实际状态和计划

目分解、进度盘点的数据，按各种方式组合查询生

之间的差异，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必要的调整，使

成各类进度报告；管理工作计划相对独立，用于各

项目朝着目标计划、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次我在一

部门项目录入、盘点每周、每月的工作计划；进度

个单位的设计部进行调研的时候，部长跟我说了这

协调管理用于录入施工过程中的各类协调信息。采

样一句话“计划跟不上变化，我们的变化太大，所

用了在作业上加载 wlu 的先进思想，进行项目的纵

以你们的计划软件没有用”。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

向 wlu 分解和横向分解的双向分解模式，达到了进

候，我的第一句反驳就是：“没有计划，何谈变

度控制的目的。Wlu 是我们根据以往项目的经验把

化？”。其实计划只是我们的一种基准，是我们对

工作量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也就是采用了工程量加

未来的一种预测，只有在事情的发展中进行了控

载的一种方式，把经验值分配到每道需要做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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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上，后续来进行控制。下面以图文的方式展示

导入到 PowerOn 中来，同时也可以直接在 PowerOn

广火项目进度控制的核心原理。

中进行计划的编制、资源的加载、作业逻辑关系的

一、项目分解

分配、加载作业分类码、进度盘点、进度计算、横

1、首先我们对整个项目进行项目分解，也即

道图显示等等。项目的分解见下图：

WBS 以及作业的划分，该工作可以在 P6 中进行，
然后通过 PowerOn 与 P6 的无缝接口把 WBS 及作业

PowerOn 也可以直接编制 WBS 以及作业。

的 wlu 或者只能对自己责任范围的作业的 wlu 进行

2、初定 wlu 的自下而上计算

调整。

wlu 的自下而上计算方式：首先在作业上加

3、最终 wlu 的自上而下计算

载初定的 wlu，系统会根据某个 WBS 下所有作业的

首先我们设定工程项目总体的 wlu 数，项目的

wlu，汇总出工作包的 wlu 值，同时可以计算出该

总 WLU 在项目开工时由分公司来确定。进度的控制

工作包下每道作业的初定 wlu 的权重；同层 WBS 作

是以作业上的最终 wlu 为单元的，先由相关责任部

业的 wlu 的汇总，可是得到上层 WBS 的 wlu 值，同

门录入并确定机组和大系统级别的最终 wlu%，此时

时可以计算出同层 WBS 下每个 WBS 作业所占的初定

我们可以根据项目总的 wlu 数，从而计算出机组和

wlu 的权重，依次类推，最终算出所有 WBS 作业的

大系统的 wlu 数，计算最终 wlu 的功能在进度管理

wlu 值以及权重。每个部门只能录入自己责任范围

模块的工具菜单下的“计算最终 wlu”中进行。见图：

然后系统就自动根据每道作业的最终 wlu%(也即经过调整后的初定 wlu%)，计算出每道作业的最终 wlu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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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来。见下图：

此时我们已经完成了每道作业的 wlu 值的分

配，并向后累计。PowerOn 系统目前支持三个目标

配，也就是我们把要进行进度控制的作业进行工程

分解，即目标 1，目标 2，目标 3，其中目标 1 也就

量化了。这是我们整个进度控制的一个基础，也是

是合同目标分解，现在我们以合同目标分解为例进

我们项目纵向 wlu 分解的工作。

行介绍横向分解。首先我们需要对每道作业进行维

4、项目的横向分解

护目标日期，即目标的工期、最早开始、最早结束、

横向分解是由系统根据目标开完工时间自动

最早结束、最迟结束日期，见图：

将工作条目进度进行工作周分解。按天进行 WLU 分

系统自动根据作业的最早、最晚日期以及每道作业的 wlu 数，将作业上的 wlu 进行横向分解到了统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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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二、实际进度盘点

们需要设置当前的统计周期，在 PowerOn 的设置菜

PowerOn 中的实际进度反馈不仅可以实现时间

单下有个“统计周期”，该功能可以设置，见下图：

上的反馈，而且可以进行 wlu 量上的盘点。首先我

设置好了当前统计周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将

更新完统计周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进度

设置好的统计周期更新为当前的统计周期，该设置

管理的进度盘点功能模块进行实际开始以及实际

在进度管理模块的工具菜单下的“更新统计周期”

结束日期的盘点以及当前统计周期的实际完成百

进行。

分比，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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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实际进度的盘点工作。我们就可

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了简单的进度计算功能，

以在“视角切换”中查看实际的横向分解的效果。

计算出作业的 ES、EF、LS、LF。当然，首先我们

三、进度计算

要设置作业间的逻辑关系等，同时也可以将作业
的逻辑关系从 P6 软件中导过来，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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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系统集成了强大的横道图功能以及显示作业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作业的完成未完情况等。见图：

四、进度报告及管理工作计划

计划相对独立，用于各部门项目录入、盘点每周、

进度报告通过统计项目分解、进度盘点的数据，

每月的工作计划。

按各种方式组合查询生成各类进度报告；管理工作

总体进度报告图：

结束语
广东火电的项目对于 PowerOn 的进度管理模

调整项目的进度目标，努力保证项目质量的同时，

块的应用较为深入的，控制到了每道作业每周甚至

确保进度及成本费用在控制之内，使整个项目的朝

是每天的完成情况，能够及时地发现工程进展过程

着有利的应用方向发展。通过广东火电项目的应

中的实际进度情况，是滞后还是提前，并能及时找

用，我们增强了 PowerOn 的进度管理模块，我们有

出进度偏差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

理由相信，在具体的实践中，PowerOn 整个系统功
能会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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