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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site normalized management and realize the valid control and regularization of people, vehicles and important instructions at construction sites, the policies of informatization, people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safety system were applied. Consequently, the corresponding costs plans become urgent problems. The normativ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people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early stage of new policies with limited test data is discusse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site peopl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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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工程施工现场规范化管理水平，对施工现场人员、车辆和重要工器具进出场进行规范和有效管控，
某公司确定了依靠信息化手段，全面应用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强化施工安全管理的配套政策，其对
应的费用计列成为亟需解决问题。本文旨在分析新政策推广前期，在仅有前期试点数据的前提下，探讨
如何规范计列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有效促进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的全面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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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进一步落实工程现场安全管理责任，坚决刹住事故苗头，某公司决定在前阶段深化研究和扩大试
点应用的基础上，在 2 个月后全面推广应用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综合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工具，实现对现场人员以及车辆、重要工器具进出场等信息的
全面及时掌控，更好地强化和完善工程建设管理、分包队伍管理等薄弱环节，保障电网基建安全。
在此背景下，规范系统费用计列成为全面推进系统应用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虽然已有部分学者
对类似课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多采用定性分析或利用 WBS 理论将费用进行分解后分
析，都无法满足国网公司对费用精益化动态管控的需求，同时也不能很好地反映实际工程现场管理的现
状，致使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受到限制。模块化理论的引入为规范费用的计列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
科学合理的技术路线。“模块”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
互联系而构成的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而把复杂的系统分拆成不同模块，并使模块之间通过标准化
接口进行信息沟通的动态整合过程就叫做模块化。本文基于模块化理论，通过建立费用模块，逐个确定
模块费用，并利用添加、拆分、整合、转化等模块化的操作，迅速使系统恢复有效性和最佳状态以满足
费用管理的需求。
本文在分析并有效利用前期试点工程实施数据基础上，根据人员管理系统工作内涵界定了人员管理
系统费用的属性，依据实施范围、部署方式、现场硬件要求及硬件与人员管理系统数据交互实现方式等
配置标准。在行业费用《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13 年版)》规范总体框架下，引入模块化
理论配套形成了“模块费用指标”，解决了制约系统全面推广进程缓慢的问题。

2. 费用性质研究和费用模块化指标构建的思路
2.1. 电网工程特点分析
通过工程建设实际分析可知，该系统应用范围分为两大类，线路工程和变电工程，不同类型工程施
工特点差异较大。变电工程包括土建工程和安装工程，涉及工种多，人员复杂，不易于管理[1]。线路工
程为点状工程，施工人员较为分散，管理难度较大。不同工程对系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极大增加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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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费用计算和管理难度[2]。

2.2.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及其费用定义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是指在线路工程和变电工程施工现场，设置固定或移动式信息采集设备等软
硬件系统，对工程现场的人员以及车辆、重要工器具的进出场信息以及重要施工区域的人员定位信息进
行全面实时记录，并通过基建管理系统将相关数据信息共享到各级基建管理部门。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是由实施系统所需要进行的设备购置、安装和调试，土建施工，技术支
持、运维及后续处置等的模块费用组成。

2.3. 费用内涵属性划分
分析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内涵，并基于分析 44 组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实施的相关费用，可
将人员管理系统的费用组成归入如下 4 种费用属性，即设备费用、安装费用、土建费用和其他费用。
1) 设备费用包括：人员管理系统工作站、PC 终端、身份证读卡器、RFID 发卡器、证卡打印机、热
敏打印机、摄像头、交换主机、定位采集终端。
2) 安装费用包括：人员管理系统的现场安装、调试、场内布线、定位天线和定位终端的安装及调整
布线、RFID 卡片、人员出入证、人员定位标签、2.4 GHz 标签等。
3) 土建费用包括：相关的土建工程费，如基础，基座，雨棚、排水设施的施工等。
4) 其他费用包括：人员管理系统以及人员定位系统日常运维费用，系统后期拆移入库费用等。

2.4. 费用模块化指标构建的思路
模块化理论最早起源于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种生产方式在当时只存在于极个别领域生产过程，并
未得到广泛的应用[3]。随着工业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普及，模块化管理理念已深入到生产、管理等诸多
领域。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模块化理论的发展加快了工程项目的精益化管理的推进。模块化主要遵照功
能的不同进行划分，对于模块化的创新不是对所有模块进行设计或再创造，而是根据模块的不同功能，
将工程的组成模块细化成为固定的通用模块和可以自主添加的自选模块[4]。
无论是变电工程还是线路工程，其费用构成均与行业费用《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13
年版)》规范中相关费用较为相似，建立系统模块化费用指标，将有效减少工程性质不同、前期数据有限
和时间紧迫等因素对方案推荐的影响。

3. 模块化的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计算模型
3.1. 模块化费用计算模型
基于模块化理论，根据人员管理系统各个部分不同功能，将系统的费用构成模块化，如图 1 所示，
以提高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计算的准确率，增强对系统费用管控。
通过对前期试点工程的分析及模块化理论相关文献的梳理[5]，并结合《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技术
规范(试行)》，将系统配置分为通用配置模块和自选配置模块，确定人员管理系统工作站、PC 终端、质
制证设备等 11 大类相应模块的费用指标，本文节选其中 2 个部分模块配置和其费用指标进行分析，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通过表 2 可知，模块化费用指标作为组合基价指标，均包括设备本体、现场安装、调试、土建施工、
布线、迁移，以及项目结束后系统拆移入库等各项费用。各模块费用指标计算中，基于人员管理系统设
施随时供企业在项目建设完成后迁转后续项目的特点，综合考虑设备折旧、项目建设周期等因素，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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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dular cost struc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people management system
图 1.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的模块化组成
Table 1. The modular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people management system
表 1.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配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费用性质及计算要点

配置要求

一

人员管理系统工作站

设备费，按规定的摊销比例，计算购置费用摊销额

通用模块

二

PC 终端

自选模块

Table 2. The modular costing indexes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people management system
表 2.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费用指标表
模块名称

模块选型

电压等级

费用指标(元)

模块组成内容
工作站级计算机

人员管理系统工作站

标准型

不区分

11,051

安装及调试费
运维服务费
台式计算机及附件

标准型

不区分

3708

安装及调试费
运维服务费

PC 终端

平板电脑
标准型

不区分

9731

安装及调试费
运维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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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周转次数对设备购置费用进行摊销计算。系统设备的现场安装、调试、布线、调整安装等涉及费用，
分别按《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13 年版)》及配套定额的规定计列为安装工程费、主材费。

3.2. 模块费用计算原理
3.2.1. 模块费用指标选用
在可研和初设阶段，根据实际工程特点、项目性质和重要性以及对信息采集精度要求，确定适用项
目的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配置方案暨配置模块组合方式，并选用相应的模块费用指标。
3.2.2.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计算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计算如下式所示：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配置模块费用 = 配置模块数量 × 相应的模块费用指标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 =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配置模块费用

4. 费用验算
为了验证上述系统模块化分解与费用计列的合理性，本文选取某 110 kV 变电站、某 220 kV 变电站、
某 500 kV 变电站，某 110 kV 线路和某 220 kV 线路人员信息移动采集装置、某 500 kV 线路人员信息移
动采集装置(简配型)和某 500 kV 线路人员信息移动采集装置(标准型)进行费用计算，其中选择人员管理
系统工作站，制证设备(110 kV 及以下按散装、220 kV 及以上按一体机)，闸机(110 kV 及以下 1 套、220 kV
及以上 2 套)，车辆闸道(1 套)，车辆检测器，地感线圈，车牌识别软件加密狗等标准模块，6 项工程的人
员管理系统模块配置费用与实际发生的费用如表 3 所示。
通过对比模块化费用计算和实际发生费用可知，模块化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计算费用与实际发生
费用差距较小，证明了系统模块划分恰当，费用指标计算合理，进一步证明了基于模块化的工程现场人
员管理系统费用计算科学合理，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5. 系统费用管控建议


不同工程对系统的配置要求不相同，费用随着配置改变而发生波动，如何选择与工程相匹配的现场
人员管理系统是费用控制人员面临的首要难题，为此，费用控制人员应对工程进行全方位评价，根
据评价结果选择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的标准模块和选配模块，在可研和初设阶段确定工程现场人
员管理系统的费用，避免“三超”现象的发生，避免资金的浪费[6]。



在系统费用中，设备费用的占比最高，也是总费用的主要构成。通过分析 44 个试点工程，在工程现
场人员管理系统的总费用中，设备费占比 78%，如图 2 所示。合理控制设备费是工程费用管控工作
的重点。费用控制人员可采用招标的方式，积极管控设备的费用。招标的方式具有很强的竞争性，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eople management costs and actual costs
表 3. 六项工程人员管理系统模块配置费用与实际发生的费用对比表
模块指标费用合计(元)

实际发生的费用(元)

某 110 kV 变电站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

101,661

110,000

某 220 kV 变电站人员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

181,315

192,465

某 500 kV 变电站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

201,482

208,110

某 110 kV 线路人员信息移动采集装置

20,331

20,200

某 220 kV 线路人员信息移动采集装置

25,166

24,646

某 500 kV 线路人员信息移动采集装置(简配型)

27,808

26,180

某 500kV 线路人员信息移动采集装置(标准型)

32,682

3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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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mposition and proportion of people management costs at construction sites
图 2.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构成及占比

企业可以比较不同投标方案的费用规划，选择经济合理的投标企业，在实际采购中，安排专家把控
设备费用，强化对系统费用的管理与控制。


系统在施工过程中的费用风险主要是受到施工现场环境变化的影响，施工环境的变化为系统费用的
管控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7]。为此，费用控制人员应当尽可能细化系统的配置，对现场施工进行
动态管控，规范成本控制，防止费用超支。

6. 小结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的引入为保障基建工程安全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基于模块化的系统费用
测算将有效推动系统的应用。合理的系统费用测算结果既能保障工程现场的管理质量，又可以达到费用
控制的目的。
本文将模块化思想引入系统费用测算中，减少了实际工程中费用的测算难度和管控难度。通过案例
分析可知，本文提出的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的模块化划分科学，费用指标测算合理，在实际工程中具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加强电力基建工程费用管理，提高工程费用计算准确性提供了更准确的数据支持
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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