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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深入分析国际工程总承包（EPC）燃油电厂设计阶段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与模

糊综合评价方法，结合工程成本控制系统、非线性及非定量因素多的特点，探讨国际EPC工程设计阶段

与施工阶段不同因素对工程成本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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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EPC燃油电厂设计阶段成本控制探微
——基于系统动力学与模糊综合评价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EPC项目的日益增多，国际

EPC项目的管理逐渐成为各个企业关注的焦点。相

对于小型项目，国际EPC项目投资额大、施工周期

长、技术要求高、施工及管理跨度大，同时面临当地

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使得承包商对成本控制变

得更为艰难。

在国际EPC项目成本控制方面，学者们对于采

购和施工阶段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是对

于国际EPC项目设计阶段与工程实施阶段的成本

控制比较，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研究。本文在深入分析

国际EPC燃油电厂设计阶段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系

统动力学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结合工程成本控制

系统复杂、非线性及非定量因素多的特点，探讨国际

EPC工程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不同因素对工程成

本的影响并做出分析。

二、基于系统动力学与模糊综合评价的国际

EPC燃油电厂成本控制

（一）项目设计阶段成本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国际EPC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固定工期和固定

总价，在EPC模式下成本构成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设计阶段、采购阶段和施工阶段。国内外资料表明，

三个阶段发生的成本结构比例为：设计费用约占总

成本的 5%、设备与材料费用约占总成本的 75%、施

工费用约占总成本的20%。

虽然设计费用只占总成本很小的部分，但是设

计阶段包含了项目的概算及预算，并且对项目建设

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设计，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

EPC项目的总投资。国际EPC项目通常要求设计时

间很短，这给设计阶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加上现在

国内的设计公司对于项目总成本的忽视、国际EPC
项目的工期特点，以及总承包商在国际EPC项目设

计阶段成本管理上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因此，加强总

承包商对国际EPC项目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是必

不可少的。

（二）项目成本控制的系统动力学和模糊综合评

价特点

国际EPC项目成本控制是一项多工序、多环节

的工作流程。影响成本的因素非常多，这些因素相互

作用、相互依靠，按照一定的规律集合在一起，构成

一个复杂的整体。同时，单个因素与整体因素以及整

体因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由此

在国际EPC项目成本控制的系统内构成了一个多

变量、非线性的动态复杂反馈系统。加之在国际

EPC项目成本控制的系统中，存在许多非定量因

素，需要通过专家调查或德尔菲法等方法进行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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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但在定量判定过程中，专家也不能给出准确的

数值。所以，对于非定量因素的量化，适合运用模糊

综合评价方法进行。

为了合理有效地控制国际EPC项目成本，需要

引入系统的、动态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基于系统动

力学和模糊综合评价原理，本文对国际EPC燃油电

厂成本控制系统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国际EPC燃

油电厂成本控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同时应用

Vensim PLE仿真软件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国际

EPC燃油电厂成本控制情况进行模拟。基于系统仿

真结果，对比分析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成本控制对

总成本的影响差异，以期为企业在国际EPC燃油电

厂成本控制方面提供有效方案。

三、国际EPC燃油电厂成本控制的系统动力学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一）项目成本控制的因果关系反馈环路图

本文根据系统动力学理论，结合系统动力学模

型以及相关专家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的建议，构

建了国际EPC燃油电厂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的成

本控制系统动力学模型。国际EPC燃油电厂的设计

阶段成本控制因果关系分析如图1所示。

图1描述了国际EPC燃油电厂的设计阶段成本

控制因果关系。在设计阶段对工程成本控制的分析

中，设计工程预算增加额是重要参数之一。在项目设

计阶段成本控制中，对于工程成本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正负两个反馈环中：①正

反馈环显示，工程成本增加

使得施工成本控制压力增

加，对总承包单位满意度产

生负面影响；总承包单位满

意度的下降，就会影响总承

包单位对设计费的支付，从

而减少设计单位利润；设计

单位利润降低，直接导致设

计单位用对培训费用的削

减，从而造成计划培养人数

减少，进一步使培养率降低；

人员培养率的降低使得员工

对成本控制方面知识缺失，

员工成本控制意识下降，进

而增加设计工程预算增加

额；设计工程预算增加额的

提高，使工程成本进一步增

加，由此形成了一个不断增强的增强型回路。②在负

反馈环中，其他因素基本不变，但是由于设计单位利

润的降低，使得设计单位必须做出改变，增加计划培

养人数，提高人员培训率，进而提升员工成本控制意

识，使得设计工程预算增加额降低，工程成本降低，

逐步形成一个趋近于稳定的平衡型回路。

当正反馈的影响较大时，工程成本会逐渐增加，

反之则逐渐下降；当正负反馈影响相当时，工程成本

则会出现趋近于平衡状态的情况。图 2描述了国际

EPC燃油电厂施工阶段成本控制的因果关系。

图 2 施工阶段成本控制因果关系

图 1 设计阶段成本控制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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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计缺陷、工程变更、总承包商满意度等因

素，可以将工程的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构成国际EPC燃油电厂成本控制系统。工

程成本的增加，使得成本控制压力增大，总承包单位

满意度降低，设计费、利润和设计人员薪酬依次下

降，并对员工工作态度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设计缺陷

产生率、工程变更率等上升，任务量以及人工费、机

械费、材料费增加，工程成本增加额随之上升，进而

工程成本提高。

（三）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成本控制因素模型

在上述系统动力学模型中，设计安全性和员工

疲劳度等因素是专家和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根据自身

的认识确定的，使用的语言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而模

糊综合评价恰好是将模糊的不确定的语言变量转化

为确定数值的一种方法。因此，将模糊综合评价应用

在对成本控制因素的评价中，能更准确地描述成

本控制因素。

1. 语言值模糊化。将设计安全性和员工疲劳度

等因素用语言值描述，取为｛MH（很高）、H（较高）、

C（一般）、L（较低）、ML（很低）｝。根据以往的设计经

验和专家经验，选择三角形函数作为隶属函数，同时

将隶属数设定如表1所示：

通过图 2我们可以发现，在施工阶段对工程成

本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工程成本增加额，具体表现为：

①在负反馈环中，随着工程成本增加额的增长，工程

成本逐渐增加，总承包单位的成本控制压力也随之

增大；在增大的成本控制压力下，总承包单位需要提

高施工的管理费，进一步增加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人

员薪酬的提高，会提升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提高

成本控制能力和现场管理水平；成本控制能力的改

善，促进工人工作效率、机械使用效率以及材料使用

效率的提升，从而减少工作时间、机械台班及材料消

耗；现场管理水平的提高，则会促使工程进度加快、

施工质量提升，进而使业主满意度上升，减少工程变

更，减少返工、返工率、任务量；随着任务量的下降，

工作时间、机械台班及材料消耗相应减少；由于工作

时间、机械台班及材料消耗的减少，以及在平均工人

工资、平均机械使用单价及平均材料单价的影响下，

人工费、机械费和材料费都会相应降低，从而降低工

程成本增加额，逐步形成一个趋近于稳定的平衡型

回路。②在正反馈环中，工程成本的增加促使成本控

制压力加大，由此导致现场管理水平提高；现场管理

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施工现场的安全性；随着现场

安全性的提升，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现场安全费用的

投入；现场安全费用的增加，使得工程成本增加额提

高，进而加速工程成本的积累，形成了一个增强型回

路。

（二）项目成本控制的流程结构图

基于图1和图2，适当引入国际EPC燃油电厂成

本控制系统所需的其他变量，本研究建立了国际

EPC燃油电厂成本控制系统动力学流程结构，具体

如图3所示：

图 3 成本控制流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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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隶属度函数的解析式为：

（1）

2. 模糊算法。通过给定的隶属度决策表，根据

模糊推理合成原则，求出最后的输出值。用条件语句

表示推理过程为：

IF x=MH THEN A=A1
IF x=H THEN A=A2
IF x=C THEN A=A3
IF x=L THEN A=A4
IF x=ML THEN A=A5
其中Ai>0（i=1、2、3、4、5），且为常数。

根据上述推理原则，可以得出不同论域对应的

A值，但是A值仍为一个模糊数，因此还需要将输出

值进行模糊清晰化。

3. 模糊清晰化。在若干种模糊集合清晰化的方

法中，最常用的有两类：最大隶属度方法和质心法。

但是最大隶属度方法强调的是突出模糊集的主要信

息，次要信息丢失很多，因此本文采用质心法进行模

糊清晰化。即：

A=
∑
i = 1

5 μF( )x Ai

∑
i = 1

5 μF( )x
（2）

其中μF（x）为根据语言值所得的模糊数，Ai是

对应于上个公式的经验值。

四、模型仿真与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模糊综合评价对无法准确度量

的因素进行定量化分析，然后利用我国企业在南美

地区承建的 EPC模式燃油电厂实际数据，对模型

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最后应用Vensim PLE软件对国

际EPC燃油电厂成本控制系统进行仿真及灵敏度

分析。

（一）模糊综合评价应用

本文对设计阶段的设计安全性和员工疲劳度等

因素的定量化分析中，邀请了两位相关专业的专家

及一位资深设计单位管理人员对因素进行评价，评

价结果如表2所示。

以设计安全性为例，三角形隶属度函数的解析

式为：

（3）

由表 2可得：当 x=H时，A=A1=80；当 x=C时，

A=A2=57；当 x=L时，A=A3=80。代入到公式（3）中，

得：μF1
=0.5，μF2

=0.95，μF3
=0.5。将上述Ai与μFi

代入

到公式（2）中，得A（设计安全性）=61.79。同理可得，

A（员工疲劳度）=68.79。
（二）模型有效性验证

本文使用我国某企业在南美地区承建EPC燃

油电厂成本数据对模型有效性进行验证，利用计算

模拟值与真实值的相对误差衡量模型的有效性，即

wi=（ri-yi）/yi，其中wi为相对误差，ri为模拟值，yi为

真实值。通过模拟值和真实值对比，得到我国企业在

南美地区承建EPC燃油电厂成本的仿真结果，如图

4所示。

由结果可知，大部分数据的误差在 5%以内，只

有在第25、26和27三个月份有5%以上的误差，主要

是因为在工程施工的高峰阶段，施工成本大量增加

造成部分数据估算精度出现偏差，这说明所构建的

系统动力学模型能准确反映国际EPC燃油电厂成

本的积累情况。

（三）灵敏度分析

根据国际EPC燃油电厂成本控制系统动力学

模型，将成本控制压力、成本控制能力、成本控制意

识和工程变更四个变量作为调控变量，并设置不同

的变量值，分析其对国际EPC燃油电厂工程成本的

影响。希望通过对调控变量的灵敏度分析，为广大项

目管理人员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和参考。

由图 5可知，成本控制压力的增加对工程成本

MH
H
C
L

ML

0
0
0
0

0.3
0.6

30
0
0

0.3
0.4
0.3

60
0.1
0.3
0.4
0.3
0.1

80
0.3
0.4
0.3
0
0

100
0.6
0.3
0
0
0

专家1
专家2

管理人员

设计安全性

较高

一般

较高

员工疲劳度

较高

较高

一般

表 1 隶属度决策

μF( )x =

ì

í

î

ï
ï
ï
ï

x- b
a - b ,b≤ x≤ a

c - x
c - a ,a≤ x≤ c

0,x < b或x> c

表 2 因素评价

μF( )x =

ì

í

î

ï
ï
ï
ï

x
60,0≤ x≤ 60

100- x
40 ,60≤ x≤ 100

0,x < 0或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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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影响。原系统模型模拟成本曲线与调控成

本控制压力变量后的成本模拟曲线几乎重合，且原

系统模型模拟成本最终值为53179.9万美元，经调控

成本控制压力变量后的成本模拟值为 53048.7万美

元，较原模拟值下降0.25%，几乎没有改变总工程成

本。其原因在于：成本控制压力主要作用于项目的高

级管理层，而在不成熟的项目管理模式下，这种高级

管理层的压力并不能完整地传递给基层管理者，或

者传递给基层管理者后，基层管理者由于信息缺失

或能力等问题无法合理控制工程成本，导致工程成

本没有明显改变。

图6显示，施工管理者提升成本控制能力、减少

工程变更，以及设计工作者增强成本控制意识，均能

够有效降低工程成本。无论是施工方的成本控制能

力、工程变更，还是设计方的成本控制意识都主要表

现在企业的中层和基层管理者中。在相对不成熟的

项目管理模式下，对于企业中层和基层管理者的培

养和控制，相较于对高层管理者施加压力更有利于

降低工程的施工成本。

由图 7可知，虽然提升施工方的成本控制能力

与设计方的成本控制意识都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工

程成本，但是相比较而言设计方的成本控制意识对

工程成本的影响更为突出。经调控成本控制能力变

量后的成本模拟值为51842.6万美元，其较原模拟值

下降 2.51%，而经调控成本控制意识变量后的成本

模拟值为 50844.2 万美元，其较原模拟值下降

4.39%。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施工方的成本控制

能力对于工程成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作及使用效

率上，施工管理者的成本控制能力提升有助于工人

工作效率、机械使用效率及材料使用效率的显著提

高，尤其是对工程施工高峰期有明显效果。而设计方

的成本控制意识对于工程成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设

计预算增加额上，设计工作者提升成本控制意识将

大幅降低设计预算增加额。设计预算增加额对工程

成本的影响存在于工程的全过程，尤其是在工程后

期。提高设计工作者成本控制意识，主要目的是在工

程初期阶段就对工程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提高价

值工程，减少工程中后期设计变更及缺陷等问题对

工程成本的影响。

综上所述，相比其他变量，提高设计方的成本控

制意识能更为有效地降低工程成本。尤其是在施工

过程成本控制方法和手段相对完善的企业，要进一

步降低成本就需要从设计方面着手。提高设计工作

者的成本控制意识，合理地对工程进行价值工程管

理，减少不必要的变更和缺陷，将是国际EPC工程

提高利润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图 4 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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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成本控制压力对工程成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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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构建了国际EPC燃油电厂成本控制系统

动力学及模糊模型，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对工程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影响工程成本的因素进

行对比分析。

结合本文的分析结果，笔者对于国际EPC燃油

电厂工程成本控制提出以下建议：①加强设计阶段

成本管理，提高设计人员成本控制意识。对于施工阶

段的成本控制，当前各承包商都十分重视，但是对于

设计阶段却缺乏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对于设计人员

的成本控制意识少有关心，而设计质量不高、功能过

剩的问题普遍存在，从而影响工程成本。对于承包商

而言，只有在施工过程中才能暴露出设计质量不

高、功能过剩等问题，因此加强对设计人员的培训，

提高成本控制意识，是减少工程成本的有效途径之

一。②减少设计缺陷和工程变更。在提高设计人员成

本控制意识的同时，端正设计人员工作态度，减少人

为设计缺陷和工程变更，也是控制工程成本的必要

手段。对于国际EPC燃油电厂，承包商有权利对设

计单位进行选择，并对分包的设计单位提出管理要

求，进而提高设计人员工作积极性，减少设计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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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成本控制能力、工程变更及成本控制意识

对工程成本影响

图 7 成本控制能力与成本控制意识对工程成本影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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