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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建设前期、建设期、使用期、翻新与拆除期等阶段总

费用最小化的方法。它是一种可审计跟踪的工程费用

管理系统,是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可行性分析和项目备

选方案评价的分析工具; 它能够作为工程设计的指导

思想和手段, 可以计算工程项目整个服务期的所有成

本,直接的、间接的、社会的、环境的等等 , 是用以确定

设计方案的一种技术方法。正确运用 LCCM 方法从众

多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 可以控制项目全寿命周期成

本, 建造纳税人的满意建筑。

4 结束语

中国的城市建筑出现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 与

诸多因素有关, 本文仅从 VM 的观点浅谈对中国城市

建筑的认识。中国的城市建筑任重而道远, 需要相关人

员能够从多角度、多方面理解并支持中国的城市建筑,

共同推进中国的城市建筑向良性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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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个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价值需求的有效工具 , 价值管理( VM) 在很多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一项最近的调查

发现 , 人们在价值管理的应用中遇到了信息缺乏 , 缺少互动等问题。因为业界对改善价值管理活动的需求很大以及现在网络技

术的普及应用 , 笔者研发了一个基于网络的群体决策系统( GDSS) 并探讨它在价值管理应用的效果。群体决策系统是一个综合

了交互技术、数据库技术、电脑技术以及决策策略的交互电脑系统 , 用来辅助一个团体在用户友好的界面下发现、分析以及评

估和解决问题。本篇文介绍了一个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研究项目 , 介绍了项目背景、研究方法以及近期的研究成果 , 并讨论

了将来的研究方向。

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tool in meeting the increasing demands for value enhancement, value management (V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several decades. However, a recent survey suggested that VM users encounter the

problems of lack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sufficient time and information in decision analysis. As there is a strong demand for

improvements to the practice of Value Management (VM) and a wide use of the Internet,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to design a

web - based GDSS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system and explore its application in VM studies and get the effect of the

application. A GDSS is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 based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combines the capabilitie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atabase technologies, computer technologies, and decision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the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formulation, evaluation, and solution of semi - structured or unstructured problems by a group in a user - friendly comput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research project which is sponsored by Research Grant Council (RGC)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rojec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use of GDSS can improv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VM studie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methods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nd preliminary findings are presented. Finally, directions of future studi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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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价值管理中现有问题[6]

问题 原因 影响

缺少信息

缺少参与和

交互

难于进行分

析和评估

在活动前期很少进行规划和组织

在活动中难以得到项目信息

羞于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

一致性压力

被少数个体统治

缺少团队精神

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分析

没有足够信息支持分析

增加价值管理活动结果

的不确定性

部分参与人员没有贡献

参与人员不能准时完成

活动

0 引言

价值管理( 价值工程) 是一个结构化的分析过程 ,

目的是在满足相应的质量和效果前提下, 用最少的成

本来提供必需的功能[1]。当今, 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

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竞争; 人们越来越关注产品的价值, 意识到提高价

值才是保持优势的关键所在。作为基于价值工程和价

值分析所发展起来的现代决策方法, 价值管理能够有

效地满足人们对价值提升的要求 [2][3], 因此近五十年价

值管理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 美

国政府要求它的所有分支及联合机构在所有的项目和

程序中应用价值管理方法。

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特别是在 1997 金融危机

之后, 逐步扩大对价值管理的应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香港劳务署在 1998 年签署的技术通告中, 就要求

主要的政府工程必须在项目中应用价值管理。香港建

筑工业评审委员会[4]认为价值管理能够帮助业主和项

目小组对项目的需求和目的集中认识, 并建议本地的

建筑行业应该更广泛地应用价值管理。

1 项目背景

虽然价值管理能够提高项目的绩效, 而且已经在

很多国家的政府部门以及公共、私营企业广泛应用 ;

但是, 往往组建一个价值管理小组的前期投入比较多,

这时人们往往不愿意应用价值管理。若能够找到一个

让价值管理更有效率的方法, 就能够减少价值管理的

成本。正如 Nunamaker 等[5]描述的那样, 团队合作常会

使一件事情变糟, 群体决策过程会变得非常困难和没

有成效; 当价值管理小组成员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时,

成员优势、评价恐惧以及一致性压力时, 应用价值管理

就会出现问题。本文作者之一沈岐平教授针对价值管

理应用问题的一项调查揭示了如下问题, 请见表 1。

这些问题与香港价值管理活动本身持续时间较短

以及大量的参与人员有关, 已经影响价值管理的绩效。

在业界, 对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最大化价值管理的效益

有 很 高 的 期 望 。 群 体 决 策 系 统 (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GDSS) 的应用 , 则可以利用先进的信

息技术来解决大型团队中在决策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

题, 特别是交互问题[7]。

群体决策系统是一种综合计算、交流和决策支持

技术的电脑技术, 用来辅助一个团队来明确地定义和

解决未被结构化的问题 [8]。它可以促进群体决策的效

率, 可信度和质量[9]。群体决策系统包括硬件、软件、参

与人员以及决策程序来支持团队协作, 让团队可以在

一个共享的界面下共同工作[10]。虽然由于实验环境的

不同导致这些研究的结果有些许差异 , 但是众多实际

应用研究证明了群体决策系统的效用。这些研究的结

果对群体决策系统都是正面的, 而且几乎所有在现实

工作中使用过群体决策系统的人员, 都对它的应用表

示满意。这些发现对群体决策系统可以有效地对群体

决策过程提供支持提供了有力的论据[11][12]。

群体决策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由成员优势、

社会关系压力、表达障碍和其它团队中常见问题而造

成的“过程损失”; 与此同时, 通过支持平行沟通和信息

处理, 以及快速方便的获取外部信息等来增进“过程收

益”。通过上述方式, 群体决策系统的效率和质量将得

到了提高[5][8][11][13]。因为在辅助群体决策的成功, 群体决

策系统在商业领域得到众多公司的青睐。群体决策系

统在很多大型的组织和公司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亚

利桑那大学、IBM 公司和施乐公司等。许多国家政府部

门也采用了群体决策系统, 如美国海军及美国国家航

空和宇宙航行局( NASA) 。价值管理系统本身的可能应

用缺陷, 如对系统硬件的高要求以及缺少身体语言和

面部表情交流等, 也已经被研究并发表[10][13]。

虽然一些群体决策系统研究也探讨过文化背景对

其应用的影响问题 [14], 但是对文化因素对在建筑项目

价值管理活动中应用群体决策系统的影响很少被提

及。而对于从业者和研究人员, 团队中具有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如何能够有效地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是人

们和他们社会中成员共同拥有的一切, 包括思考和行

为方式[15]。各种文化比较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文化差异

影响着团队成员的组成 , 决策进程以及结果 [16][17]。

Hofstede[18]对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文化差异上做了全面

的研究, 并提出了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维度上: 权

力距离 , 不确定性规避 ,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 以及生

活的数量和质量。根据他的研究, 香港是一个集体主义

的社会, 而英国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两者非常不

同。如果对在这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群体决策

———————————————————————

题注: 本文介绍的研究项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资助( PolyU 5114/03E, PolyU 5161/0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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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价值管理应用的绩效研究, 并对结果加以对比,

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3 项目目的

沈岐平教授对在价值管理中应用群体决策系统的

可行性做了研究 [19][20][21], 研究结果表明 : 群体决策系统

在价值管理研究活动中是可行的, 并值得进一步深入

研究。特别是应用群体决策系统对价值管理过程和结

果的影响, 以及文化因素对群体决策系统应用的影响,

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本项目的目的包括:

( 1) 探讨建筑项目价值管理活动中群体决策系统

的应用对其过程以及结果的影响程度;

( 2) 比较和对比在香港和英国两地应用群体决策

系统对价值管理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并考虑文化

差异因素;

( 3) 为了保证价值管理活动中决策制定和群体交

互的有效性, 明确整合群体决策系统和价值管理研究

活动的关键成功因素。

4 研究方法

为了达到上述研究目的, 本项目主要采用两种研

究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 2×2 的测试因素的控制试验。试验

人员可以通过控制自变量来观测因变量的变化。通过

这种方法, 试验的变量就可以分离出来, 它们对结果的

影响将更加容易评估。两个自变量是: 支持方式和任务

类型; 支持方式分为: 有群体决策系统支持和无群体决

策系统支持。任务类型是资源分配和策略规划。统计学

的分析方法将被用来分析试验结果。

第二种方法是将群体决策系统用在真实的价值管

理活动中来进行行动研究。这种方法对探讨在价值管

理活动中应用群体决策系统的真实效果将是最真实有

效的。另外一个辅助的方法就是核心小组会议, 它将帮

助我们从核心小组的与会专家中得到富有价 值的建

议。在核心小组会议中, 我们将保证与会人员对所问问

题和回答都有正确的理解, 必要时我们还可以分析与

会人员的非语言信号。图 1 描述了这项研究的模型。

在本项目的研究中, 如下假设将被测试和验证:

假设 1: 对价值管理活动过程的满意程度将随着

团队进行支持方式的不同( 有无群体决策系统支持) 而

变化;

假设 2: 对价值管理活动结果的满意程度将随着

团队进行支持方式的不同( 有无群体决策系统支持) 而

变化;

假设 3: 文化差异将是影响香港和英国两地应用群

体决策系统的价值管理活动过程和结果的主要因素。

为了成功地完成本项目, 我们组建了两个咨询小

组。小组 A 包含了英国和香港两地 12 个甲方代表, 每

个地方 6 个, 并且所有人都有着应用价值管理的丰富

经验。小组 B 包含 6 个富有经验的价值管理督导人员。

这两个团队在项目的进行过程当中, 都会提供富有价

值的建议。

5 项目成果

5.1 IVMS

IVMS 即 交 互 价 值 管 理 系 统 (Interactive Value

Management System),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群体决策系统

模型, 目的是在价值管理研究活动中提供信息支持、创

新支持和评价支持来提高价值管理活动效率和绩效。

IVMS 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十分易用的系统。只要

有网络或者本地局域网的链接, 就可以应用 IVMS。软

件的安装和运行在一个网络服务器上, 用户的电脑不

需要安装任何组件。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

价值管理活动的任何阶段连接进入系统。需要注意的

是, 本系统不是用来代替传统面对面交流模式的, 而是

用来与面对面模式相结合来实现两种交流模式的优势

互补。IVMS 应当被开作是一个工具箱; 价值管理督导

人员可以在价值管理活动中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工具

来辅助价值管理活动的实施。

研发环境: 以微软服务器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3 ) 作为操作系统; Microsoft SQL Server 作为数据存

储管理工具 ; 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3 是系统

的开发编译环境; 编程语言主要用 ASP·NET 和 C# 以

及 JavaScript。IVMS 的系统结构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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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模拟对比试验

为了能够探求应用群体决策系统对价值管理研究

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设计并进行了数个模拟对比

试验。试验参与人员都是现在香港建筑业的从业人员。

在试验中, 他们被分成两组, 一组采用传统的面对面模

式, 另外一组提供群体决策系统支持。

群体决策系统采用笔者开发出来的 IVMS, 试验环

境是一个典型的群体决策系统设置环境, 每个参与人

员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并连接上网络, 再加上投影

仪、大屏幕等设施, 组成了一个完善的群体决策系统应

用环境, 如图 3 所示。

对两组参与人员在试验中的表现, 以及试验的结

果进行分析和比较。另有一个问卷调查, 收集参与人员

对群体决策系统、团队表现以及试验结果的满意度。

试验结果表明: 群体决策系统提供的信息、创新和

评价支持, 都基本上得到参与人员的认可 , 能够有效提

高参与人员创新方案的质量和数量, 以及达到对价值

管理活动和结果的满意度水平。

6 结论

限于篇幅, 本文只是简单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背

景、研究目的和方法以及近期的研究成果 , 简要描述了

为了克服价值管理研究活动中现有的困难和问题而研

发的基于网络的群体决策系统 : 交互价值管理系统

( IVMS) 和模拟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 应用群体决

策系统的价值管理活动的结果是可喜的; 但应该进一

步深入, 特别是在群体决策系统在实际价值管理活动

的应用上。我们会在香港和英国进行更多的试验来研

究群体决策系统在价值管理活动中的效用; 这些试验

结果将会被分析和比较, 以期得到在价值管理活动中

应用群体决策系统的关键因素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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