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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the project is a strategic carrier to realiz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is a strategic measure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optiona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coordinate management system of project managemen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opera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aero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dustry project. Through 
the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the aero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dustry project will realize 
cost control, schedule guarantee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ero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dustry 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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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当今社会中，项目是实现企业发展的战略载体，项目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战略措

施。本文通过对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描述，讨论了项目管理的三坐标管理体系，并

将项目管理在航天技术应用产业项目中的运行进行了分析。通过项目管理模式，使航天技术

应用产业项目实现成本控制、进度保证、性能提升，奠定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向更高层次的发

展的基础。

1．引言

“商界教皇”Tom Peters指出：项目管理是成功的关键，“管理之父”David Cleland认为：项

目管理在全球性的市场变化中起着关键作用，由此可见项目管理的重要性。项目管理就是以

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一个临时性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

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实现项目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和项目目标的综合协调与优化[1-3]。 
对于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运行项目来说，某航天公司自提出项目管理理念以来，已成功运

作了几百项国内大项目，同俄罗斯、日本、韩国、中东、孟加拉等国家合作过几十项国际化

项目，之所以取得如此可观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项目管理的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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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管理的三坐标管理体系 

项目管理的组织通常是临时性、柔性、扁平化的组织，项目管理的机制是项目经理负责

制，项目管理的方式是目标管理，包括进度、费用、性能，项目管理的宗旨是创造和保持一

种使项目顺利进行的良好氛围[4]。如图1所示，项目管理的范围从以下图可以清楚地看出。 

图1 项目管理范围 

图1为项目管理范围，从中可以看出项目管理的三坐标管理体系。进度管理是项目能否按

期实现的基本保证；费用管理是对实现项目所需要的经费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使得项目的

费用支出与进度相协调；质量管理是使所实施的项目达到设计质量及技术指标的关键，是项

目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

进度、费用与质量是项目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他们之间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有一个平衡问题[5,6]。如何在航天技术应用产业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有效的使项目的进度、费用

与质量相互匹配、相互协调，就构成了项目管理的三坐标管理体系。

3．项目管理在产业项目中的运行分析 

近几年来，某航天公司依托航天火箭动力专业技术优势，建立了一整套的项目管理体系、

项目管理流程、项目管理标准，为我国能源煤化工等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化工设备。所有这些

项目的成功开展都离不开项目管理的支撑。

（1）项目经理制

项目经理是项目管理的直接责任人，项目经理按合同规定的供货范围、内容和约定的交

付工期、质量标准、合同价格，制定具体的项目目标和技术方案、监督生产进度，及时向公

司领导汇报项目进度、费用控制及工程存在的阶段性问题，保持与业主的信息交流和协作，

明确业主需求，保证业主满意。

（2）强化核心技术

强化核心技术，抓好重点项目和重点产品，为以后项目的开展积累经验，突出结构设计

等核心技术特点，向客户展现公司航天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产品，满足项目管理三

大要素最重要的“性能”要求，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交付物。

（3）运用合理组织模式

矩阵式组织结构适用于技术复杂、规模大、多部门协调的项目，所以针对多个项目同时

开展的情况，项目管理采用矩阵式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不但节约了人力资源，降低了成

本，而且保证了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

（4）挣得值分析法

通常为了对项目进度和费用进行综合度量和控制，采用挣得值分析方法来标示项目进展

状态，其中费用偏差和进度偏差计算公式分别如式（1）和（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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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BCWP ACWP     (1) 

SV BCWP BCWS     (2) 

其中，费用偏差公式中的CV 为正值时表示费用节省，反之不然；进度偏差公式中的 SV
为正值时表示进度提前，反之不然。

对某航天公司27个项目的出厂里程碑关键点进行抽样调查，其中27个项目CV 均为正值，

标明费用没有超标；其中25个项目 SV 为正值，表明进度提前，另外2个项目因用户现场不具

备进场条件而滞后，所以 SV 为负值。 
（5）项目管理流程化管理

公司建立了一整套项目管理流程，包括合同签订、备件采购、发货管理、现场管理等等，

所有这些流程为项目顺利执行提供了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力地控制了成本和时间，提高了项

目执行效率。

（6）项目管理具体实效分析

包括：①项目管理性能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国际化项目，由于其高效的反馈机制和产品

的高性能得到了用户的肯定和满意，满足国际用户的各种技术性能要求，使项目利益相关者

都获益。②项目管理进度方面：对于业主要求交付时间短的项目，项目团队合理调配和优化

资源，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及时准确地完成了交付，保证了合同的履行，也为后续合作提

供现实依据。③项目管理成本方面：每个项目经理都清楚本项目的成本构成，保证每一个环

节的预算不超标。通过项目管理的良好运用，带来了3～4%的成本控制效益，为公司开展其

他项目节约了资金。④项目管理的优良运作直接获得订单。项目管理的成功运营使公司在进

度、性能、成本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客户的信任和认可，为后期项目直接合作

奠定基础。

4．产品项目实施的四个阶段分析 

航天技术应用产业项目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下面以航天泵类产品为例，讨论

项目管理的具体应用。 

（1）项目启动阶段

在合同签订后，就要与业主沟通，明确用户对“三要素”的需求，在编制项目计划时，

应通过项目三坐标的反复平衡，求得最佳的经济效果，提出技术方案和项目建议书，制定项

目产品流程图。 

图2 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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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设计阶段

项目设计阶段，建立矩阵组织模式，在开工会上和方案评审会上明确项目的供货范围，

确定技术实施方案，然后各专业组之间进行设计参数的交接，列出项目的工作结构分解

（WBS），制定相应的项目实施制度，确保项目执行的有效性。 
（3）项目生产阶段

生产阶段，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项目信息和沟通渠道，保证信息畅通、沟通有效，同时对

生产过程进行过程监控，最后对整机进行出厂试验，确认随机资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的完

整，保证项目的质量、成本、进度按既定目标完成。

（4）项目交付阶段

进入产品的安装调试交付阶段，设备运输到用户现场，进行现场开箱、验收，安装和调

试，提交竣工图和用户验收报告。成功完成开车运行后，进入设备的售后服务中。图2为项目

实施过程的不同阶段示意图。

5．航天技术项目管理讨论 

航天技术应用产业项目具备了项目的特性，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因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及外

协生产方式的变化，给项目的执行带来了复杂性。①项目经理要同时管理多个项目，因此项

目经理的选择非常重要，必须具备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专业技术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能

有效分配人力、物力等资源，能带领项目团队同心协力地完成既定目标，达到公司效益最大

化。②根据项目的特征，及时调整组织结构，采用矩阵式项目组织模式，提高对外部环境的

应变能力。在项目设计阶段，就要做到顶层优化设计、降低成本。③在项目执行中总结项目

管理的成果，引进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为组织项目管理的应用提供一套可供衡量的标准，

越高的成熟度，性能、进度、成本越容易控制。④要实现性能、进度、成本控制得到项目利

益相关者的满意，实现项目的最终目标，要善于运用可视化图表工具，确保项目三要素的整

体平衡，确保项目既定目标的圆满实现。

6. 结束语

通过项目管理模式，运用项目管理的知识和技术,使航天技术应用产业项目运行从过去的

自发、自觉、自然的状态转变到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的体系中, 形成了全员参与的项目

管理文化, 为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公司的发展起到“助

推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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