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 教员注释

欢迎来到
Eastwood Harris公司
Primavera P6
版本8.1-15.1
专业及可选客户端
3天培训课程
PMI REP 3001 – 课号P6PPM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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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的

管理

本课程目的在于指导：

 疏散

 介绍用户界面及如何规划无资源的项目，

 设施、时间及用餐

 过滤器、视图及打印，

 手机 & 电子邮件

 目标计划及更新一个无资源的项目，
 创建并分配角色和资源，

介绍：

 控制有资源及费用的项目，

 你的名字，

 设置并管理数据库及包括导入/导出的高级功能，

 你所参与的项目类型，

 作业分类码、自定义数据项及全局更新。

 你具有的进度计划软件的经验，

顺利完成所有的课程自测题即达到了本课程的目的。

 你期待从这门课中学到什么
 你的公司所用的P6版本

 考勤表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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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课程安排

第一天

第二天

1 - 介绍

12 – 分组、排序及视图

2 - 创建一个项目计划

13 – 过滤器

3 - 启动和导航

14 – 打印和报表

4 -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15 – 进度计算选项和设置目标计划

5 - 定义日历

16 – 更新一个无资源的进度

6 - 创建Primavera项目WBS

17 – 用户和管理设置

7 - 在WBS下增加和组织作业

18 – 创建角色和资源

8 – 调整显示格式

19 – 分配角色、资源和费用.

9 – 增加逻辑关系
10 – 作业网络图

6

11 – 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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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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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1 – 介绍

第三天
20 – 资源最优化

1.1 – 本课程的目的

21 -

1.2 – 背景知识要求

更新一个有资源的进度

22 – 组织项目数据的其他方法

1.3 - 规划的目的

23 – 全局更新

1.4 – 项目规划衡量指标

24 – 管理企业环境

1.5 – 规划周期

25 – 计算多个项目进度

1.6 – 规划的级别

26 – 实用工具

1.7 – 监控和控制项目.

27 – 赢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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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课程的目的

1.2 - 背景知识要求

 提供一个使用Primavera规划、进度计划和控制项目的方法，

 使用个人电脑的能力及懂得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

 在一个已建立的企业项目数据库内或一个空白数据库内，

 使用应用软件的经验，如Microsoft Office，以及

 达到中级水平。

 对项目如何规划、计算进度和控制有一定的了解，包括理解
可用于你的项目的项目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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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规划的目的
 规划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模型，该模型可以让你预测哪些
作业（Activity）和资源（Resource）对于按时完成项目是
至关重要的，
 然后才可能实施战略保证这些作业和资源妥善管理，以保证
这个项目可以按时并在预算内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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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目标是：
 确定整体范围及干系人
 规划交付的范围及明白风险
 评估不同的项目交付方法
 在项目的逻辑分解下识别可交付成果，一般称为WBS或PBS
 识别产出可交付成果所需的作业
 识别并最优化资源的使用
 评估是否达到目标日期
 识别风险别计划减少风险
 提供基准计划
 协助干系人的沟通
 协助管理层提前考虑并作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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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Page 13

2

P6 教员注释

规划可以在评估中避免或产生：
 增加的项目成本或减低范围和(或)质量，

1.4 - 项目规划测量指标
 改变这些要素中的任一一个通常都会导致某一要素或者多个
其他要素发生改变。

 额外的转换（changeover）和（或）运营成本，
 工期延长索赔，
 客户的收入损失，
 合约纠纷和相关的解决费用，
 与项目相关的名誉损失及，
 项目完全失败带来的设施或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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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规划周期

1.6 -规划的级别
市面上有很多指导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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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PRINCE2



Jelen 的成本与最优化工程 - Jelen’s Cost and Optimiz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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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级别的总结

1.7 - 监控和控制项目
 监控项目确保：



工作分解结构（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 WBS)，通常定义主
要可交付成果的层级结构，



子项目，允许不同公司的进度人员使用进度计划软件

 达到所需的质量



阶段的发展比如设计、采购、安装及测试，随着每个阶段的进行及
可用细节的增多可继续细分每个阶段

 产出了所需的可交付成果



项目可分隔成不在时间上交互的时段（Stages)，时段计划在每个
时段开始前做好



可从一个或多个WBS节点创建工作包并在工作确认时由承包商细节
化。



滚动式法会随着工作的临近为进度增加更多的细节，典型例子为一
个两周的计划未来型进度。

 记录已完成作业的开始和完成日期

 可交付成果按时产出，使用计划的资源及维持预算

 控制项目
 确保项目按照计划执行
 与计划比较项目进展
 审核选项
 尽早预测问题
 记录历史数据
 为调解纠纷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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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总结

4.7 - 自测题2 – 创建你的项目

4.1 - 创建一个空白项目

背景

4.2 - 复制一个已存在的项目

 你是Wilson国际公司的一名员工，负责准备投标书以保证OzBuild
公司的报价邀请书（Request For Quoto）能按时递交；

4.3 - 导入一个项目

 通过初审后，你被告知报价邀请书能在2013年12月2日的8:00 hrs
（早上8:00）做好，你需要在2014年1月27日的16:00 hrs （下午
4:00）之前提交三份装订后的建议书。

4.4 - 设置一个新的项目
4.5 - 项目日期
4.6 - 保存额外的项目和EPS信息 – 记事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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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定义日历

5 - 定义日历

5.1 - 数据库默认日历

5.10 - 以天、周或月计算作业工期

5.2 - 使用全局和项目日历

5.11 - 计算项目，WBS和其他汇总工期的日历

5.3 - 项目默认日历

5.12 - 混合日历进度小贴士

5.4 - 创建一个新的全局或项目日历

5.13 - 自测题3 – 维持日历

5.5 - 共享资源日历
5.6 - 移动、复制、重命名和删除一个日历
5.7 - 编辑日历工作日
5.8 - 继承全局日历中的节假日和除外时段
5.9 - 调整日历工作时间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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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

日历类别
Primavera有三种日历类别：

 一个作业的完成日期(及时间)为开始日期(及时间)加上相关
作业工期的日历时间，
 因此从工作日周三开始的一个工期为5天的作业，应用一周
五天工作日的日历（周六和周日放假）将在下周二完时完
成。

 全局-可用于所有项目和资源
 项目-仅用于被创建的项目内部，仅在项目打开时才能建立。
 资源-有两种资源日历：个人，8.1版的新功能，和共享，与早
期版本的资源日历一样：
 个人日历是为特定个人资源创建的。
 共享资源日历可被分配给一个或多个资源，也可被分配给任意项
目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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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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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作业的浮时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你应当在栏小窗口编辑总浮时栏过滤
器，这样只有未开始或进行中的作业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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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浮时栏
 可能不容易显示。

已完成作业的浮时…
 现在应该看起来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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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计划栏的显示
 目标计划栏在目标计划没有设定时也会显示；
 计划日期以目标计划栏显示；
 确保你在显示目标计划栏之前设定一个目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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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计划栏的逻辑关系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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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配合和实际尚需配合

 逻辑关系默认显示在目标计划栏，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显示方法；
 当使用这些作业类型时，作业栏将会消失；
 你应该勾选这些栏以使它们一直显示。

 要想在目标计划栏移除逻辑关系；
 需移动所有的目标计划栏和目标计划里程碑到栏窗口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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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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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 应用一个过滤器

13.3 - 创建和修改过滤器

 过滤器在过滤器小窗口选择，打开可通过:

 过滤器可在过滤器小窗口创建：

 点击

 在过滤器小窗口点击图标创建一个新的过滤器，或

图标，或

 选择显示(V)，过滤依据(F)，自定义….，或

 使用复制和粘贴图标复制一个已有过滤器并进行编辑。

 在栏位区域点右键并选择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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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过滤器 –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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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 自测题11 – 过滤器

13.1 - 理解过滤器

 管理层需要按他们要求的关于作业的报告,

13.2 –应用一个过滤器

 我们本次自测题要做一些过滤器。

13.3 - 创建新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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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打印和报表

14.1 – 打印

14.1 - 打印

 当视图分离时，底部窗格可随顶部窗格一同打印，除了作业详情
窗格；

14.2 - 打印预览
14.3 - 页面设置

 打印设置，如页眉和页脚，应用于每个视图且设置随视图保存；

14.4 - 打印小窗口

 日期和时间格式不能随视图一同保存。

14.5 - 打印设置小窗口
14.6 –报表和网站发布
14.7 - 时间标尺逻辑图表
14.8 - 自测题12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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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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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创建角色和资源
18.1 - 理解资源和角色
18.2 - 创建角色
18.3 - 创建资源和资源窗口
18.4 - 自测题15 – 增加资源至数据库

18.1 - 理解资源和角色
 传统上，规划和进度计划软件定义一个资源为完成作业所需的某
件东西或某个人，有时有有限的可用性。这包括人员或人员组，
材料，设备和钱；
 Primavera有名为角色的功能；
 一个角色用于项目的规划阶段，代表一个技能或职位。之后，在
作业开始前，一个角色会分配一个特定个体，被定义为一个资源；
 角色可被同时分配至资源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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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资源和角色
角色可显示可用供给资源和计划供给间的缺口（向前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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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角色和资源
遵循以下步骤在Primave进度里创建和使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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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资源

在资源窗口创建资源，



如有需要，在角色小窗口创建角色；



从资源窗口或角色小窗口分配资源至角色；



如果资源有特殊的时间需求，调整资源日历；



分配资源至作业并审核资源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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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 创建角色

 个体资源 -这些资源通常为负责完成作业或任务的个人，与他们所
分配的作业相关

 角色创建、编辑和删除的方法与WBS类似；

 资源组–这些资源代表人员组，如建筑工地内的职业或学科；

 如需创建、编辑或删除一个角色，选择企业(N)，角色(O)…打
开角色小窗口：

 群 –可能由设备和很多不同的职业组成；
 输入资源 – 这些资源为完成工作所需且代表项目费用；
 输出资源 – 这可能为项目的可交付成果或结果，可能与项目收益
有直接关系

Page 308

幻灯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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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 作业窗口 – 完成百分比类型

21.6 

 有三种完成百分比类型可被分配至每个作业。默认值取自项目
窗口、默认标签页的设置。

使用步骤计算作业完成百分比

作业的完成百分比可使用步骤进行定义，一个步骤是可衡量的或可定
义的完成一个作业所需的任务；
 步骤模板的创建可通过选择企业(N)，作业步骤模板(V)…打开作业步骤
模板小窗口；

 实际

 择项目窗口、计算标签页下的作业完成百分比基于作业步骤选项；

 工期

 在作业窗口的常用标签页为每个使用步骤衡量的作业选择完成百分比类型
为实际；

 数量

 选择作业窗口的步骤标签页：

 实际完成百分比在使用步骤记录进展时必须使用；
 数量完成百分比在资源被分配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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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 更新一个项目的设置、默认值和选项

21.8 - 更新资源
 计算资源数据的可用排列有很多；

 在更新一个进度前需要考虑和检查的选项为：
 完成百分比类型，
 作业类型，

 由于Primavera提供很多的选项，给出所有资源计算的可用组
合是不现实的；
 资源数量和费用的更新可使用下列的其中一种方法：
 从时间表自动输入进展，名为本期进度更新的过程，或

 项目窗口计算标签页

 使用作业窗口的资源标签页输入数据，或

 工期类型，

 使用作业窗口，状态标签页右边的部分输入数据。

 时间表，
 资源费用计算，
 资源窗口详情标签页，
 进度计算选项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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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窗口默认值


Primavera可通过开启（P6默认）资源数量和资源单价之间的关系来
计算实际费用和尚需费用：
 默认值的设定在资源窗口，详情小窗口的从数量计算费用：

21.9 - 更新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不会从任何完成百分比自动更新而必须手动更新；
 其他费用的自动计算实际值选项理应连接其他费用完成百分比与
作业完成百分比，但是作者在书写此书时无法运行这个选项；
 其他费用在它们的作业被标记为已开始或已完成时可能会分配了
一个费用；而资源不会；
 其他费用可能在它们的作业在没有标记为已开始前有一个尚需费
用；资源则没有。

 可在资源在资源标签页被分配到每个作业之后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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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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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 签入和签出
 签入和签出功能可从数据库复制项目，可在远程位置比如客户
的数据库工作，并在随后的日期签入回源数据库且使用这些更
改更新源进度,
 在导入至其他数据库时，外部日期会在源数据库内存在项目间
逻辑关系时被创建；
 这些外部日期类似最早开始和最晚完成限制条件且会影响进度
的计算。你在导入一个项目时应注意总是检查外部日期。

26 –实用工具 – 总结
26.1 - 反馈项目
26.2 - 高级进度计算选项
26.3 - 审计线索栏位
26.4 - Excel导入和导出工具
26.5 - 导出的注意事项和/或限制
26.6 - 导入的注意事项和/或限制
26.7 - 项目导入和导出
26.8 - 签入和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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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P6的赢得值管理

P6的赢得值管理

 27.1 - 绩效评估目标计划

 本模块不会教授赢得值 – 挣值（POBOK），但会解释P6赢得
值功能的运算方式。

 27.2 - 计划值
 27.3 - 赢得值

 因此，在你阅读本章之前，你将需要对赢得值绩效评估及相关
术语有很好的了解。

 27.4 - 实际费用
 27.5 - 尚需完成值
 27.6 - 作业使用S曲线
 27.7 - 曲线图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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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值绩效评估曲线

Page 451

27.1 - 绩效评估目标计划

赢得值管理使用的主要曲线为：

 Primavera中的PMB可从目标计划项目的预算或完成时值得到



绩效评估目标计划（Performance Measurement Baseline – PMB）
，为时间阶段的完成时预算（Budget at Completion - BAC）

 P6决定设定哪个值为绩效评估目标计划的功能：



计划值（Planned Value – PV）,或已进度工作的预算费用（
Budgeted Cost of Work Scheduled – BCWS），为从PMB得到的某个
时间点的计划工作的价值。



赢得值（Earned Value – EV），或已执行工作的预算费用（
Budgeted Cost of Work Performed – BCWP），为某个时间点已完
成工作的值。



实际费用（Actual Costs – AC），或已执行工作的实际费用（
Actual Cost of Work Performed – ACWP），为某个时间点完成工
作的支出。



尚需完成值（Estimate to Complete – ETC），为尚需工作的修订
后的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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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项目(P)，分配目标计划…小窗口可选择项目目标计划和主要用
户目标计划的目标计划项目；
 项目窗口，设置标签页的用于计算赢得值的目标计划可选择用于
P6计划值的是项目目标计划还是用户第一目标计划；
 管理员(A)，管理设置(P)…，赢得值(V)标签页的赢得值计算部
分，当根据目标计划计算赢得值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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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 计划值

计划值
 已进展进度无法选择和显示的选项如下：

计划值可显示为：

 最晚预算值

 列表数据可在：

 计划材料数量
 计划其他费用数量

 作业使用剖析表

 图形数据可在：
 作业使用直方图

 下列窗口或窗格的计划数据显示了从当前进度计划日期和当前
进度预算值得出的预算项的值，应谨慎使用：
 资源使用剖析表

 跟踪窗口通过创建一个项目甘特图/直方图。

 资源直方图

 栏位数据可在：

 资源分配

 跟踪窗口通过创建一个项目表格，
 作业窗口使用计划费用或计划工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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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 赢得值
 P6有一个名为执行完成百分比的项用于计算每个作业的赢得值
；

赢得值
 计算赢得值的示例：

 P6中有一些计算每个WBS节点所有作业的执行完成百分比的选
项，反过来也用于计算赢得值：
 默认值在管理员(A)，管理设置(P)…，赢得值(V)标签页进行设
置，
 这些选项在WBS节点值对所有分配至WBS节点的作业进行管理，且
每个WBS节点可能会有不同的值。
 打开WBS窗口，赢得值标签页查看这些大都一目了然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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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 实际费用

27.5 - 尚需完成值

 这些为在执行工作中产生的实际费用，通常计算为已付款总额
加上权责发生额（Accruals）。Primavera中可记录实际费用
和实际数量并以两种方法显示：

 P6有两个独立计算的尚需完成值项：
 资源和其他费用数量及费用的尚需完成值，通常称为尚需费用或
尚需数量。

 至今总数，或

 P6赢得值计算的尚需完成值，称为尚需完成值（费用）或尚需完
成工时数。

 当保存周期值时从统计周期值计算得出。

 注释：用户理解这两项的区别并知道使用及显示的是哪个是十
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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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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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教员注释

27.6 - 作业使用S曲线
 教员过一遍这些选项：

27.7 - 曲线图形示例
 下图的曲线显示了从零点而
不是从实际曲线末端起绘制
的尚需和最晚尚需曲线；
 传统赢得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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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P6的赢得值管理 –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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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7.1 - 绩效评估目标计划

 问题？

 27.2 - 计划值

 完成反馈表；

 27.3 - 赢得值

 我们达到您的要求了么？

 27.4 - 实际费用
 27.5 - 尚需完成值
 27.6 - 作业使用S曲线
 27.7 - 曲线图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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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课程结束之后清理数据库：
请您删除所有的：
 用户过滤器
 用户视图

感谢您的参加

 创建的资源而不是资源节点
 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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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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