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估算基础

不好的成本估算是导致项目失败的首要原因

项目早期对寿命周期成本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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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实际的成本估算有助于最终成本的最小化

精确的估算结果必须基于正确实施策略

注：弗里曼被誉为参数估算之父



PES 系统

PES（PRICE Estimating Suite）系统是以参数估算法为基础的计算机成本估算软件。内部包含多个成

本估算关系式（CERs），综合反映了产品技术特征、项目特征及组织经济环境等成本决定因素与估算输

出（成本、进度）之间的数学关系。估算关系式依据估算基本理论（LCCE，Learning Curve，In�ation 等）

和 40 来年实际项目经验建立，并配置成软件模型。

PES 系统可以评估硬件项目的全寿命周期成本（研制阶段成本、生产阶段成本及使用保障成本）以

及专用集成电路、微电子模块设计和生产成本，目标是通过建立成本估算模型，获得准确量化的估算与

分析结果。

在具体项目估算中，PES 系统建立项目的费用估算分解结构（EBS），软件核心思想建立在产品制造

复杂度的基础上，技术是产品成本构成的内核，在产品的成本估算中，通过引入了工程复杂度以及技术

成熟度的概念，使产品的成本、进度估算与技术研发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对项目的研制费、购置成

本、使用保障费进行估算，提高成本估算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PES 系统较好地解决了装备寿命周期费用分析问题，增强了项目成本过程管控的针对性与及时性，

对解决装备发展“拖、降、涨”问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PES 系统从武器装备出发，综合考虑产品技术特征、项目特征、承制单位组织经济环境，广泛应用

于政府和国防军工项目。

PES 系统可与挣值管理（EVM）系统集成。基于 PES 系统对项目成本、进度的评估结果，制定绩效

监控基线。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将项目的实际成本、进度和基线进行比较，实现项目成本、进度的监

督和控制。

PES 系统提供与 Microsoft Excel 的数据接口。通过 Excel 将估算数据导入到 PES 系统，并可将估算结

果输出到 Excel，并可定制各种输出报表和图表。

产品概述

核心思想

产品应用



PES 系统应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在立项阶段，对项目经费进行论证分析、辅助报价；

制定项目预算及年度预算，预估项目经费风险；

在项目方案阶段，辅助进行方案权衡分析，

确定最优设计方案；

辅助实施定费用设计（DTC）方法；

外协外购供应商选评；

历史项目成本数据知识积累。

PES 系统包括成本进度估算模块以及企业解决方案，包括以下模块：

PRICE H 研制生产成本估算模块；

PRICE HL 寿命周期 ( 使用、保障 ) 成本估算模块；

PRICE M 专用集成电路和微电子模块设计和生产估算模块；

PRICE E 与 Excel 的集成数据接口，全部拥有成本 TOC 建模工具；

PRICE Knowledge Manager / Base 成本知识管理工具和数据库。

系统组成

knowledge
manager / base

PRICE H
硬件研制和生产

PRICE HL
硬件使用和保障

PRICE M
专用集成电路
和微电子模块

成本知识管理工具
和数据库Excel 数据接口

PES  估算模块 PRICE Enterprise



PRICE  H

模块介绍

概述

PRICE H 模块应用参数法建立硬件产品的精确估算模型，估算项目研制、生产阶段系统、分系统及

独立部件的成本、资源和进度。

PRICE H 模块提供了快速、有效、易于学习的项目成本估算的平台；

交互式的操作，以对话框输入和输出数据；

用少量、易懂的输入参数，完整、有效地描述了产品技术特征；

模型具备对输入数据一致性及合理性进行内部自检的能力；

提供 Microsoft Excel 数据接口，更快速便捷地实现数据录入、参数导入及估算结果导出功能；

通过定制模型，以适应不同的费用分类方法；

报表和图形化的输出方式，更直观地表达了项目各阶段、装备各部分的成本和进度。

PRICE H 模块功能组成 :

PRICE H模块

估算分解结构建立

成本决定因素定义

成本进度分析

成本风险量化



估算分解结构建立

PRICE H 模块中，根据装备产品分解结构（PBS）

建立项目估算分解结构。在软件工具箱中，机械结构

件、机电件、商用货架产品、调拨件、改型件和直接

计入件等硬件项目都可以集成到估算分解结构中。

PRICE H 模块包含了用于校准的功能单元，应用校准

功能可以通过历史项目实际数据获得反映组织生产力

的产品制造复杂度。

成本决定因素定义

PRICE H 模块中可定义武器装备技术特征、项目特征及组织经济环境，估算模块从核心成本不断修正

获得最终结果。



成本进度分析

PRICE H 模块可以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模型

维护和校准，以量化的制造复杂度值反映产

品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承制单位生产力水平，

校准后的估算精度达到：

系统级的总成本误差在 5% 以内；

分系统级误差绝对值在 15% 以内；

零部件级最大误差在 30% 以内。

PRICE H 模块估算项目研制、生产阶段工

程任务（设计、制图、系统工程、项目管理

和文档管理）和制造任务（样机 / 产品制造和

工装测试设备制造）的材料费、工时费和间接费。PRICE H 模块不估算项目所需的外场试验费、设施建设费和

软件研制与维护费，但是如果这些费用已知，PRICE H 模块可以把这些费用加入总费用中。

成本风险量化

PRICE H 模块具有强大的风险分析能

力，可以辅助对项目成本的风险进行评估

和分析。通过建立可量化的风险模型，以

置信度来衡量设计中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对成本的影响，从而使项目决策人员尽早

采取风险规避措施，降低和控制项目经费

风险。

合理的执行经费风险分析是项目成本

估算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PRICE H 模块可

以建立不确定因素分布，通过应用蒙特卡

洛等仿真方法，分析各类成本项的经费风

险（置信度从 5% 到 95% 下的成本）以及临界成本（50% 置信度）。

PRICE H 模块可以定义风险发生的概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评估不确定因素对成本的影响，并以图形化方

式显示。



PRICE HL

概述

武器装备成本估算不仅要关注采购费用，更应

注重全寿命周期成本。PRICE HL 模块用于估算武器

装备项目的使用保障成本。

与 PRICE H 模块集成应用

PRICE HL 模块与 PRICE H 模块在同一软件框

架内，通过与 PRICE H 模块的集成应用，建立武

器装备系统寿命周期费用模型，以能够在项目早

期阶段对各备选方案的全寿命周期成本（研制费、

购置费和使用保障费）进行快速、准确、可靠估

算与分析。

PRICE HL 模块可以和 PRICE H 模块共享估算

分解结构，并可以快速地从 PRICE H 模块中生成

与硬件可靠性、维修性及保障有关的参数数值，

这对于早期方案论证阶段评估装备使用保障经济

性是非常有益的。

PRICE HL 模块功能组成 :

PRICE HL模块

与PRICE H模块集成应用

维修方案定义

装备部署情况描述

寿命周期费用分析



维修方案定义

PRICE HL 模块中提供了 28 种标准的维修方案，并允许用户定制自己的维修方案矩阵，模块对每种维

修方案的维修工作流程做出预先定义，通过计算获得每种维修方案对应成本，并根据具体项目情况，确定

最佳成本效益维修方案。

战区装备部署情况描述

PRICE HL模块可以描述各战区装备部署情况，包括各战区备件库和维修车间数量、装备部署时间、

装备数量及装备运行时间等。



寿命周期费用分析

PRICE HL 模块可以生成多种报表，分别按研制、生产和保障三个阶段输出任务设备、保障设备、备件、

供应管理、工时费、承包方保障成本和其它成本等七类寿命周期成本；对各维修级别的备件数量做出评估；

并可以输出系统、分系统和各部件的可靠性、可用性和战备完好性，以及装备寿命周期投资强度规划。



Knowledge Manager/Base

概述

知识资本，是组织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积累、存储和重复利用与武器装备项目性能、技术和

成本有关的数据，不仅有助于新项目成本估算工作，也帮助提高组织核心竞争力。

PRICE Knowledge Manager/Base 模块可以帮助用户建立自己的成本知识数据库，通过使用成本

知识管理工具和数据库模块，可以达到数据积累和重复利用的目的。

PRICE Knowledge Manager/Base 的解决方案：

关注于组织特定的历史数据和 PRICE System 提供的工业平均数据；

利用关键字在数据库中搜索分级的估算分解结构；

基于历史项目实际数据，对主要成本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和预测；

根据数据库历史相似项目成本数据，通过类比估算新项目成本。

与 PRICE H/HL 模块集成应用

PRICE Knowledge Manager 是一个与 PES 估算模块集成应用的知识管理应用工具。PES 系统通过功能强

大的用户接口，把 SQL 或 ORACLE 数据库与 PES 估算模块结合在一起，为用户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协同工作的

环境。

成本估算人员可以通过 PES 成本估算模块，对项目性能、技术和成本进行定量描述。通过 Knowledge 

Manager 知识管理工具将组织的历史项目数据或经验数据直接传送到 Knowledge Base 数据库中。利用

Knowledge Manager 的数据管理功能，成本估算人员可以为项目相关数据定义关键字和分级的属性，通过关

键字可以进行数据搜索，并选定、提取数据到 PES 估算模块。

Knowledge Manager/Base
软件模块

与PRICE H/HL模块集成应用

Knowledge Manager数据管理和分析

Knowledge Base数据库



Knowledge Manager 数据管理和分析

Knowledge Manager 通过指定关键字的方式，可以对成本知识数据库中的历史项目技术、性能和成本

数据进行分级管理。



应用 Knowledge Manager 进行技术进步预测，定量分析与项目有关的主要参数。

Knowledge Base 数据库

PRICE System 经过 40 来年的项目经验，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成本知识经验数据，存储到 PRICE 

Knowledge Base 知识库中，其中包含工业平均制造复杂度。这些数据可以作为企业自身知识库的有益

补充，以及用户估算的参考依据。

Knowledge Base 中的主要数据包括：

Hardware Templates：硬件模板；

PRICE H Industry Standard Knowledge Base：PRICE H 工业经验数据知识库；

PRICE H complexity values：PRICE H 制造复杂度值。



PES 系统已经逐步应用于我国国防军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主要包括：

典型应用

  * 总装系统所 

  * 空军装备研究院总体所

  * 中国海军装备论证中心

  * 总参陆航研究所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系统总体部

  * 中国商飞

  * 中国舰船研究院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 中航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 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 中航工业洪都集团

  *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政府军方 工业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