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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馆彩虹儿童乐园工程建设管理初探
张

倩

（上海科技馆，上海 200127）

[摘 要] 彩虹儿童乐园是上海科技馆建馆八年后首次实施的大规模常设展区更新改造项目，于 2010 年 7 月建成对

外试开放，其先进的儿童展示教育理念，大量集趣味性、互动性和前沿性为一体的展示手段，深受公众和孩子们
的喜爱，也获得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本文通过对彩虹儿童乐园工程建设历程的回顾，分析整建制展区改造建
设管理的模式及特点，提出更新改造项目管理中需思考的问题，为提升科技馆更新改造工作管理水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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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s Rainbow Land is the first integral construction project after the setting up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This area is open to the public in the July of 2010. The advanced education concept, interesting and

interactive ways of exhibits attract lots of public；also win high evaluation from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museums.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is project，analyze the model and trait of the management，and raise the

question need to be considered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These thinking could provide experience for reconstruction of other
science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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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项目管理理论认为，项目就是一个组
织在既定的资源和时间、人员以及其他资源的
限制下，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所开展的有一定特
点 的 一 次 性 活 动 [1]。 美 国 项 目 管 理 协 会 PMI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认为：“项目是
为创造特定产品或服务的一项有时限的任务。”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 认为：“项目是由一系列具有开
始和结束日期、项目协调和控制活动组成的，
并通过实施活动而达到满足时间、费用和资源
等约束条件和实现项目目标的独特过程。” [2]
一般而言，项目管理就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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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运用各种技能和方法，采用系统的观点和
理论，通过建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对项目进
行高效率的、有目的的计划、组织、领导、协
调、沟通和控制，从而达到项目的指定目标的
过程所开展的各种管理活动[3]。
科技馆展示项目从立项到展示结束的过程
具有“工程”特点 [4]。科技馆展示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不仅程序多、专业性强、涉及面
广，而且其运作有自己内在的特定规律。作为
现代展示领域的工程项目，科技馆建设管理过
程即是展示项目管理实施过程，可以按工程项
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来组织、管理 [5]。本文将
从项目管理者的角度，结合上海科技馆彩虹儿
童乐园改造工程实际案例，分析整建制展区改
造项目管理的特点，提出展示工程项目管理流
程的方法。

在必行的工作。
根据更新改造力度和涉及面的不同，经过
对展区现状的调研与分析，上海科技馆的更新
改造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对于不同模式的分析
有助于我们确定项目管理的具体方式。

1 更新改造的基本模式

1.3 整建制改造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科技馆的展
示内容、展教理念、展示技术也不断在革新，
如果还局限于原有展示内容，或者零星引进和
研发展项展品，很难做到科技馆的常展常新和
可持续发展。有计划地进行以展区为基础的改
造更新，能给观众留下良好的、深刻的展厅整
体形象，能够持续吸引观众和保持社会的关注
度 [6]。因此，更新改造工作是每个科技馆建馆
数年后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全国的科技馆
已越来越重视常设展览更新改造工作，并放到
重要的议事日程，如中国科技馆新馆就把常设
展览的更新周期定位为 5~10 年，合肥科技馆
逐年实施整建制、整楼层的展区更新改造，用
5 年时间打造了一座全新的科技馆，凸显了他
们对更新改造工作的强烈意识。对于上海科技
馆而言，尤其是一期展区，策划制作完成至今
已有十年，这期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科
学理论、技术创新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
变革。如何及时地将最新、最前沿的科技反映
在我们的展示中，是上海科技馆作为科普教育
基地的重要社会职责，因此更新改造是一项势

1.1 个别优化

通过对展区内现有的个别展品展项和局部
装饰、设施的优化调整、设备替换来达到效果
提升的目的。如局部投影系统更新维护、图文
写真更换、系统的优化等。
1.2 局部改造

对于深受游客欢迎且展示主题时效性要求
不强的展区，我们将在基本保持展区内容主题
和框架的基础上，保留大部分受观众欢迎的展
品，撤销老化严重或展示效果不佳、不受欢迎
的展品，并增加和补充部分新的展示项目，如
根据社会热点增加相关的科学内容。
整建制改造是指对整个展区进行拆除后实
施改造。根据对原有展示主题是否保留的情
况，分为全面改造、展区重设两种形式。
1.3.1 全面改造

对于主题稳定、深受游客欢迎，但展项展
品技术含量较高、相关内容和技术更新较快的
展区，我们将保留原有的展示主题，完善或重
构展示内容框架，重新进行展区总体规划和展
项展品的策划实施。如“儿童科技园”仍然针
对少年儿童，但全面更新为“彩虹儿童乐园”
并做整体的提升。
1.3.2 展区重设

对于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
的展区以及与新建自然博物馆内容重叠的展
区，我们将撤销原有展区，重新设置展区主题
或区域功能，以全新的思路实施改造。

2 整建制展区更新改造项目管理特点分析
整建制展区更新改造与常设展览 局部改
造、展品展项效果提升相比，工程量大、投资
额多、时间跨度长、牵涉面广。因此，在组织
构架、机构职能和制度流程上需建立健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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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严格的工程建设管理体系。
彩虹儿童乐园是上海科技馆成功实施的整
建制展区改造工程项目。项目建设的成功固然
离不开其先进的科普教育理念、创新的规划创
意、高科技的展示技术、多样化的互动参与，
但要将良好的策划思路和设计方案转化为新颖
亮丽、受观众欢迎的展品，笔者认为与实施严
格的项目建设管理分不开的，建立一个高效的
建设运行机构、执行严密的工作流程、拥有一
支协作能力强的建设团队，是取得本次工程建
设成功的重要保障。彩虹儿童乐园改造工程，
在建设管理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2.1 完善的运行机构

彩虹儿童乐园建设过程中，我馆根据工程
各阶段的特点建立相应的建设机构，分步推进
工程建设。彩虹儿童乐园展区中包含了数理
化、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各类知识点，展览
策划团队需要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进行组合。
为此，在调研和方案策划初期，策划团队由教
育学、动物学、植物学专业背景的内容策划人
员及展示设计、展示技术成员组成。在将内容
创意转化为展示方案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专业
特长。内容策划人员对知识点和科学性进行审
核，展示设计、展示技术人员对内容方案的表
现形式和展示手段进行研究，项目负责人对改
造总体思路、理念定位、展示主题和展示方案
的选择等全局性问题进行把关，从而分工合
作，达到效率最大化。
展示方案确定，完成招标及合同签订后，
工程实施前期又建立了展区更新改造现场协调
组织机构，对工程投资、质量、进度目标等方
面进行推进。该组织机构从总协调和总体效果
控制、现场协调、展项技术管理、设计管理、
现场施工及安全管理、计划及文档资料等方面
进行责任分工，明确任务 （见图 1）。
2.2 有效的投资控制

方案策划阶段，项目团队开展了大量的前
期调研，进行展示技术手段的论证分析和价格
征询，因此，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项目
预算已十分细化、准确性高。在招投标及合同
50

图 1 组织构架图

签订、深化设计和工程实施阶段，项目团队继
续严格把控预算，从而对工程投资进行了有效
的控制。
2.2.1 增加合同执行价中间环节的控制

一般的展项工程，在合同签订阶段为合同
中标价 （暂定价），竣工结算完成后为合同结
算价。彩虹儿童乐园展项工程，在合同中标价
和合同结算价中间增加了合同执行价这个环
节。即深化设计完成后，业主组织监理单位对
承建单位提交的深化设计图纸和预算书进行审
核，并据此由合同中标价确定为合同执行价。
并且，合同 执行 价不 得超 过合 同中 标价 的
110%，从而为后期合同结算价的控制进行把
关。比如，我们在深化设计阶段对设备的选用
严格审核，如出现原合同规定的设备型号停产
的情况下，要求替代产品的等级不低于原来的
型号，但价格不能高于原来的型号，从而控制
了因设备更换而引起的费用上升。
2.2.2 对专业分包费用进行控制

彩虹儿童乐园布展深化设计 及施工项目
总包单位负责承建装饰及安装工程，其他如
灯光设备、PU 地板、场景造景、展品展项外
包装及图文版等分项工作均委托其他单位进
行制作。为了确保展品的质量、效果及投资
控制，业主方对总包单位指定的专业分包商
分别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其制作能力和信
誉度，对于可信度差、专业能力薄弱及达不
到业主要求的分包商，责令总包单位进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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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同时，业主方会同总包单位与分包商进
行价格商谈，以求降低单价成本。比如，影
响到整体环境效果的 PU 地板 （聚氨酯地坪），
德国进口的产品价格比国内同类产品要贵一
倍，但我们坚持选用进口产品，通过与德国
巴斯夫在国内的总代理商进行洽谈，地板单
价从原来的 180 元 / 平方米下降到 148 元 /平
方米；设计顾问指定的进口灯具，在确保原
有效果的前提下，寻找国产替代产品，大大
降低了灯光设备的总体费用。
布展深化设计及施工 项目合 同价为暂定
价，竣工验收后按照项目结算书、变更、签证
等文件确定的结算价为 1 674.87 万元，出于业
主设计变更、装饰效果完善等原因，虽然较合
同价增加了 269.77 万元，但整个工程费用为
3 588.18 万元，仍控制在总预算额内。彩虹儿
童乐园工程总投资预算额、分项预算及投资控
制情况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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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该流程涵盖了从立项报批、前期准备，
到工程实施和工程收尾各阶段的主要工作环节
和步骤。进场施工前，工程项目组会同施工单
位研究编制了 《彩虹儿童乐园展区更新改造实
施工作方案》，从组织构架、施工安全预防、
施工应急预案、展区拆除方案等方面制定了详
实、可操作的工作方案，为下一步工程实施奠
定了基础，做好充分准备。

2.3 高效的工程管理

彩虹儿童乐园工程自 2010 年 1 月 4 日开
工，至 2010 年 5 月 20 日基本完工，扣除春节
长假，实际施工时间仅四个月有余，其中还包
括了两个展区拆除时间 38 天。能在如此短的
时间里，完成一个大规模的展区更新改造任
务，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火险等
安全事故及治安案件，这与建设团队 实施严
格、高效的工程管理是分不开的。
工程建设期间，涉及与外单位的日常事务
处理，需要建立一套严密、规范的工作流程进
行管理。工程项目组在听取相关部门意见的基
础上，制定了 《上海科技馆展区更新改造工作

图 2 整建制展区更新改造工作流程图

3 对科技馆更新改造项目管理的思考
“彩虹儿童乐园”项目建设的圆 满完成，

表 1 彩虹儿童乐园工程总投资预算额、分项预算及投资控制情况表
分类
整体规划设计
布展深化设计
及施工
展品展项(8 个
标段)
代理、监理服
务及管理费
总计

预算价格(万元) 分项比例 合同价格(万元) 结算价格(万元) 结算价与预算价相比

备注
其中 设计及 设计 顾问 费
378.11 万 元 ， 设 计 补 偿
金 37.58 万元
其中 施工费 合同 暂定 价
1 335.95 万元

0 415.800

011.10%

0 415.69

00 415.69

000-0.110

1 405.100

037.70%

1 399.90

1 674.87

0+269.770

1 764.00.00

047.30%

1 398.14

1 402.98

0-361.020

-

146.44

003.90%

0 086.57

0 094.64

00-51.800

-

0-143.160

-

3 731.34
3 588.18
3 300.30
100.00%
注院 以上数据来源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投资监理提供的审价结算数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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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馆常开常新，保持行业内的领先水平迈出
坚实一步，也为后续的展区更新改造工作实施
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彩
虹儿童乐园项目建设中，笔者对科技馆更新改
造工作有以下几点思考。
3.1 科学规划、分步实施

在科技馆行业，保持一定的展品更新率是
保证观众重复参观率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
更新改造是科技馆一项长期的工作，需有专门
的队伍进行研究和规划。在进行更新改造规划
时，应将科技馆所有的展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考量，以确保总体展示框架的完整性；在全面
调研、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各展区的实际
情况确定更新改造的模式和先后顺序，分步实
施改造。
目前，上海科技馆已完成首个展区 更新
改造任务，即将“视听乐园”和“儿童科技
园”展区整体改造为“彩虹儿童乐园”展区，
还有 12 个展区，也相继出现部分展品设备老
化严重，个别展区主题单一、内容陈旧、与
社会热点紧密性不强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
在近几年内实施更新。2011 年 12 月，我馆成
立了常设展更新改造实施方案研究小组，经
过一年多的深入调研及方案讨论，已初步形
成 《上 海 科 技 馆 常 设 展 更 新 改 造 中 长 期 规
划》。今后将按此规划，实行“整体设计，逐
步改造”，相继完成部分展区和展项展品的更
新工作，逐步体现科技馆与时俱进的展示规
划设计理念。
3.2 重视更新改造必要性及可行性的研究

任何项目都必须对项目立项进行必要性分
析，对项目的经济、环境、安全等各方面进行
可行性研究，从而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尤
其是像彩虹儿童乐园这样的市政公益类项目，
更需要就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从而为政
府资金投入提供有力的说服资料。因此，可以
说必要性分析是整个项目得以立项的前提，而
可行性分析是项目得以推进的依据。因此展区
更新改造前，对更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
究，是实施更新改造决策的关键所在，是更新
52

改造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更新改造必要性研究，首先应从展区现状
调研入手，通过对一线管理员和观众的访谈，
对展区的运行情况作全面了解，如展品的受欢
迎程度、目标观众、展品的设备状况、目前存
在的问题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其次，还需开展
同类场馆的调研，并向相关专家进行咨询访
谈。根据调研结果，对更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做出分析。
项目组在确定改造的目标，完成展示内容
方案的策划设计后，应征求馆内部门和馆外专
家的意见，以进一步优化调整方案。在此基础
上，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更新方案实施的
可行性进行评估论证。评估的内容力求全面，
从需求分析、展示内容、设计方案、实现的技
术手段、新技术和技术难点、团队组成、计划
进度、经费预算、目标和预期效益、存在风险
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估，从而形成客观的论证意
见。对于专家意见不统一或技术复杂的项目，
可适当增加专家论证会的次数，为科学决策和
管理提供参考。
3.3 充分做好展区拆除预案
3.3.1 研究拆除物资的处置方案

施工前数月，建设单位应对拆除展区物资
的搬移和使用进行通盘考虑，可根据各单位的
实际情况，按“自用”、“对外支持”和“报
废”三类，对拆除物资的资产处理进行研究。
同时，更新改造项目组应对拆除展品再恢复进
行可行性评估，为支援边远地区的科技馆进行
展项的再利用提供技术支持。
3.3.2 制定周密的拆除方案

对于很多科技馆而言，具有丰富的建设
新馆经验，但在更新改造方面，缺乏展区拆
除的经验。展区拆除方案应措施明确、步骤
清晰、操作性强，需由项目组会同施工单位
共同研究制定，以避免细节遗漏和工序考虑
不周。并按展品展项、AV 及灯光分控系统、
场景及装饰、图文版、灯箱标识、导览多媒
体、办公用具等分类，分别制定详细的拆除
方案。拆除过程中，项目组要对拆除、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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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新知

装箱、垃圾清运等各环节进行实时跟踪和记
录，明确展品登记造册、标签制作和装箱的
办法，为拆除展品设备的日后查找及调拨提
供方便。展区拆除完成后，项目组要及时对
拆除情况进行总结，为日后其他展区的拆除
工作提供借鉴和经验。

4 结语
有计划地进行展区更新改造，是实现科技
馆常开常新、提升科普展示水平的有效途径。
新时期的科技馆应该以整建制改造、局部改造
和效果提升等多种方式的合理结合，形成系统
化、多层面的更新改造模式，统筹规划，分步
实施，尤其注重项目管理的有效性，有序推进
科技馆的更新改造，从而持久地吸引观众，提
高科技馆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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