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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一、正确计算工程量的意义 工程量是以自然计量单位或物

理计量单位表示的各分项工程或结构构件的工程数量。 自然

计量单位是以物体的自然属性来作为计量单位。如灯箱、镜

箱、柜台以 “个”为计量单位，晒衣架、帘子杆、毛巾架以

“根”或“套”为计量单位等。 物理计量单位是以物体的某

种物理属性来作为计量单位。如墙面抹灰以“m2”为计量单

位，窗帘合、窗帘轨、楼梯扶手、栏杆以“m”为计量单位

等。 正确计算工程量，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工程计价以工程量为基本依据，因此，工程量计算的准确

与否，直接影响工程造价的准确性，以及工程建设的投资控

制。 2、工程量是施工企业编制施工作业计划，合理安排施

工进度，组织现场劳动力、材料以及机械的重要依据。 3、

工程量是施工企业编制工程形象进度统计报表，向工程建设

投资方结算工程价款的重要依据。 二、工程量计算的依据 1

、施工图纸及配套的标准图集 施工图纸及配套的标准图集，

是工程量计算的基础资料和基本依据。因为，施工图纸全面

反映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结构构造、各部位的尺寸及工程

做法。 2、预算定额、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根据工程计价的

方式不同（定额计价或工程量清单计价），计算工程量应选

择相应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编制施工图预算，应按预算定额

及其工程量计算规则算量；若工程招标投标编制工程量清单

，应按“计价规范”附录中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算量。 3、施



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施工图纸主要表现拟建工程的实体项

目，分项工程的具体施工方法及措施，应按施工组织设计或

施工方案确定。如计算挖基础土方，施工方法是采用人工开

挖，还是采用机械开挖，基坑周围是否需要放坡、预留工作

面或做支撑防护等，应以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为计算依

据。 三、工程量计算的方法 （一）工程量计算的基本方法 工

程量计算之前，首先应安排分部工程的计算顺序，然后安排

分部工程中各分项工程的计算顺序。分部分项工程的计算顺

序，应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因素确定（见第二章、第二节

，合理安排工程量计算顺序）。 同一分项工程中不同部位的

工程量计算顺序，是工程量计算的基本方法。分项工程由同

一种类的构件或同一工程做法的项目组成。如“预应力空心

板”为一个分项工程，但由于建筑物的开间不同，板的荷载

等级不同，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型号，其计算方法就是分别

按板的型号逐层统计汇总数量，然后再查表计算出相应的混

凝土体积及钢筋用量。再如“内墙面一般抹灰”为一个分项

工程，按计算范围应包括外墙的内面及内墙的双面抹灰在内

，其计算方法就是按照工程量计算规则的规定，将各楼层相

同工程做法的内墙抹灰加在一起，算出内墙抹灰总面积。 计

算工程量时应注意：按设计图纸所列项目的工程内容和计量

单位，必须与相应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中相应项目的工程内容

和计量单位一致，不得随意改变。 为了保证工程量计算的精

确度，工程数量的有效位数应遵守以下规定： 以“吨”为单

位，应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数字，第四位四舍五入；以“立方

米”、“平方米”、“米”为单位，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字，第三位四舍五入；以“个”、“项”等为单位，应取整



数。 计算工程量，应分别不同情况，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 1、按顺时针顺序计算 以图纸左上角为起点，按顺时针方

向依次进行计算，当按计算顺序绕图一周后又重新回到起点

。这种方法一般用于各种带形基础、墙体、现浇及预制构件

计算，其特点是能有效防止漏算和重复计算。 2、按编号顺

序计算 结构图中包括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构件，而且分布

在不同的部位，为了便于计算和复核，需要按构件编号顺序

统计数量，然后进行计算。 3、按轴线编号计算 对于结构比

较复杂的工程量，为了方便计算和复核，有些分项工程可按

施工图轴线编号的方法计算。例如在同一平面中，带型基础

的长度和宽度不一致时，可按A轴①～③轴，B轴③、⑤、⑦

轴这样的顺序计算。 4、分段计算 在通长构件中，当其中截

面有变化时，可采取分段计算。如多跨连续梁，当某跨的截

面高度或宽度与其他跨不同时可按柱间尺寸分段计算，再如

楼层圈梁在门窗洞口处截面加厚时，其混凝土及钢筋工程量

都应按分段计算。 5、分层计算 该方法在工程量计算中较为

常见，例如墙体、构件布置、墙柱面装饰、楼地面做法等各

层不同时，都应按分层计算，然后再将各层相同工程做法的

项目分别汇总项。 6、分区域计算 大型工程项目平面设计比

较复杂时，可在伸缩缝或沉降缝处将平面图划分成几个区域

分别计算工程量，然后再将各区域相同特征的项目合并计算

。 （二）工程量快速计算方法 该方法是在基本方法的基础上

，根据构件或分项工程的计算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来的简便、

快捷方法。其核心内容是利用工程量数表、工程量计算专用

表、各种计算公式加以技巧计算，从而达到快速、准确计算

的目的（见第三章，分项工程量快速计算方法与技巧）。 四



、《计价规范》简介 《计价规范》是国家建设部与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用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

规范。其目的是为了规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行为，统

一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和计价方法。 （一）一般概念 

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招标人按照

国家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提供工程数量，由投标人依据工

程量清单自主报价，并按照经评审低价中标的工程造价计价

方式。 工程量清单，是表现拟建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

措施项目、其他项目名称和相应数量的明细清单，由招标人

按照《计价规范》附录中统一的项目编玛、项目名称、计量

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和施工图纸及工程现场实际进行编制

，包括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

。 工程量清单计价，是指投标人完成由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

清单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工程量清单计价采用综合单价计

价。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应遵循客观、公正、公平

的原则。除应遵循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及标准、规范的规定。 （二）《计价规范》的内容 《计价规

范》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构成，二者具有同等效力。 1、正

文 正文分五个部分，包括总则、术语、工程量清单编制、工

程量清单计价、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等内容，分别就“

计价规范”的适用范围、遵循的原则、编制工程量清单应遵

循的规则、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的规则、工程量清单及其计

价格式作了明确规定。 2、附录 附录包括：附录A、附录B、

附录C、附录D、附录E、五个部分，其中包括项目编码、项

目名称、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工程内容。 （1） 附



录A：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适用于工业与

民用建筑物和构筑物工程。 （2） 附录B：装饰装修工程工程

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物和构筑物

的装饰装修工程。 （3） 附录C：安装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及

计算规则，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安装程。 （4） 附录D：市政工

程工程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适用于城市市政建设工程。 

（5） 附录E：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适

用于园林绿化工程。 （三）《计价规范》的特点 1、强制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计价规范》是由国家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以规范的形式颁布，规

定全部使用国有资产投资或国有资产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设

项目应执行本规范。 （2）《计价规范》明确规定，工程量

清单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规定了招标人在编制工程量

清单，以及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报价时应遵循的各项规则，强

制规定编制工程量清单要做到四统一，即：统一项目编码、

统一项目名称、统一计量单位、统一工程量计算规则。 2、

竟争性 工程量清单计价是按“量”、“价”分离的方式计价

的，《计价规范》只对“量”的计算作了规定，对综合单价

中反映的工料机消耗标准、单价、施工方法与措施未作规定

，因此，在工程招标投标中，投标人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施

工技术和管理水平、工料机三项要素的消耗标准、间接费发

生额度以及预期的利润要求，参与投标报价公平竟争。 3、

实用性 《计价规范》附录中工程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的项

目名称表现的是工程实体项目，项目名称明确清晰，工程量

计算规则简洁明了，特别还有项目特征和工程内容，易于编

制工程量清单时确定具体项目名称和投标报价。 （四）《计



价规范》的强制性规定 第1.0.3条，全部使用国有资产投资或

国有资产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设工程应执行本规范。 第3.2.2

条，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应根据附录A、附录B、附录C、附

录D、附录E规定的统一项目编码、项目名称、计量单位和工

程量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第3.2.3条，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

项目编码，一至九位应按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

附录E的规定设置；十至十二位应根据拟建工程的工程量清单

项目名称设置，并应自001起顺序编制。 第3.2.4（1）条，分

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项目名称应按附录A、附录B、附录C、

附录D、附录E的项目名称与项目特征并结合拟建工程的实际

确定。 第3.2.5条，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计量单位应按附

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中规定的计量单位确定

。 第3.2.6（1）条，工程数量应根据附录A、附录B、附录C、

附录D、附录E中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 （五）《计价

规范》的术语释义 1、工程量清单 表现拟建工程的分部分项

工程项目、措施项目、其他项目名称和相应数量的明细清单

。 2、项目编码 采用十二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一至九位为统

一编码，其中，一、二位为附录顺序码，三、四位为专业工

程顺序码，五、六位为分部工程顺序码，七、八、九位为分

项工程项目名称顺序码，十至十二位为清单项目名称顺序码

。 3、综合单价 完成工程量清单中一个规定计量单位项目所

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管理费和利润，并考虑

风险因素。 4、措施项目 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

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技术、生活、安全等方面的非工程实

体项目。 5、预留金 招标人为可能发生的工程量变更而预留

的金额。 6、总承包服务费 为配合协调招标人进行的工程分



包和材料采购所需的费用。 7、零星工作项目费 完成招标人

提出的，工程量暂估的零星工作所需的费用。 8、消耗量定

额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按照正常

施工条件下制定的，生产一个规定计量单位工程合格产品所

需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社会平均消耗量。 9、企业定额 

施工企业根据本企业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有关工程

造价资料制定的，并供本企业使用的人工、材料和机械台班

消耗量。 10、招标标底 标底是指招标人或受其委托的工程造

价咨询机构，依据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和有关要求、施

工现场实际情况，合理的施工方法以及按照省、自治区、直

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工程造价计价办法，编制

的招标预期价格。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工程招标中，

标底并不是决定投标能否中标的标准价，而是对投标进行评

审和比较时的一个参考价。 11、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是由投标

人依据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和有关要求、施工现场实际

情况，及拟定的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企业定额（或参

考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社会平均消耗量定额）、市

场价格信息，结合企业自身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编制的工

程竟标价格。 12、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是指有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的立项文件和设计任务书，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行政上

实行统一管理 的工程项目。 建设项目的名称一般是以这个建

设单位的名称来命名的，一个建设单位就是一个建设项目。

如××汽车修配厂、××水泥厂、××专科学校、××医院

等均为建设项目。 一个建设项目由多个单项工程构成，有的

建设项目如改扩建项目也可能由一个单项工程构成。 13、单

项工程 单项工程是指在一个建设项目中，具有独立的设计文



件，建成后可以独立发挥生产能力和使用效益的项目。 单项

工程，是建设项目的组成部分。如一个工厂的车间、办公楼

、配电房，食堂等，一所医院的门诊楼、办公楼、检验楼、

住院部楼、食堂、住宅楼等均属单项工程。 14、单位工程 单

位工程是指具有独立的设计文件，可以独立组织施工和单项

核算，但不能独立发挥其生产能力和使用效益的工程项目。

单位工程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它是单项工程的组成部分

。 工业与民用建筑物工程中的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电

气照明工程、设备安装工程等均属于单位工程。一个单位工

程由多个分部工程构成。 15、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是指按工程

的部位、结构形式的不同等划分的工程项目。如建筑工程中

包括土（石）方工程、桩与地基基础工程、砌筑工程、混凝

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厂库房大门、特种门木结构工程、金

属结构工程、屋面及防水工程等多个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是

单位工程的组成部分。一个分部工程由多个分项工程构成。

16、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是根据工种、构件类别、使用材料不

同划分的工程项目。如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分部工程中的带

形基础、独立基础、满堂基础、设备基础、矩形柱、有梁板

、阳台、楼梯、雨篷、挑檐等均属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是工

程量计算的基本元素，是工程项目划分的基本单位，所以工

程量均按分项工程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