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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_E5_86_8C_c47_519561.htm 八、建设工程造价的确定 （一

）考试目的 通过对建设工程造价确定内容的考核，测试考生

对工程计价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情况，考核考生进行工程造价

核算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以下内容： （1）

设计概算的概念和内容； （2）单位建筑工程概算编制方法

； （3）施工图预算的概念和内容； （4）一般土建工程施工

图预算的编制程序与方法； （5）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基本内

容和方法； （6）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步骤和程序。 2.熟悉以下

内容： （1）设计概算的主要作用和编制依据； （2）单位设

备及安装工程概算编制方法； （3）施工图预算的主要作用

和编制依据； （4）工程量清单统一格式。 3.了解以下内容：

（1）投资估算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2）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和建设项目总概算的编制方法； （3）给排水、采暖、燃气

、电气照明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4）工程量清单

计价及其作用； （5）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6）

工程量清单计价与定额计价的异同； （7）工程结算和竣工

决算的内容。 （三）要点内容 1.设计概算的概念和内容。设

计概算是在投资估算的控制下由设计单位根据初步设计（或

技术设计）图纸及说明、概算定额（概算指标）、各项费用

定额或取 费标准（指标）、设备、材料预算价格等资料，编

制和确定的建设项目从筹建至竣工交付使用所需全部建设费

用的文件。设计概算包括静态和动态投资两个部分，可 分为



单位工程概算、单项工程综合概算和建设项目总概算三级。

单位工程概算是确定各单位工程建设费用的文件，是编制单

项工程综合概算的依据，是单项工程综合 概算的组成部分。

对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而言，单位工程概算按其工程性

质分为建筑工程概算和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两大类。建筑工

程概算包括土建工程概算， 给排水、采暖工程概算，通风、

空调工程概算，电气照明工程概算，弱电工程概算，特殊构

筑物工程概算等，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包括机械设备及安装

工程概算，电 气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以及工具、器具及生

产家具购置费概算等。单项工程概算是确定一个单项工程所

需建设费用的文件，它是由单项工程中的各单位工程概算汇 

总编制而成的，是建设项目总概算的组成部分；建设项目总

概算由各单项工程综合概算、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预备

费、投资方向调节税和贷款利息概算等汇总编 制而成。 2.设

计概算的主要作用和编制依据。设计概算的主要作用有：（1

）设计概算是国家制定和控制建设投资的依据；（2）是编制

建设计划的依据；（3）是进 行拨款和贷款的依据；（4）是

签订总承包合同的依据；（5）是考核设计方案的经济合理性

和控制施工图预算和施工图设计的依据；（6）是考核和评价

工程建设 项目成本和投资效果的依据。 设计概算的编制依据

有： （1）国家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程等；（2

）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投资估算、设计图纸等有关资料

；（3）有：关部门颁布的现行概算定额、概算 指标、费用

定额等和建设项目设计概算编制办法；（4）有关部门发布的

人工、材料价格，有关设备原价及运杂费率，造价指数等，

建设场地自取得然条件和施工条 件；（5）有关合同、协议



等；（6）其他有关资料。 3.单位建筑工程概算编制方法 （1

）概算定额法。利用概算定额编制单位建筑工程设计概算的

方法，与利用预算定额编制单位建筑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方法

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编制概算 所采用的依据是概算定

额.所采用的工程量计算规则是概算工程量计算规则。该方法

要求初步设计达到一定深度，建筑结构比较明确时，方可采

用。利用概算定额法 编制设计概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①按照

概算定额分部分项顺序，列出各分项工程的名称； ②确定各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的概算定额单价； ③计算单位工程直接工

程费和直接费； ④根据直接费，结合其他各项取费标准，分

别计算间接费、利润和税金； ⑤计算单位工程概算造价： 单

位工程概算造价=直接费 间接费 利润 税金 （2）概算指标法

。概算指标法采用直接工程费指标，是将拟建厂房、住宅的

建筑面积或体积乘以技术条件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概算指标而

得出直接工程费，然后 按规定计算出措施费、间接费、利润

和税金等，编制单位工程概算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初步设

计深度不够，不能准确地计算工程量，但工程设计是采用技

术比较成 熟而又有类似工程概算指标可以利用的情况。因此

，其计算精度较低，是一种对工程造价估算的方法，但由于

其编制速度快，故有一定实用价值。 ①拟建工程结构特征与

概算指标相同时的计算。在使用概算指标法时，如果拟建工

程在建设地点、结构特征、地质及自然条件、建筑面积等方

面与概算指标相同或相近，就可直接套用概算指标编制概算

。根据选用的概算指标的内容，可选用两种套算方法： A.以

指标中所规定的工程每平方米、立方米的造价，乘以拟建单

位工程建筑面积或体积，得出单位工程的直接工程费，再行



计算其他费用，即可求出单位工程的概算造价。直接工程费

计算公式如下： 直接工程费=概算指标每平方米（m3）工程

造价×拟建工程建筑面积（体积） 这种简化方法的计算结果

参照的是概算指标编制时期的赞值标准，未考虑拟建工程建

设时期与概算指标编制时期的价差，所以在计算直接工程费

后还应用物价指数另行调整。 B.以概算指标中规定的

每100m2建筑物面积（或1000m3）所耗人工工日数、主要材

料数量为依据，首先计算拟建工程人工、主要材料消耗量，

再计算直接工程费，在此基础上，再计算其他费用和利润税

金。在概算指标中，一般规定了100m2建筑物面积（

或1000m3）所耗工日数、主要材料数量，通过套用拟建地区

当时的人工费单价和主材预算单价，便可得到每100m2（

或1000m3）建筑物的人工费和主材费而无须再作价差调整。

根据直接工程费，结合其他各项取费方法，分别计算措施费

、间接费、利润和税金。得到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概算单价

，乘以拟建单位工程的建筑面积，即可得到单位工程概算造

价。 ②拟建工程结构特征与概算指标有局部差异时的调整。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拟建对象的结构特征与概算指标

中规定的结构特征有局部不同的情况，因此，必须对概算指

标进行调整后方可套用。调整方法如下： A.调整概算指标中

的每平方米（m3）造价。将原概算指标中的单位造价进行调

整（仍使用直接工程费指标），扣除每平方米（m3）原概算

指标中与拟建工程结构不同部分的造价，增加每千方米（m3

）拟建工程与概算指标结构不同部分的造价，使其成为与拟

建工程结构相同的工程单位直接工程费造价。计算公式如下

： 结构变化修正概算指标（元/m2）=J Q1PlQ2P2 式中：J原



概算指标； Q1概算指标中换人结构的工程量； Q2概算指标

中换出结构的工程量； Pl换入结构的直接工程费单价； P2换

出结构的直接工程费单价。 则拟建工程造价为：直接工程

费=修正后的概算指标×拟建工程建筑面积（体积） B.调整概

算指标中的工、料、机数量。将原概算指标中每100m2

（1000m3）建筑面积（体积）中的工、料、机数量进行调整

，扣除原概算指标中与拟建工程结构不同部分的工、料、机

消耗量，增加拟建工程与概算指标结构不同部分的工、料、

机消耗量，使其成为与拟建工程结构相同的每100m2

（1000m3）建筑面积（体积）工、料、机数量。计算公式如

下： 结构变化修正概算指标的工、料、机数量=原概算指标

的工、料、机数量 换人结构件工程量×相应定额工、料、机

消耗量换出结构件工程量×相应定额工、料、机消耗量 （3

）类似工程预算法。类似工程预算法是利用技术条件与设计

对象相类似的已完工程或在建工程的工程造价资料来编制拟

建工程设计概算的方法。该方法适用 于拟建工程初步设计与

已完工程或在建工程的设计相类似又没有可用的概算指标的

情况，但必须对建筑结构差异和价差进行调整。 ①建筑结构

差异的调整。调整方法与概算指标法的调整方法相同。 ②价

差调整。类似工程造价的价差调整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

类似工程造价资料有具体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用量时

，可按类似工程造价资料中的主要材 料用量、工日数量、机

械台班用量乘以拟建工程所在地的主要材料预算价格、人工

单价、机械台班单价，计算出直接工程费，再行取费，即可

得出所需的造价指标； 第二种是类似工程造价资料只有人工

、材料、机械台班费用和其他费用时，可按下面公式调整：



D=AK K=a%Kl b%K2 c%K3 d%K4 e%K5 式中：D拟建工程单方

概算造价； A类似工程单方预算造价； K综合调整系数； a%

、b%、c%、d%、e%类似工程预算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

台班费、措施费、间接费占预算造价的比重； K1、K2、K3

、K4、K5拟建工程地区与类似工程地区人工费、材料费、机

械台班费、措施费、间接费价差系数。 其他指标计算思路同

上。 4.单位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编制方法 （1）设备购置费概

算。国产标准设备原价可通过询价、查询或按主管部门规定

的现行价格计算。非主要标准设备和工器具、生产家具的原

价可按主要标准设备原价乘以主管部门或地区规定的百分比

计算。设备运杂费按有关部门规定的运杂费率计算。 （2）

设备安装工程概算的编制方法包括预算单价法、扩大单价法

、设备价值百分比法和综合吨位指标法。 5.施工图预算的概

念和内容。施工图预算是根据施工图，按照各专业工程的预

算工程量计算规则统计计算出工程量，并考虑实施施工图的

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 施工方案或方法，按照现行预算定额、

工程建设费用定额、材料预算价格和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费

用计算程序及其他取费规定等，确定的单位工程、单项工程

及建设 项目建筑安装工程造价的技术和经济文件。施工图预

算包括单位工程预算、单项工程预算和建设项目总预算。单

位工程预算包括建筑工程预算和设备安装工程预算。 对一般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而言，建筑工程预算按其工程性质分为

一般土建工程预算、卫生工程预算（包括室内外给排水工程

）、采暖通风工程、煤气工程、电气照 明工程预算、特殊构

筑物如炉窑、烟囱、水塔等工程预算和工业管道工程预算等

。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可分为机械设备安装工程预算、电气设



备安装工程预算和化工设 备、热力设备安装工程预算等。 6.

施工图预算的主要作用和编制依据。施工图预算的主要作用

有：（1）是进行招投标的基础；（2）是施工单位组织材料

、机具、设备及劳动力供应的依 据；（3）是施工企业编制

进度计划、进行经济核算的依据；（4）是施工单位拟定降低

成本措施和编制施工预算的依据；（5）是甲乙双方统计完成

工作量、办理 工程结算和拨付工程款的依据；（6）是工程

造价管理部门监督、检查执行定额标准、合理确定工程造价

、测算造价指数及审定招标工程标底的依据： 施工图预算的

编制依据有：（1）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和标准图集；（2）现

行预算定额及单位估价表、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工程量

计算规则；（3）施工组 织设计或施工方案、施工现场勘察

及测量资料；（4）材料、人工、机械台班预算价格、工程造

价信息及动态调价规定；（5）预算工作手册及有关工具书；

（6） 工程承包协议或招标文件。 7.一般土建工程施工田预算

的编制程序与方法 （1）单价法。根据地区统一单位估价表

中的各项定额单价，乘以相应的各分项工程的工程量，汇总

相加，得到单位工程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之和；

再加上按规定程序计算出来的措施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

，得出单位工程的施工图预算造价的方法。 用单价法编制施

工图预算的主要计算公式为： 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直接工程

费=∑（工程量X预算定额单价） 单价法编制施工图预算的步

骤如图81所示。 图81 单价法编制施工图预算的步骤 单价法具

有计算简单、工作量较小和编制速度较快、便于工程造价管

理部门集中统一管理的优点。但由于是采用事先编制好的统

一的单位估价表，其价格水平只 能反映定额编制年份的价格



水平，在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单价法的计算结果会

偏离实际价格水平，虽然可采用调价，但调价系数和指数从

测定到颁布又滞后 且计算也较繁琐；另外由于单价法采用的

地区统一的单位估价表进行计价，承包商之间竞争的并不是

自身的施工、管理水平，所以单价法并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 （2）实物法。应用实物法编制施工图预算，首先根据施

工图纸分别计算出分项工程量，然后套用相应预算人工、材

料、机械台班的定额用量，再分别乘以工程 所在地当时的人

工、材料、机械台班的实际单价，求出单位工程的人工费、

材料费和施工机械使用费，并汇总求和，进而求得直接工程

费，然后再按规定计取其他各 项费用，汇总后就可得出单位

工程施工图预算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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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