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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的领域当中做出了很多改革和创新,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的提
高社会的整体实力,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建筑工程一直以来都和人们的日常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工程建设当前的规模越来越大,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开展建筑工程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充分的造价管
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提高建筑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本篇文章将深入的分析影响建筑工程安
装造价的控制要素,以此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
[关键词] 建筑工程；安装；造价管理；有效措施
中图分类号：TU723.3 文献标识码：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effective measures of cost management of plumbing installation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oyuan Pang
Taiyuan city, ShanXi Provinc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has made a lot of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main purpose of doing so i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society and let people live a better
life.Construction project has always been and People's Daily has a very closely linked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nstruction scale is more and more big, the construction quantity is higher and higher, when
conducting building plumbing installation, must make full cost management work, only in this wa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This article will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lumbing installation cost control factors,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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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安装造价控制管理工作,对于建筑工程项目来说,是十

安装施工材料的质量是控制价格的一个重要保障,如果工

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工程项目的经济收益。而往往开展高效

作人员将质量不过关的施工材料纳入采购范围,那么会带来一

的安装造价管理工作,不仅能提高收益,还可以更好的提高安装

些质量和安全上的隐患,而且还有可能会出现返工带来很多不

施工作业的质量,因此相关的负责人员应当积极的利用自己的

必要的麻烦,这样反而会增加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

专业能力和基本常识,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安装工程造价管理目

同时,有些区域地方出现一些价格垄断,或者认证垄断。这

标,并为之构想好具体的实操方案,进一步的增加建筑企业的经

都会造成寡头定价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往往价格会超过其他地

济效益。

区的同类材料几倍之多。

1 影响建筑工程中安装造价管理的因素

造价管理部门所发布的市场信息价是基于市场的交易价格

1.1材料因素

总结而来,这样的价格往往会有一定的滞后性。根据我参与项目

一般情况下在安装工程当中,主要材料是整个安装工程预

的经验来看,目前的多数合同中,材料调差的依据依然是把投标

算占比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在施工期间最容易出现变化的。哪怕

当期信息价和施工当期信息价的差额作为基础的。预算从业工

是正常的市场行情都会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如果遇上国际矿

作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石价格起伏,有色金属便首当其冲。其价格直接关系到安装主材

1.2施工方式

中大量的电线电缆,管道和支架等,可能会出现百分之大几十甚

在实际施工当中,不同的队伍对于相同的作业内容有着截

至翻倍的变化。

然不同的施工流水,和工序安排。比如：有的队伍习惯于在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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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队完工后,才进入主体进行管道线缆的敷设工作。由于

总报价。

墙面已经硬化,需要专门给管道“开路”,进行打孔、剔槽、钻

在整个工程项目向下选择承建单位以及竞标企业的过程当

眼等工作,既浪费时间又影响最终作业验收质量。而有的队伍则

中,不仅需要充分的遵守经济合理原则,而且还需要就施工能力

会提前介入,早在钢筋绑扎完成后,混凝土浇筑前就对图中的各

方面挑选最好的合作伙伴。确保参加竞标活动的企业认真的履

个穿墙,过楼板的管线进行预埋。既能产生经济收益,又可以缩

行自己的职责,仔细的研究工程项目当中重要的资料,保证安装

短工期进度。

工程,原材料的性能和标准,符合实际要求,控制好细节问题等

这里以我实际参与的太原市金刚里棚户区改造项目,和万
柏林区第三实验小学为例：前者采用的是土建安装两支队伍分

等。总之,招标文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审核,选择合理的成本估
算方法,优化安装工程方案是招投标阶段造价控制的核心要点。

别施工的模式,这种情况常见于大多数的工程施工项目,其好处

2.3安装工程的合同签订造价控制

是方便管理,队伍专业性强,最终结算清晰；后者呢,施工队则同

由于合同签订时间和实际施工时间间隔着整个工期,所以

时兼顾土建和安装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同时对接两个队伍,虽

应当在合同签订阶段,将各类材料浮动,人工涨价等风险因素尽

然从管理层面而言,会增加工作量。但是从进度的结果来看,后

量降到最低：首先,应当明确合同价款的调差范围,应尽量争取

者对于作业面的交替进行,和施工流水节拍都把握的更加合理。

最大范围的材料调差。同时,把可能在施工阶段,当地新颁布的

而且,部分工序的调整也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不同专业的队伍

定额修正和人工费补差文件纳入到条款当中,作为结算依据。最

往往会让土建工人完成主体后,让安装专业的队伍进场施工,在

后,要在充分考量工期与施工安排的情况下,合理地制定出违约

埋布管线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要在墙体,墙面上进行开槽和

罚金和提前竣工奖励,为项目创收埋好伏笔。

打洞,水电管线在装配完成后还需重新修复墙面。而统一专业的

如今国家为了保护施工单位的利益,相继出台了很多法律

队伍,则会选择提前让专业队伍进入现场施工,管线可以采用提

法规,比如我所在的山西省就要求建设单位在与施工单位签订

前预埋的方式,在浇筑或砌筑之前就强其绑扎与钢筋之上,之后

合同时,须提供工程项目的支付担保。这将极大地规避施工项

再进行主体施工任务,这样就省去了开槽和修补的人工费用和

目的潜在风险,和缓解资金回笼压力。这些政策性的文件,我

工期时间。

们作为预算人员,不仅应该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和学习,更重要

1.3人为因素

的是：要将它们都落实在合同中,响应在文件里。只有把每个

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文化水平大都比较低,

条款都落到实处,才能真真切切地给企业创收,为项目的顺利

大都没有经过专业、系统的培训,相关的理论知识匮乏、技术操

推进保驾护航。

作水平仅仅是师傅学徒口口相传。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劳务队,

3 安装工程造价的全面控制管理策略

相同的作业面有着不统一的手法,不一致的流程,区别明显成品

3.1安装工程的费用支出管理控制

效果。有时还会影响到安装工程的质量和安全,进而产生负面的

一般情况下生产安装工程在技术进行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数
额比较大的经营费用,就比如说包括原材料的采购费用以及设

经济影响,减少项目收益。
与此同时,项目管理当中也同样有着不足和问题。比如：如

备的采购费用,还有聘请设备组装人员的工资支付等等,为了更

果各部门之间存在管理内容交叉,职能混乱,就很容易造成人员

好的使用有效的造价控制管理策略,我们不仅需要严格的控制

窝工,和材料使用的浪费。亦或者,负责的预算管理人员由于缺

支出,还需要注意避免资金的浪费,加强对于原材料的采购以及

乏管理经验,对工作不够细致严谨,签证不到位,结算不彻底。都

设施等相关费用的管理。

会直接影响到工程的经济收益,给整个项目带来损失。

首先安装工程在整个施工过程还有施工技术上有一定的特

2 安装工程各阶段的造价控制要点

殊性,对于设备的要求也比较特殊,所以光设备的采购管理维护

2.1安装工程的设计决策造价控制

费用都是整个工程成本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相关管理人员需

一般情况下,建筑工程整体施工的时间较长,资金的投入与

要正确的操作施工的设备,保证设备的功能可以有效的发挥,这

回报遍布整个项目全过程,所以必须要从一开始的决策阶段就

样也能够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和安全

参与并把握好整个项目,对项目的施工范围、工程质量要求、品

问题。

牌档次选择、造价风险点等等全面深入地了解,才够提供给工程
施工有依据的造价控制方案,做到心中有数。

同时,需要让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核算过程当中,按照预先
确定的造价额度作为整个计算的依据,再对安装工程的总工

2.2安装工程的招标投标报价控制

程量等内容一一罗列清楚。与此同时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初

招标投标报价控制,一般情况下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在工程

步的估算每条清单的单价,然后交给安装工程的管理人员做

项目的投标期间,必须要结合建筑工程的经济收益项目,和成本
测算数据,制定一个比较具体的投标工作计划,以及报价方案。

最终的审核。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实际选用的设备品牌、型号、

结合招标文件中的评标办法,分析其打分比例,模拟各种价格分

价格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以我曾经参与的山西合成生物产业

值。最终做出既保证投标报价的竞争力,又保证工程项目收益的

生态园水处理及再利用项目为例,该项目预期达到的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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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污水设计处理规模是86,400吨/天,清净下水设计处理

个合理的资金支持,那么整个工程的建设就会很容易陷入一个

规模是57,600吨/天。如此大体量的污水处理能力,与我们之前

比较被动尴尬的局面,不管是成本还是进度,又或者是施工质量

所参与项目之间的区别很大。该项目所涉及的设备如果不加以

都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完成。如果出现了一些膨胀压力,再加上

了解,简单地套用之前的经验对设备进行估价,很容易出现错误,

原料采购的起伏比较大,资金管理也没有办法和一定的人力管

其偏差甚至是数量级的。为此,我们公司专门和该领域的专业团

理,还有物料设备管理相匹配,那么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供应,

队—上海巴安水务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投标。确保实际工程所

也没有办法充分的满足工程进度的具体要求,也有可能会因为

选用设备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同时,关于各个机组的具体型号,

资金使用不当导致工程的造价有所提高。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

我们还专门请教了北京国环清华设计研究院,由业内领军队伍

严格的制定一个资金管理制度,在整个工程建设的过程当中,可

给我们提供专业指导,为该项目量身打造最为适合的设备,分析

以设置专人负责资金管理。负责的专人,需要明确每一笔资金的

市面上,各个主流品牌设备的优缺点。有的放矢,在设备选用的

管理,筹集使用审批等详细内容,保证资金管理做到经济化。在

质量和经济性上达到最优平衡。

具体资金管理的过程当中,资金管理要服务于整个工程的建设

3.2安装工程的文件,材料备案管理

相关的负责人,也需要及时的到施工的现场进行查看,保证资金

通常情况下安装工程的材料还有文件可以很好的体现整个

管理和施工作业同步,避免之间出现一些间隙,更好的保证资金

工程和项目的执行情况以及施工情况,所以相关的数据和信息

等资源的利用率。尤其是对于垫资项目,精准的测算资金成本,

在汇总的时候可以排除施工当中一些不必要的费用支出起到很

资金占用费比例,工程款支付节点等都是为项目的进行提前铺

好的效果。安装的整个过程当中施工管理人员必须要详细的统

垫,避免先天亏损的情况发生。

计和记录施工情况还有施工技术的应用以及施工材料和设备的

4 结束语

管理。最后将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完整的录入到整个建筑工程项

合理规避风险,充分调动资源,提前策划预案,全过程介入

目的信息管理系统当中,主要包括一些工程质量检测记录,还有

等等,对于提高整个建筑工程项目的经济收益来讲非常的关键。

工程管理工作等等,在整个分析和统计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

所以在未来的工作开展过程当中,相关人员一定要针对这方面

一些异常情况,就需要及时的处理。做到每个变更有签字,每笔

的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做出一个全而有力的管理策略,让其施

金额有依据。

工作业的经济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减

3.3安装工程的施工质量管理

少不必要费用的开支,在合理合规合法的前提下最大化项目收

为了更好的控制建筑工程的造价问题,在具体施工的时候

益,正向回馈企业。

管理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相关的工作原则,以质量验收标准以
及施工的规范设计要求,还有法律作为基本的依据,在开展工作
的时候一定要把质量控制放在第一位,严格的执行各项规章制
度,在工作的时候要有开工报告,除此之外也需要有施工的措施,
技术交底等工作。另外材料备有实验报告,还有检验批有验收有
签字,关键部位要有旁站,严格的把控建筑材料和设备的质量,
在整个施工现场所有的材料和设备性能都没有受到其他外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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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如果发现有检验不合格的材料就需要及时的处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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