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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开发了越来越多的工程建设,使用了越来越多的机电设备。与其他工程相比,机电
安装工程在施工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包括机械设备、热能设备、金属结构、电气设备、通风空调、
消防工程、通讯设备、管道、给排水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施工都需要对资源有良好的规划,因此对工程进
行造价预算管理非常重要。但在现实中,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造价预算管理工作的进展未能达
到预期,并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加强造价预算管理是当前机电安装工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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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developed more and mor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used more and
mor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Compared with other projects, the electromechanical installation project
presents great complexity in construction, including mechanical equipment, thermal equipment, metal structure,
electrical equipment,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fire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pipelin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tc.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aspects requires good planning of resources, so the cost
budget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is very important. However, in realit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me
objective factors, the progress of cost budget management failed to meet expectations, and some problems
appeared.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cost budget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the current electromechanical
install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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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种类的阀门其光能差不多都相

能保证建筑的预期功能,而且能为建筑

在整个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造价中,

中的一些地方阀门种类可以随便选择,

工程的顺利完成创造条件。近年来,随着

安装过程产生的费用、设备自身的费用

但是对于特殊场合需要选择与标准要求

新工艺、新材料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

以及管理费用是其中的关键内容,相比

一致的阀门。其二,新方法、新工艺以及

机电安装工程造价在总造价中的比重逐

于其他两种费用,安装费用的占比较大,

新材料不断涌现出来。在社会科技快速

渐提高。在这方面,机电安装工程的造价

占据着核心地位。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造

发展的前提下,应用在机电设备安装工

预算管理引起了广泛关注。机电安装工

价相比于其他工程项目具有如下特点：

程中的方法、工艺以及材料更新换代的

程作为建筑产品的心脏,给建筑工程带

其一,包含的材料种类比较多。机电设备

周期逐渐缩短,—大批的新方法、新工艺

来了巨大的价值。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绿

安装工作的开展,需要用到多种工程材

和新材料逐渐取代了旧方法、旧工艺和

色节能建筑的出现,机电工程安装质量

料类型,并且用到的材料规格也不同。一

旧材料。这些现象势必会增加工程造价

对建筑工程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

般情况下,这些材料是由多家供货商提

的难度。其三,机电设备的安装定额发展

有必要科学地管理机电安装工程的造

供的,比如,应用于给排水系统中的阀门

比较滞后。最近这些年,为了顺应我国建

价预算,有效提高建筑工程的社会经济

类型有多种,常见的有闸阀、蝶阀以及截

筑行业的快速发展现状,相关试验规范

效益。

止阀等,并且每一种阀门的规格不同,然

也在不断更新,然而,现有的额定标准仍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机电安装
工程作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同,但是价格差距却比较大。在工业应用

57

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5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然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其四,存在

进行工程量的计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

着很多变更现象。整个建筑工程作为一

把数字搞错。比如一些小工程是采用现

3.3科学计算工程量

项复杂的系统,其内容不仅仅是机电设

场直接量,量出直线的距离,100m以上的

在安装工程的分项工程建设中,容

备的安装工程,还包含其他装饰工程以

必须要加5%的余量,100m以下的加2%的

易少计算工程量。例如：通风空调工程

及土木工程等等,不同类型的工程项目

余量。为了避免在计算工程量时发生重

中,风管在施工过程中不免会碰到绕梁

之间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够将整个建筑工

算、漏算情况,导致工程量算错,在计算

安装,由此造成的立管就会很容易漏掉；

程项目充分体现出来1。在开展机电设备

工程量时要把计算式写清楚。每一项工

在给排水工程中,卫生间支管到水平面

安装工程设计工作的过程中,由于未能

程量计算来自哪张图纸、什么图集,应更

这部分立管也会很容易都掉。为了杜绝

全面考虑其他工程项目,在实际施工中

详细一些,以便以后查找。

这些问题的发生,就应该多去施工现场,

程的预算。

往往需要和其他工程配合起来,因此,就

(2)计算单位的问题。计算单位容易

必须做出变更。其五,暗装与暗敷比较

出现错误,这也是工程量计算中存在的

多。从美观方面考虑,建筑工程施工就需

问题,预算员往往忽视了这点。比如平时

3.4明确定额项目本身包含的内容

要机电设备的安装对各种零部件进行暗

生活中使用的一些计量标准同这个建筑

在某些定额项目中已包含了一些表

装或者暗敷,这样一来不仅会增加机电

安装工程中的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安装

面似乎没有的项目。例如：工业管道中

设备的安装造价,同时还会为工程竣工

工程预算定额中计量单位有的时候是日

法兰阀门的安装,很多人都会在套子目

结束之后的验收工作带来更大的困扰。

常的10倍或是100倍。

的时候只套用法兰的安装和阀门的安装,

2 机电安装工程造价预算管理
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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