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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促进建筑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项目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成本管理是项目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项目的质量、进度、持续时间和盈利能力有着本质的影响。项目预算的总体设计和科
学结构将提高价格管理和成本控制水平,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但如何提高装配式
建筑施工中的效率、改善成本预算和成本控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课题。考虑到装配式建筑施工的
成本和生产原因的高风险,本文主要研究装配式建筑施工的成本规划和成本控制要素,并对有效提高装
配式建筑施工的设计效率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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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Budget and Cost Control Strateg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Project
Xing Zhou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of Jiangjin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has a fundamental impact on the quality, schedule, duration and profitability of a project. The overall design
and scientific structure of the project budget will improve the level of price management and cost control,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st saving,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the project. However,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improve cost budgeting and cost control is still an
important topic of discussion. Considering the cos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high risk of
production reason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cost planning and cost control factor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design efficienc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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