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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背计算点必背计算点

1、工程造价=人+材+机+管+利+规+税

2、工程造价=分+措+其+规+税

3、综合单价=人+材+机+管+利

3、工程预付款=中标合同价×预付款比例

4、起扣点＝合同总价-（预付备料款/主要材料所占比重）

5、P＝P0[a0＋（a1A/A0＋a2B/B0＋a3C/C0＋a4D/D0）]

6、V=F／C

7、量变调价公式的应用

8、进度款计算

1A4250101A425010 施工合同管理施工合同管理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组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 GF－2017－0201 由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款和

专用合同条款三部分组成。

1A4250201A425020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应用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应用



合同文件解释顺序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解释合同文件的

优先顺序如下：

（1）合同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其附录

（4）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5）通用合同条款

（6）技术标准和要求

（7）图纸

（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9）其他合同文件

口诀：协众投砖头，彪子叔

总包合同管理

（1）工程总承包合同是指项目承包人与项目发包人签订的对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

试运行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承包的合同。总承包合同方式有:

设计采购施工 (EPC )/交钥匙工程总承包；

设计-施工总承包 (D-B)；

施工总承包；

设计采购总承包 (E-P) ;

采购-施工总承包 (P-C) 等方式。

总包合同管理



（2）工程总包合同管理工作包括：合同订立、合同备案、合同交底、合同履行、合同变更、

争议与诉讼、合同分析与总结。

（3）总包合同管理的原则是：【2018 年】

依法履约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原则

协调合作原则、维护权益原则、动态管理原则

总包合同管理

（4）企业层合同管理：合同谈判人员的组成：

掌握建筑法律法规的相关人员；

懂得工程技术方面知识的人员；

懂得工程经济方面知识的人员。

分包合同管理

（1）专业分包：总承包商向业主担负全部工程责任，负责工程的管理和所属各分包商工作

之间的协调，以及各分包商之间合同责任界限的划分，同时承担协调失误造成损失的责任，

向业主承担工程风险。分包商向总承包商承担责任。

在投标书中，总承包商必须附上拟定的分包商的名单，供业主审查。如果在工程施工中重新

委托分包商，必须经过工程师（或业主代表）的批准。



（2）劳务分包：施工劳务合同是承包人与具备相应资质的劳务公司，就有关提供和使用劳

动力服务而订立的协议。施工劳务合同属于民事合同。

（3）指定分包：当业主指定分包商时，承包商应对分包商的资质及能力进行预审（必要时

考查落实）和确认。当认为不符合要求时，应尽快报告业主并提出建议。否则，承包商应承

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工程量清单计价特点

强制性：对工程量清单的使用范围、计价方式、竞争费用、风险处理、工程量清单编制方法、

工程量计算规则均做出了强制性规定，不得违反。【2018】

统一性：采用综合单价形式，使得参加投标的单位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有利于对投标人报

价的对比分析，有利于评标工作的开展；对发包商与承包商的标书编制责任进行了划分，避

免歧义的发生。

完整性：包括了工程项目招标、投标、过程计价以及结算的全过程管理。

规范性：对计价方式、计价风险、清单编制、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编制、招标控制价的编制

与复核、投标价的编制与复核、合同价款调整、工程计价表格式均做出了统一规定和标准。



竞争性：要求投标单位根据市场行情，自身实力报价，反映出本投标单位的综合能力。

法定性：本质上是单价合同的计价模式，中标后的单价一经合同确认，在竣工结算时是不能

调整的，即量变价不变。新增项目除外。

工程量清单计价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 必须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

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

宜采用 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

未采用 应执行本规范除工程量清单等专门性规定外的其他规定

工程量清单构成与编制要求

①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

②措施项目清单

③其他项目清单：暂列金额、暂估价、计日工、总包服务费

④规费和税金清单

工程造价=（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他项目费）×（1+规费）×（1+税率）

工程量清单构成与编制要求

招标工程量清单必须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其准确性和完整性由招标人负责。

通用措施项目可按下表选择列项：

通用措施费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1 安全文明施工费

（含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安全施工、临时设施）

2 夜间施工



3 二次搬运费

4 冬雨期施工

5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6 施工排水

7 施工降水

8 地上、地下设施，建筑物的临时保护设施

9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

措施费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措施费项目清单及投标时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自主

确定，但是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应按照不低于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

规定标准的 90%计价，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安全文明施工费的支付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

发包人应在工程开工后的 28 天内预付不低于当年施

工进度计划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 60％，其余部

分应当按照提前安排的原则进行分解，并应与进度

款同期支付。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开工后 28

天内预付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 50%，其余部分与

进度款同期支付。

招标控制价相关要求

招标人应编制招标控制价以及组成招标控制价的各组成部分的详细内容，招标控制价不得上

浮或者下浮，并在招标文件中予以公布。招标控制价超过批准的概算时，招标人应将其报原

概算审批部门审核。

竣工结算工程量的确定

招标工程量清单标明的工程量是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基础，竣工结算的工程量按发、承包双方

在合同中约定应予计量且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确定。

1A4250301A425030 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造价的构成

（1）按构成要素分：

人工费、材料（包含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组成。

（2）按造价形成划分：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组成。

综合单价：包含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和利润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

费用

工程造价 分部分项工程费 Σ（分部分项工程量×综合单价）

措施项目费 Σ（措施项目工程量×综合单价）

计算基数×相应的费率（%）

其他项目费 暂列金额（尚未确定、不可预见）

暂估价（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单价）

总承包服务费：协调、管理（费率）

计日工（施工图纸以外的零星项目）

规费 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程排污费

税金 增值税及附加费

【练习题】下列费用项目中，属于综合单价的组成内容的有（ ）。

A．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B．管理费和利润

C．投标方自身风险的因素

D．其他项目费

E．规费和税金

【答案】ABC

【练习题】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工程量清单必须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B．工程量清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由招标人负责

C．工程量清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由投标人负责

D．投标人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填报价格，计量单位、工程量必须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一致

E．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以作为竞争性费用

【答案】ABD



综合单价专项训练

【例题】背景资料略：

事件一：甲施工单位投标报价书情况是：土石方工程量 650m3，定额单价人工费为 8.40

元/m3，材料费为 12.00 元/m3，机械费为 1.60 元/m3，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合价为 8200

万元，措施费项目清单合价为 360 万元，暂列金额为 50 万元，其他项目清单合价为 120

万元，总包服务费为 30 万元，企业管理费为 15%，利润为 5%，规费为 225.68 万元，税

率为 9%。

【问题】事件一中，甲施工单位所报的土石方分项工程综合单价是多少元/m3？中标造价是

多少万元？（均需列式计算，答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答案】（1）土石方综合单价

=（8.40+12.00+1.60）×（1+15%）×（1+5%）

=26.57 元/m3。

（2）中标造价

=（8200+360+120+225.68）×（1+9%）

=9707.19 万元。

工程造价/合同价/中标造价专项训练

【例题】背景资料略：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生了下列事件：

事件一：施工单位对中标的工程造价进行了分析，费用构成情况是：人工费 390 万元，材

料费 2100 万元，机械费 210 万元，管理费 150 万元，措施项目费 160 万元，安全文明施

工费 45 万元，暂列金额 55 万元，利润 120 万元，规费 90 万元，税率为 9%。

【问题】计算施工单位的中标造价是多少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答案】中标造价=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



=（390+2100+210+150+120+90）×（1+9%）

=3335.40 万元。

【例题】背景资料略：A 单位的中标造价构成如下：分部分项工程费为 16100.00 万元，措

施项目费为 1800.00 万元，安全文明施工费为 322.00 万元，其他项目费为 1200.00 万元，

暂列金额为 1000.00 万元，管理费 10%，利润 5%，规费 5%，税金 9%。

【问题】列式计算 A 单位的中标造价是多少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答案】中标造价=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

=（16100.00+1800.00+1200.00）×（1+5%）×（1+9%）=21859.95 万元

1A4250401A425040 施工商务管理施工商务管理

合同价款的确定

约定方式 分类 适用范围

单价合同 固定单价合同 图纸不完备、标准设计

可调单价合同 施工图不完整、工期长、不可预见因素多

总价合同 固定总价合同 规模小、技术难度小、工期短（1 年内）

可调总价合同 规模大、技术难度大、图纸设计不完整、设计变更多，工期较长（1

年以上）

成本加酬金合同 灾后重建、紧急抢修、新型项目或对施工内容、经济指标不确定的工程项目

合同价款的调整——工程量偏差

当工程变更导致该清单项目的工程数量发生变化，且工程量偏差超过 15%（不含 15%），

应调整合同单价。此时，按下列公式调整结算分部分项工程费：

①当 Q1＞1.15Q0 时：S＝1.15Q0×P0＋（Q1－1.15Q0）×P1

②当 Q1＜0.85Q0 时：S＝Q1×P1

S——调整后的某一分部分项工程费结算价；

Q1——最终完成的工程量；

Q0——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工程量；



P1——按照最终完成工程量重新调整后的综合单价；

P0——承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填报的综合单价。

合同价款的调整——综合单价偏差

如果工程变更项目出现承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填报的综合单价与发包人招标控制价或施工

图预算相应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偏差超过 15%，则工程变更项目的综合单价可由发承包双

方按照下列规定调整：

①当 P0＜P1×（1－L）×（1－15%）时：

该类项目的综合单价＝P1×（1－L）×（1－15%）

②当 P0＞P1×（1＋15%）时：

该类项目的综合单价＝P1×（1＋15%）

式中：

P0——承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填报的综合单价；

P1——发包人招标控制价或施工预算相应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

L——承包人报价浮动率。

报价浮动率

1.招标工程

承包人报价浮动率 L=（1-中标价/招标控制价）×100%

2.非招标工程

承包人报价浮动率 L=（1-报价值/施工图预算）×100%

量变调价专项训练

【例题】某写字楼工程，建筑面积 120000m2，地下 2 层，地上 22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一

剪力墙结构，合同工期 780d，某施工总承包单位中标。双方签订了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报价浮动率为 5%。合同约定：当实际工程量增加或减少超过清单工程量的 15%时，合同单

价予以调整，投标报价中土方综合单价 47.00 元／m3。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土方招标控制

价的综合单价为 40.00 元/m3。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部对清单工程量进行了复核。其中：土方实际工程量为 33240.00m3，

土方清单工程量为 28000.00m3，施工总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了工程价款调整报告。

【问题】施工总承包单位土方工程单价是否可以调整？说明理由。如可调整，请列式计算调

整后的单价和土方价款（保留两位小数）。

【答案】（1）可以调整；理由：土方工程量增加比例为（33240.00-28000.00）/28000.00

×100%=18.71%，增加幅度超过 15%，根据合同约定，单价应予调整。

（2）40.00（1+15%）=46.00 元/m3

土方投标报价 47.00 元/m3＞46.00 元/m3，则土方项目按照 46.00 元/m3 调整。

土方价款=28000.00×1.15×47+（33240.00-28000.00 × 1.15）×

46.00=1513400+47840.00=1561240.00 元

【例题】某写字楼工程，建筑面积 120000m2，地下 2 层，地上 22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一

剪力墙结构，合同工期 780d，某施工总承包单位中标。双方签订了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报价浮动率为 5%。合同约定：当实际工程量变动超过清单工程量的 15%时，合同单价予以

调整，投标报价中的钢筋综合单价为 4900.00 元／t。钢筋招标控制价的综合单价为 6300.00

元/吨。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部对清单工程量进行了复核。其中：钢筋实际工程量为 7600.00t，钢

筋清单工程量为 10176.00t；施工总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了工程价款调整报告。

【问题】施工总承包单位钢筋单价是否可以调整？说明理由。如可调整，请列式计算调整后

的单价和钢筋价款（保留两位小数）。



【答案】（1）可以调整；

理由：钢筋实际工程量较清单工程量减少比例为（10176.00-7600.00）/10176.00×

100%=25.31%，25.31%＞15%，变化幅度超过 15%，根据合同约定，单价应予调整。

（2）6300×（1-15%）（1-5%）=5087.25 元/t，4900.00 元/t＜5087.25 元/t，则钢筋项

目按照 5087.25 元/t 调整。钢筋价款为 7600.00×5087.25=3866.31 万元

工程价款计算与调整

预付款

起扣点

工程预付款=中标合同价×预付款比例

起扣点＝合同总价-（预付备料款/主要材料所占比重）

注：公式含义——未完工程尚需的主要材料及构件的价值相当于工程预付款数额时起扣。

二、工程进度款的计算



预付款、起扣点、进度款专项训练

【练习题】某施工单位承包某工程项目施工，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关于工程价款的合同内容有：

（1）工程签约合同价为 660 万元，暂列金额为 60 万元，主要材料所占比重为 60%；

（2）工程预付款为签约合同价的 20%；工程实施后，工程预付款从未施工工程尚需的建筑

材料及设备费相当于工程预付款时数额时起扣，从每次结算工程价款中按主要材料所占施工

产值的比重抵扣工程预付款，竣工前全部扣清；

（3）工程进度款逐月计算；

（4）工程质量保修金 3%，在每月工程进度款中扣除，质保期满后返还。

各月实际完成产值 单位（万元）

月份 2 3 4 5 6 合计

完成产值 55 110 165 200 70 600

【问题】

（1）该工程的预付款、起扣点为多少？

（2）该工程 3 月至 5 月每月拨付的进度款为多少？累计支付进度款为多少？

【答案】

（1）预付款为：（660-60）×20%=120（万元）

起扣点为：（660-60）-120/60%=400（万元）

（2）各月支付的进度款为：

3 月进度款=110×（1-3%）=106.7（万元），累计支付进度款=（55+110）×（1-3%）

=160.05 万元

4 月进度款=165×（1-3%）=160.05 万元，累计支付进度款=160.05+160.05=320.1 万

元

5 月累计完成产值=55+110+165+200=530＞起扣点 400 万元



因此，应从 5 月进度款中按约定比重抵扣工程预付款，则：

5 月进度款=200×（1-3%）-（530-400）×60%=116 万元

累计支付进度款=320.1+116=436.1 万元

三、工程竣工结算款的计算

合同工程完工后，承包人应在提交竣工验收申请前编制完成竣工结算文件，并在提交竣工验

收申请的同时向发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承包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竣工结算文件，经

发包人催促后 14 天内仍未提交或没有明确答复，发包人有权根据已有资料编制竣工结算文

件，作为办理竣工结算和支付结算款的依据，承包人应予以认可。

承包人应根据办理的竣工结算文件，向发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款支付申请。该申请应包括下列

内容：

1.竣工结算总额；

2.已支付的合同价款；

3.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

4.应支付的竣工付款金额。

对于拖欠款的应付利息，处理原则是：

1、合同有约定的，利息应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

2、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利息应付之日如下：



①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

②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

③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起。

3、合同中如果当事人对拖欠款利息有约定的，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4 倍的部分除外。

4、如果合同中既有拖欠工程款利息约定又有违约金的约定时，司法实践中通常情况下只支

持其中一种。但是如果合同约定了因拖欠工程款，造成承包人其他损失时，发包人应予以赔

偿，承担违约责任。

四、保修金的计算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金比例如下：

内容 保修期限 保修金

比例 3%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基础工程和主体工程 设计使用合理年限

屋面防水、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

防渗漏

5 年

供热与供冷系统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饰工程。 2 年

在保修责任期终止后的 14d 内，发包人应将剩余的质量保修金返还给承包人。剩余质量保

修金的返还，并不能免除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质量保修责任和应履行的质量保修义

务。

缺陷责任期 质量保修期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期限 一般为 6 个月、12 个月或 24 个月，

具体可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

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

面的防渗漏，为 5 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

2 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五）保温工程：最低 5 年《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缺陷责任期 质量保修期

起算

日期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期满

后

到期后，返还质量保证金。 不再承担相应部分的保修义务

【练习题】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法定的房屋建筑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

A．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 30 年

B．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屋和外墙面的防漏为 5 年

C．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年

D．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为 2 年

E．装修工程为 2 年

【答案】BCDE

【练习题】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 ）之日起计算。

A．施工完成

B．竣工验收合格

C．竣工验收备案

D．工程移交

【答案】B

【练习题】正常使用条件下，节能保温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年。

A．2

B．3

C．4

D．5

【答案】D



竣工结算确定与调整

调值公式法，用调值公式进行价差调整

P＝P0[a0＋（a1A/A0＋a2B/B0＋a3C/C0＋a4D/D0）]

式中

P-调值后的工程实际结算价款；

P0-调值前工程合同价款；

a0-固定费用（或因素），不调值部分比重；

a1、a2、a3、a4-代表有关费用在合同总价中所占的比例，和为 1；

A、B、C、D-现行价格指数或价格；

A0、B0、C0、D0-基期价格指数或价格。

调值公式专项训练

【练习题】某新建图书馆工程，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某施工单位中标。双方按《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总造价

14250 万元，预付备料款 2800 万元，每月底按月支付施工进度款。竣工结算时，结算款按

调值公式进行调整。在招标和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如下事件：

合同中约定，根据人工费和四项材料的价格指数对总造价按调值公式法进行调整。各调值因

素的比重、基准和现行价格指数如下表：

表 4-1 比重、基准和现行价格指数

可调项目 人工费 材料Ⅰ 材料Ⅱ 材料Ⅲ 材料Ⅳ

因素比重 0.15 0.30 0.12 0.15 0.08

基期价格指数 0.99 1.01 0.99 0.96 0.78

现行价格指数 1.12 1.16 0.85 0.80 1.05

【问题】列式计算经调整后的实际结算款应为多少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答案】调值后的实际结算价款=



14250×（0.2+0.15×1.12/0.99+0.30×1.16/1.01+

0.12×0.85/0.99+0.15×.80/0.96+0.08×1.05/0.78）

=14962.13 万元

1A4250501A425050 施工成本管理施工成本管理

施工成本构成

从施工企业工程项目管理的角度，通常也称为施工项目成本（现场施工成本），其内容包括：

1.所消耗的主、辅材料，构配件，周转材料的摊销费或租赁费；

2.施工机械的使用费或租赁费；

3.支付给生产工人的工资、奖金；

4.施工措施费；

5.现场施工组织与管理所发生的全部管理费。

施工成本预测

类别 方法 特点

定性预测

法

专家会议法 它的优点是简便易行、信息量大、考虑的因素比较全面、与会者可以互相启

发。缺点是参加会议的人数有限、代表性不够充分、容易受权威人士的影响。

德尔菲法 也叫专家预测法，是利用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对那些带有很大模糊性、比较



复杂且无法直接进行定量分析的问题，通过多次填写征询意见表的调查形式

取得结论的方法。

定量预测

法

常用方法有简单平均法、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包括一元线性、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法）、

量本利分析法和因素分析法等。

应当选择价值系数低、降低成本潜力大的工程作为价值工程的对象，寻求对成本的有效降低。

注：不同方案比选，价值系数大的为优

价值工程专项训练

【2018 年真题节选】背景资料：某开发商拟建一城市综合体项目，预计总投资十五亿元。

发包方式采用施工总承包，施工单位承担部分垫资，按月度实际完成工作量的 75%支付工

程款，工程质量为合格，保修金为 3%，合同总工期为 32 个月。

项目部对基坑围护提出了三个方案：A 方案成本为 8750.00 万元，功能系数为 0.33；B 方

案成本为 8640.00 万元，功能系数为 0.35；C 方案成本为 8525.00 万元，功能系数为 0.32。

最终用价值工程方法确定了实施方案。

【问题】列式计算三个基坑围护方案的成本系数、价值系数（保留小数点后 3 位），并确定

选择哪个方案。

【答案】（1）

A 方案成本系数=8750/（8750+8640+8525）≈0.338

B 方案成本系数=8640/（8750+8640+8525）≈0.333

C 方案成本系数 8525/（8750+8640+8525）≈0.329

A 方案价值系数=功能系数/成本系数=0.33/0.338≈0.976

B 方案价值系数=功能系数/成本系数=0.35/0.333≈1.051

C 方案价值系数=功能系数/成本系数=0.32/0.329≈0.973

（2）确定选择 B 方案

2、用挣值法控制成本



挣值法是通过分析项目成本目标实施与项目成本目标期望之间的差异，进而判断项目实施费

用、进度绩效的一种方法。

三个费用值分别为：

（1）已完成工作预算费用（BCWP）（挣得值）

（2）计划完成工作预算费用（BCWS）（计划值）

（3）已完成工作实际费用（ACWP）（实际值）

四个评价指标为：

（1）成本偏差=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CV=BCWP-ACWP

结论：CV＞0，表示项目运行节支；

CV＜0，表示项目运行超出预算成本。

（2）进度偏差=已完工作预算费用-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SV=BCWP-BCWS

结论：SV＞0 时，表示进度提前；

SV＜0 时，表示进度延误；

（3）成本绩效指数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CPI=BCWP/ACWP

结论：CPI＞1，表示项目运行节支；

CPI＜1，表示项目运行超支。

（4）进度绩效指数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SPI=BCWP/BCWS

结论：SPI＞1，表示项目运行提前；

SPI＜1，表示项目运行延误。

【练习题】某工程项目进展到第 10 周后，对前 9 周的工作进行了统计检查，有关统计情况

见表 1。

表 1 前 9 周成本统计

工作代号 计划完成

预算成本

BCWS（元）

已完成工作

（%）

实际发生成本

ACWP（元）

已完成工作的预算

成本

BCWP（元）

A 420000 100 425200

B 308000 80 246800

C 230880 100 254034

D 280000 100 280000

9 周末合计 1238880 1206034

【问题】

（1）将表 1 复制到答题卡上，在表中计算前 9 周每项工作（即 A、B、C、D 各项工作项）

的 BCWP。

（2）计算 9 周末的费用偏差 CV 与进度偏差 SV，并对结果含义加以说明。

（3）计算 9 周末的费用绩效指数 CPI 与进度绩效指数 SPI（计算结果小数点后面保留 3 位），

并对结果含义加以说明。

【答案】（1）

工作代号 计划完成

预算成本 BCWS

（元）

已完成

工作（%）

实际发生成本

ACWP（元）

已完成工作的

预算成本

BCWP（元）

A 420000 100 425200 420000

B 308000 80 246800 246400

C 230880 100 254034 230880

D 280000 100 280000 280000

9 周末合计 1238880 1206034 1177280

（2）9 周末的费用偏差：



CV=BCWP-ACWP

=1177280-1206034=-28754，由于 CV 为负，故超出预算成本；

9 周末的进度偏差：

SV=BCWP-BCWS

=1177280-1238880=-61600，由于 SV 为负，故进度落后

（3）9 周末的费用绩效指数：

CPI=BCWP/ACWP

=1177280/1206034=0.976，由于 CPI<1，说明费用超出预算成本；

9 周末的进度绩效指数：

SPI=BCWP/BCWS

=1177280/1238880=0.950，由于 SPI<1，说明进度落后。

施工成本分析与考核

（1）第一类是基本分析方法：有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差额分析法和比率法。

（2）第二类是综合分析法：包括分部分项成本分析、月（季）度成本分析、年度成本分析、

竣工成本分析

一、因素分析法

①因素分析法最为常用；

②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分析各种因素对成本差异的影响，采用连环替代法；

③排序的原则是：先工程量，后价值量；先绝对数，后相对数。

因素分析法步骤：

①确定分析对象，并计算出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异。

②确定该指标由哪几个因素组成，并按其相互关系进行排序。

③以目标值为基础，将各个因素的目标值进行计算，作为分析替代的基数。

④将各个因素的实际值按照上面的排列顺序进行替换计算，并将替换后的实际值保留下来。



⑤将每次替换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前一次的计算结果相比较，两者的差异即为该因素对成本的

影响程度。

⑥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之和，应与分析对象的总差异相等。

【例题】某工程浇筑一层结构的商品混凝土，目标成本 364000 元，实际成本为 383760

元，比目标成本增加 19760 元。根据下表用"因素分析法"分析成本增加的原因。

【答案】成本增加的原因分析如下：

分析对象为一层结构混凝土的成本，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的差异额为 19760 元；该指标使

用产量、单价、损耗率三个因素组成，则以目标数 364000=500×1.04×700 为分析替代的

基础；

替换：

第一次替换：产量因素，以 520 替代 500，得 520×1.04×700=378560 元；

第二次替换：单价因素，以 720 替代 700，得 520×1.04×720=389376 元；

第三次替换：损耗率因素，以 1.025 替代 1.04，得 520×1.025×720=383760 元。

计算差值：

第一次替换与目标的差额=378560-364000=14560 元，说明因为产量的增加，成本增加

14560 元；

第二次替换与第一次替换的差额=389376-378560=10816 元，说明由于单价的提高 20 元，

成本增加 10816 元；

第三次替换与第二次替换的差额=383760-389376=-5616 元，说明由于损耗率的下降使成



本减少了 5616 元。

小结小结

1、工程造价=人+材+机+管+利+规+税

2、工程造价=分+措+其+规+税

3、综合单价=人+材+机+管+利

3、工程预付款=中标合同价×预付款比例

4、起扣点＝合同总价-（预付备料款/主要材料所占比重）

5、P＝P0[a0＋（a1A/A0＋a2B/B0＋a3C/C0＋a4D/D0）]

6、V=F／C

7、量变调价公式的应用

8、进度款计算

1A4260001A426000 项目资源管理项目资源管理

1A426010 材料管理

1A426020 机械设备管理

1A426030 劳动力管理

1A4260001A426000 项目资源管理项目资源管理



一、材料管理

采购费=采购次数×每次采购费

储存费=量×单价×费率

现场材料管理【2015 年】

最优采购批量 最优采购批量，也称最优库存量，或称经济批量，是指采购费和储存费之和最低的采购

批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Q0-最优采购批量

年采购次数为：S/Q0

采购间隔期：365/年采购次数

因此，项目的年材料费用总和就是材料费、采购费和仓库储存费三者之和。

【例题】背景材料略：合同工期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止，2020 年

度需要采购钢筋总量为 1800t，钢筋单价为 5000 元/t，按照工程款收支情况，提出两种采

购方案：

方案一：以一个月为单位采购周期。一次性采购费用为 500 元，仓库月储存费率为 4‰。



方案二：以二个月为单位采购周期。一次性采购费用为 520 元，仓库月储存费率为 3‰。

【问题】列出计算采购费用和储存费用之和，并确定总承包单位应选择哪种采购方案？

【答案】（1）按月储存费率计算，2020 年度从 7 月到 12 月共计 6 个月，则：

方案一：

每次采购数量为：Q＝1800/6＝300t，

则采购费和储存费之和为

F1=Q/2×P×A+S/Q×C

=1/2×300×5000×（4‰×6）+1800/300×500

=21000（元）

方案二：

每次采购数量为：Q＝1800/3＝600t，则采购费和储存费之和为：

F2=Q/2×P×A+S/Q×C

=1/2×600×5000×（3‰×6）+1800/600×520

=28560（元）

因此，方案一采购费和储存费之和较小，故应选择方案一。

ABC 分类法

概念 就是根据库存材料的占用资金大小和品种数量之间的关系，把材料分为 ABC 三类 ，找出重

点管理材料的一种方法。

步骤 ABC 分类法分类步骤:

第一步，计算每一种材料的金额。

第二步，按照金额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第三步，计算每一种材料金额占库存总金额的比率。

第四步，计算累计比率。

第五步，分类。



类别 管理

A 类 占用资金比重大，是重点管理的材料，要按品种计算经济库存量和安全库存量，并对库存量

随时进行严格盘点，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B 类 可按大类控制其库存

C 类 可采用简化的方法管理，如定期检查库存，组织在一起订货运输等。

二、机械设备管理

施工机械设备的配置

选择方法 施工机械设备选择的方法有：单位工程量成本比较法、折算费用法(等值成本法)、界限

时间比较法和综合评分法等。

施工机械

需用量计算

根据工程量、计划期内台班数量、机械生产率和利用率计算如下：

二、机械设备管理

施工机械设备的配置

单位工程量成本比较法 机械设备使用的成本费用分为可变费用和固定费用两大类。在多台机械可供选

用时，可优先选择单位工程量成本费用较低的机械。单位工程量成本的计算公

式是:

二、机械设备管理

大型施工机械设备管理

三定制度 主要机械在使用中实行定人、定机、定岗位责任的制度；

安全交底制度 是指项目机械管理人员要对机械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书面交底，并有机械

操作人签字。



技术培训制度 （1）操作人员：“四懂三会”懂机械原理、懂机械构造、懂机械性能、懂机

械用途，会操作、会维修、会排除故障；

（2）维修人员：“三懂四会”懂技术要求、懂质量标准、懂验收规范、会拆

检、会组装、会调试、会鉴定。

操作证制度 机械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操作人员应随身携带操作证；严禁无证操作；

审核操作证的年度审查情况。

二、机械设备管理

土方机械的选择

土方机械 适用情况

推土机、装载机 深度不大的大面积基坑开挖的推土装土

铲运机 长度和宽度均较大的大面积土方一次开挖

正铲挖掘机 面积不大但较深的基础

反铲挖掘机 操作面狭窄，且有地下水，土体湿度大

拉铲挖掘机 地下水中挖土

二、机械设备管理

垂直运输机械与设备的选择

塔式起重机 按固定方式划分为固定式、轨道式、附墙式、内爬式。

施工电梯 齿条驱动电梯又有单吊箱（笼）式和双吊箱（笼）式两种并装有可靠的限速装置，适于

20 层以上建筑工程使用；绳轮驱动电梯为单吊箱（笼），无限速装置，轻巧便宜，适于

20 层以下建筑工程使用。

物料提升架 井架、龙门架、塔架、独杆升降台等。用于 10 层以下时，多采用缆风固定；用于超过

10 层的高层建筑施工时，必须采取附墙方式固定成为无缆风高层物料提升架。

三、劳动力管理——劳务用工管理

劳务用工基本规定

合同 建筑劳务企业必须依法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中应明确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条件、

工资标准（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合同终止条件、双方责任等。

备案 劳务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培训制度，从事建设工程劳务作业人员必须持相应执业资格证书，并



在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严禁无证上岗。

考勤 建立建筑劳务用工档案，按月归集劳动合同、考勤表、施工作业工作量完成登记表、工资发

放表、班组工资结清证明等资料。

三、劳动力管理——劳务用工管理

劳务用工基本规定

无拖欠 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支付劳务企业劳务分包款时，应责成专人现场监督劳务企业将

工资直接发放给劳务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由“包工头”替多名劳务工代领工

资。因总承包企业转包、挂靠、违法分包工程导致出现拖欠劳务工资的，由总承包企业承

担全部责任，并先行支付劳务工资。

三、劳动力管理——劳务用工管理

劳务作业分包管理

劳务作业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和能

力的劳务分包企业完成的活动。范围：木工作业、砌筑作业、抹灰作业、石制作业、油漆作业、钢筋作业、

混凝土作业、脚手架作业、模板作业、焊接作业、水暖电安装作业、钣金作业、架线作业等。

劳务工人实名制管理

机构制度 总承包企业、项目经理部和作业分包单位必须按规定分别设置劳务管理机构和劳务管理员

（简称劳务员），制定劳务管理制度。

备案 作业分包单位的劳务员在进场施工前，应按实名制管理要求，将进场施工人员花名册、身

份证、劳动合同文本、岗位技能证书复印件及时报送总承包商备案。

技术手段 实名制采用"建筑企业实名制管理卡"该卡具有多项功能。

工资管理、考勤管理、门禁管理、售饭管理。施工现场可采用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识

别技术进行电子打卡。

三、劳动力管理——劳动力的配置

劳动力需求计划

劳动效率 "产量/单位时间"或"工时消耗量/单位工作量"

总工时 劳动力投入总工时=工程量/ (产量/单位时间)

=工程量×工时消耗量/单位工程量

劳动力

投入量

【2017 节选】背景材料：某建设单位投资兴建一办公楼，投资概算 25000.00 万元，建筑

面积 21000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地下 2 层，层高 4.5m 地上 18 层。层高 3.6m；

采取工程总承包交钥匙方式对外公开招标，招标范围为工程至交付使用全过程。经公开招投

标，A 工程总承包单位中标。A 单位对工程施工等工程内容进行了招标。

B 施工单位根据工程特点、工作量和施工方法等影响劳动效率因素，计划主体结构施工工期

为 120 天，预计总用工为 5.76 万个工日，每天安排 2 个班次，每个班次工作时间为 7 个小



时。

【问题】计算主体施工阶段需要多少名劳动力？编制劳动力需求计划时，确定劳动效率通常

还应考虑哪些因素？

【答案】（1）主体施工阶段需要劳动力：

=57600×8/（2×7×120）=274.3≈275 名

因此，共需要劳动力 275 名。

（2）确定劳动效率通常还应考虑因素：环境、气候、地形、地质、工程特点、实施方案的

特点、现场平面布置、劳动组合、施工机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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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 划分原则

单位工程 具有独立的施工条件并能形成独立的使用功能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分部工程 可按专业性质、工程部位确定

分项工程 可按工种、材料施工工艺、设备类别

检验批 按工程量、楼层、施工段、变形缝进行划分

划分 组织人 参与人员

检验批 专业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专业工长等

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等

分部工程 总监

（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

施工单位

项目层：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

负责人

其

施工单位

公司层：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

责人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

节

主

基

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 基

划分 组织人 参与人员

单位

工程

预验收 总监 各专业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

责人参加

验收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监理、施工、设计、勘察等单位项目

负责人

施工单位技术、质量负责人参加

分包单位负责人（如有分包工程）



一、工程资料与档案

基本要求：工程资料应为原件；当为复印件时，提供单位应在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印章，并应

有经办人签字及日期。提供单位应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分类：工程准备阶段文件、监理资料、施工资料、竣工图和工程竣工文件 5 类。

施工资料：施工管理资料、施工技术资料、施工进度及造价资料、施工物资资料、施工记录、

施工试验记录及检测报告、施工质量验收记录、竣工验收资料 8 类；

竣工文件：竣工验收文件、竣工决算文件、竣工交档文件、竣工总结文件

工程资料移交及归档

工程资料移交：

（1）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移交施工资料；

（2）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各专业承包单位应向施工总承包单位移交施工资料；

（3）监理单位应向建设单位移交监理资料；

（4）工程资料移交时应及时办理相关移交手续，填写工程资料移交书、移交目录；

（5）建设单位应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工程档案，并办理

相关手续。有条件时，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的工程档案应为原件。

二、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验收

地基与基础工程包括的内容

地基、基础、基坑支护、地下水控制、土方、边坡、地下防水等子分部工程



1.施工单位在地基与基础工程完工之后对工程进行自检，提供的地基基础施工质量自评

报告，该报告应由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

2.监理单位在地基与基础工程完工后对工程全过程监理情况进行质量评价，提供地基基

础工程质量评估报告，该报告应当由总监和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

3.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进行检查，对工程地基与基础实体是否

与设计图纸及变更一致，进行认可。

4.有完整的地基与基础工程档案资料，见证试验档案，监理资料；施工质量保证资料；

管理资料和评定资料。

(1)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或总监理工程师)组织，该工程的施工、监理(建设)、设计、

勘察等单位参加;

(2)验收人员：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负责组成验收小组，验收小组组长由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担任，验收组应至少有一名由工程技术人员担任的副组长。验收

组成员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勘察、设计、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质量负责人，以及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组成。

建设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验收按施工企业自评、设计认可、监理核定、业主验收、政府

监督的程序进行。

①地基与基础分部施工完成后，施工单位应组织相关人员检查，在自检合格的基础上报

监理机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②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验收前，施工单位应将分部工程的质量控制资料整理成册报送项

目监理机构审查，监理核查符合要求后由总监理工程师签署审查意见，并于验收前三个

工作日通知质监站；

③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收到上报的验收报告应及时组织参建方对地基

与基础分部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应填写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并签

注验收结论和意见。相关责任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附分部工程观感质量检查记录。

三、主体结构工程质量验收

主体结构包括的内容

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型钢混凝土结构、铝合金结构、木结构

等子分部工程



主体结构验收

验收条件 (1)施工单位在主体工程完工之后对工程进行自检，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提供主体结构施工质量自评报告，该报告应由项目经理和

施工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

(2)监理单位在主体结构工程完工后对工程全过程监理情况进行质量评价，提供主体

工程质量评估报告，该报告应当由总监和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

(3)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进行检查，对工程主体实体是否与

设计图纸及变更一致，进行认可;

主体结构验收

验收条件 (4)有完整的主体结构工程档案资料，见证试验档案，监理资料;施工质量保证资料;

管理资料和评定资料;

(5)主体工程验收通知书。

(6)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7)中标通知书复印件（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8)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9)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验收记录。

(10)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验收记录。

主体结构验收

结构实体检验组织 （1）对涉及混凝土结构安全的有代表性的部位应进行结构实体检验。结构实体检验

应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以及合同约定的项目；

必要时可检验其他项目。

（2）结构实体检验应由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实施，并见证实施过程。施工单位应

制定结构实体检验专项方案，并经监理单位审核批准后实施。【2017 年】

主体结构验收

结构实体检验组织 （3）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检验宜采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方法；当未取得同条件养护试

件强度或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不符合要求时，可采用回弹-取芯法进行检验。

四、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



各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和功能检测项目一览表

项次 子分部工程 检测项目

1 门窗工程 建筑外窗的气密性能、水密性能和抗风压性能

2 饰面板工程 饰面板后置埋件的现场拉拔强度。

3 饰面砖工程 外墙饰面砖样板及工程的饰面砖粘结强度。

4 幕墙工程 1.硅酮结构胶的相容性和剥离粘接性。

2.幕墙后置埋件和槽式预埋件的的现场拉拔强度。

3.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耐风压性能及层间变形性能。

五、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关规定 P435

(1)建筑节能工程为单位工程的一个分部工程。建筑节能子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划分：

（2）节能分部工程验收资料应单独组卷

（3）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规定:

1)分项工程应全部合格;



2)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外墙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4) 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外窗气密性能现场实体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5) 建筑设备工程系统节能性能检测结果应合格。

六、单位工程竣工验收

（一）单位工程质量验收组织与程序

（1）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自检。

（2）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进行竣工预验收，施工单位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参加。

（3）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时，应由施工单位整改。

（4）预验收通过后，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

（5）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施工、设计、勘

察等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单位工程验收。

建设单位组织单位工程质量验收时，施工单位的技术、质量负责人应参加验收。当单

位工程中有分包工程的，分包单位负责人也应参加验收。



（二）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1)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所含分部工程中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应完整;

(4)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5)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

（三）单位工程验收不合格处理

（1）当工程质量控制资料部分缺失时，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有关标准进行相应的实

体检验或抽样试验。

（2）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重要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七、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P373

分类 民用建筑工程根据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的不同要求，划分为以下两类：

1）Ⅰ类民用建筑工程：住宅、居住功能公寓、老年人照料房屋设施、幼儿园、学校教室、

学生宿舍等民用建筑工程;

2）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办公楼、商店、旅馆、文化娱乐场所、书店、图书馆、展览馆、

体育馆、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等民用建筑工程。

时间 民用建筑工程及室内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质量验收，应在工程完工至少 7d 以后、工程交

付使用前进行。

资料 民用建筑工程及其室内装修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资料:

(1)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工程地点土壤中氡浓度或氡析出率检测报告、工程地点土壤天然放

射性核素镭-226 、钍-232 、钾-40 含量检测报告;

(2)涉及室内新风量的设计、施工文件以及新风量的检测报告;

(3)涉及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工程设计变更文件;

(4)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污染物含量检测报告、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复验报告；

(5)与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有关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6)样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记录(不做样板间的除外) ;

(7)室内空气中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抽检数量 （1）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应抽检每个建筑单体有代表性的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

氡、甲醛、氨、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的抽检量不得少于房间总数的 5% ，每个建

筑单体不得少于 3 间，房间总数少于 3 间时，应全数检测。

（2）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老年人照料房屋设施室内装饰装修验收时，抽检量

不得少于房间总数的 50% ，且不得少于 20 间。当房间总数不大 20 间时，应全数检测。

（3）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凡进行了样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且检测结果合格的，



抽检数量减半，并不得少于 3 间。

检测点数 房间使用面积（m2） 检测点数（个）

＜50 1

≥50，＜100 2

≥100，＜500 不少于 3

≥500，＜1000 不少于 5

≥1000 ≥1000m2 的部分，每增加 1000m2 增设 1 点，

增加面积不足 1000m2 时按增加 1000m2 计算

检测点

布置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环境污染物浓度现场检测点应距内墙面不小于 0.5m 、距楼地面高

度 0.8 – 1.5m。检测点应均匀分布，避开通风道和通风口。

当房间内有 2 个及以上检测点时，应采用对角线、斜线、梅花状均衡布点，并应取各点

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房间的检测值。

检测方法 污染物种类 集中通风 自然通风

甲醛、苯、甲

苯、二甲苯、

氨、总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

（TVOC）

通风系统正常运行

的条件下进行

对外门窗关闭 1h 后进行

氡 对外门窗关闭 24h

Ⅰ类民用建筑

限值

类别 限值

氡 150（Bq/m³）

甲醛 ≤0.07（mg/m³）

苯 ≤0.06（mg/m³）

甲苯 ≤0.15

二甲苯 ≤0.20

氨 ≤0.15（mg/m³）

TVOC ≤0.45（mg/m³）

检测结果的判

定与处理

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不符合相关要求时，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采

取措施进行处理后的工程，对不合格项进行再次检测。再次检测时，抽检量应增加 1 倍，

并应包含同类型房间及原不合格房间。再次检测结果全部符合规范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室

内环境质量合格。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不合格的民用建筑工程，严禁投入使用。

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