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建设设工工程程估估价价  

节 分值预估 重要考点 

1Z103010  建设项目总投资 9-12 10 

1Z103020  建设工程定额 4-5 6 

1Z103030  建设工程项目设计概算     

1Z103040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图预算     

1Z103050  工程量清单编制     

1Z103060  工程量清单计价     

1Z103070  计量与支付     

1Z103080  国际工程投标报价     

1Z103020  建设工程定额 

主要考点： 

1. 建设工程定额的分类 

2. 人工定额的编制 

3. 材料消耗定额的编制 

4. 机械台班使用定额的编制 

5. 施工定额与企业定额的作用 

6. 预算定额中人工消耗量指标的确定 

 

1. 建设工程定额的分类 

（一）按生产要素分类 

按生产要素内容分类 人工定额：劳动定额 

材料消耗定额 

施工机械台班使用定额 

（二）按编制程序和用途分类 

施工定额 以工序为研究对象，（环氧地坪）属于企业定额的性质； 

分项最细，定额子目最多； 

建设工程定额中的基础性定额； 

预算定额 社会性定额； 

以建筑物或构筑物各个分部分项工程为对象编制的定额，（装饰装修工程） 

编制施工图预算的主要依据，是编制单位估价表，确定工程造价；控制工程

投资的基础和依据。 



概算定额 以扩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为对象编制的； 

是编制初步设计概算的依据 

概算指标 以整个建筑物和构筑物为对象；（某一栋楼） 

是设计单位编制设计概算或建设单位编制年度投资计划的依据 

投资估算指标 以独立的单项工程或完整的工程项目为对象；（整个小区） 

是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投资估算，计算投资需要量使用的一

种指标；是合理确定建设工程项目投资的基础  

 

定额分类 编制对象 内容 

施工定额 工序 人+料+机，基础定额、企业性定额 

预算定额 分部分 

项工程 

在施工定额基础上综合扩大 

编制概算定额的基础 

概算定额 扩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在预算定额的基础上综合扩大 

编制概算指标的基础 

概算指标 建筑物 

构筑物 

是概算定额的扩大与合并 

编制投资估算指标的基础 

投资估算指标 单项工程 

完整项目 

 

 

 

 

【例题】建设工程施工定额的研究对象是（    ）。【2013】 

A. 分部分项工程  

B. 工序 

C. 扩大的分部分项 

D. 整个建筑物或构筑物 

【答案】B 



【例题】预算定额是以（ ）为对象编制的。【2007】 

A. 同一性质的施工过程——工序     

B. 建筑物或构筑物各个分部分项工程 

C. 扩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D. 独立的单项工程或完整的工程项目 

【答案】B 

 

 2. 人工定额的编制 

人工定额：反映生产工人在正常施工条件下的劳动效率。 

编制人工定额主要包括两项工作： 

（一）拟定定额时间 

（二）拟定正常的工作条件 

（一）拟定定额时间 

 

【例题】编制人工定额时，属于工人工作必需消耗的时间有（    ）。【2016】 

A. 多余和偶然工作时间 

B. 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 



C. 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 

D. 辅助工作时间 

E. 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 

【答案】BDE 

【例题】编制人工定额时，基本工作结束后整理劳动工具时间应计入（  ）。【2016】 

A. 休息时间 

B. 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 

C. 有效工作时间 

D. 损失时间 

【答案】C 

【例题】编制人工定额时，工人定额工作时间中应予以合理考虑的情况是（ ）。【2018】 

A. 由于水源或电源中断引起的停工时间 

B. 由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差错引起的工时损失 

C. 由于劳动组织不合理导致工作中断所占用的时间 

D. 由于材料供应不及时引起的停工时间 

【答案】A 

 

（二）拟定正常施工条件 

 拟定施工作业的内容 

 拟定施工作业的方法 

 拟定施工作业的地点组织 

 拟定施工作业的人员组织 

 



【例题】编制人工定额时需拟定施工的正常条件，其内容包括拟定（   ）。【2015】 

A. 施工作业内容 

B. 施工作业方法 

C. 施工企业技术水平 

D. 施工作业地点组织 

E. 施工作业人员组织 

【答案】ABDE 

 

人工定额的形式 

 

 人工定额的制定方法 

方法 概念 应用范围 

技术测定法 用实际生产数据，来进行技术分析  

统计分析法 过去施工中的数据与当前生产技术结

合分析 

工序重复量大 

比较类推法 用一种产品的定额标准推出类似产品

的定额标准 

工序重复，工作量小 

经验估计法 经验人员直接估  

量小比较，量大统计 

 

 



【例题】某施工企业编制砌砖墙人工定额，该企业有近 5 年同类工程的施工工时消耗资料，

则制定人工定额适合选用的方法是（  ）。【2015】 

A. 技术测定法 

B. 比较类推法 

C. 统计分析法 

D. 经验估计法 

【答案】C 

【例题】对于同类型产品规格多、工序复杂、工作量小的施工过程，若已有部分产品施工的

人工定额，则其他同类型产品施工人工定额的制定适宜采用的方法是（  ）。【2014】 

A. 比较类推法 

B. 技术测定法 

C. 统计分析法 

D. 经验估计法 

【答案】A 

 

3. 材料消耗定额的编制 

（一）材料消耗定额的编制 

编制材料消耗定额，主要包括确定直接使用在工程上的材料净用量和在施工现场内运输及操

作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废料和损耗。 

（1）材料净用量的确定 

理论计算法； 

测定法； 



图纸计算法； 

经验法 

 

（二）周转性材料消耗定额的编制 

（1）周转性材料消耗一般与下列四个因素有关： 

① 第一次制造时的材料消耗（一次使用量） 

② 每周转使用一次材料的损耗（第二次使用时需要补充） 

③ 周转使用次数 

④ 周转材料的最终回收及其回收折价。 

（2）定额中周转材料消耗量指标的表示，应当用一次使用量和摊销量两个指标表示。 

一次使用量是指周转材料在不重复使用时的一次使用量，供施工企业组织施工用； 

摊销量是指周转材料退出使用，应分摊到每一计量单位的结构构件的周转材料消耗量，供施

工企业成本核算或投标报价使用。 

 

 



【例题】编制工程周转性材料消耗定额时，影响周转性材料消耗的因素有（  ）。【2017】 

A. 周转材料的制造工艺 

B. 周转使用次数 

C. 周转材料的最终回收及其回收折价 

D. 周转材料的补损 

E. 每周转使用一次材料的损耗 

【答案】BCE 

【例题】关于周转性材料消耗及其定额的说法，正确的是（   ）。【2018】 

A. 定额中周转材料消耗量应采用一次性使用量和摊销量两个指标表示 

B. 周转性材料消耗量只与周转性材料一次使用量和周转次数相关 

C. 施工企业成本核算或投标报价时应采用周转性材料的一次使用量指标 

D. 周转性材料的周转使用次数越多，则每周转使用一次材料的损耗越大 

【答案】A 

【例题】某混凝土构件采用木模板施工，木模板一次净用量为 200m2，现场制作安装不可

避免的损耗率为 2%，木模板可周转使用 5 次，每次补损率为 5%，则木模板的周转使用量

为（   ）m2。【2016】 

A. 48.00 

B. 49.44 

C. 51.00 

D. 48.96 

【答案】D 

 



4. 机械台班使用定额的编制 

 施工机械使用定额包含两种形式： 

施工机械时间定额和施工机械产量定额。 

【例题】斗容量 1m3 正铲挖土机，挖四类土，装车深度在 2m 内，小组成员两人，机械台

班产量为 4.76 (定额单位 100m3)。 

机械时间定额为多少台班/m³？ 

人工时间定额为多少工日/m³？ 

100m³为一个单位，4.76 个单位 476m³ 

机械的产量定额为， 476 m³/台班 

  

机械工作时间消耗的分类  

 

 



【例题】汽车运输重量轻而体积大的货物时，不能充分利用载重吨位因而不得不在低于其计

算负荷下工作的时间应计入（ ）。【2016】 

A. 正常负荷下的工作时间 

B. 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 

C. 有根据地降低负荷下的工作时间 

D. 损失的工作时间 

【答案】C 

【例题】下列机械工作时间消耗中，属于机械台班使用定额中不可避免的无负荷工作时间的

是（ ）。【2015】 

A. 汽车在运送土方时没有装满导致的延长时间 

B. 筑路机在工作区末端掉头的时间 

C. 未及时供给机械燃料而导致的停工时间 

D. 暴雨时压路机被迫停工时间 

【答案】B 

【例题】在机械工作时间消耗分类中，由于工人装料数量不足引起的机械不能满负荷工作的

时间属于（ ）。【2014】 

A. 有根据地降低负荷下的工作时间 

B. 机械的多余工作时间 

C. 正常负荷下的有效工作时间 

D. 低负荷下的工作时间 

【答案】D 

 



5. 施工定额与企业定额的作用 

施工定额是建筑安装工人或工人小组在合理的劳动组织和正常的施工条件下，为完成单位合

格产品所需消耗的人工、材料、机械的数量标准。 

企业定额是施工企业根据本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编制的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必需的

人工、材料和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要素消耗的数量标准。 

（一） 施工定额的作用 

 

 

【例题】关于施工定额作用的说法，正确的有（  ）。【2011】 

A. 施工定额是企业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依据 

B. 施工定额是计算工人计件工资的基础 

C. 施工定额是编制施工预算的基础 

D. 施工定额是组织和指挥施工生产的有效工具 

E. 施工定额是编制竣工结算的依据 

【答案】ABCD 

【例题】编制和应用施工定额之所以有利于推广先进技术是因为（ ）。【2012】 

A. 施工定额是强制实施的   

B. 施工定额是工程定额体系的基础 

C. 施工额定水平本身包含成熟先进的施工技术   



D. 施工定额是用先进的技术方法测定出来的 

【答案】C 

（二） 企业定额的作用 

 

 施工定额、企业定额都是投标报价的依据 

 施工定额、企业定额都是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依据 

 

【例题】关于企业定额作用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企业定额是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依据 

B. 企业定额能反映在不同项目上的最高管理水平 

C. 依据企业定额可以计算出施工企业完成投标工程的实际成本 

D. 企业定额不能直接反映本企业的施工技术水平 

【答案】A 

 

6. 预算定额中人工消耗量指标的确定 

 

人工幅度差用工 



人工幅度差用工 

①各种专业工种之间的工序搭接及土建工程与安装工程的交叉、配合中不可避免的停歇时

间； 

②施工机械在场内单位工程之间变换位置及在施工过程中移动临时水电线路引起的临时停

水、停电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间歇时间； 

③施工过程中水电维修用工； 

④隐蔽工程验收等工程质量检查影响的操作时间； 

⑤现场内单位工程之间操作地点转移影响的操作时间； 

⑥施工过程中工种之间交叉作业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剔凿、修复、清理等用工； 

⑦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直接少量零星用工 

交叉转移、隐蔽水电，不可避免 

 

【例题】施工过程中对隐蔽工程质量检査验收影响工人操作的时间，属于预算定额人工消耗

量指标组成中的（  ）。【2017】 

A. 基本用工 

B. 辅助用工 

C. 人工幅度差用工 

D. 超运距用工 

【答案】C 

 

【例题】编制预算定额人工消耗指标时，下列人工消耗量属于人工幅度差用工的有（  ）。

【2014】 

A. 施工过程中水电维修用工 



B. 隐蔽工程验收影响的操作时间 

C. 现场材料水平搬运工 

D. 现场材料加工用工 

E. 现场筛沙子增加的用工量 

【答案】AB 

 

人工消耗量指标的计算 

 人工消耗量指标 

=基本用工+超运距用工+辅助用工+人工幅度差用工 

 人工幅度差用工 

=（基本用工+超运距用工+辅助用工）×人工幅度差系数 

【例题】完成某预算定额项目单位工程量的基本用工为 2.8 工日，辅助用工为 0.7 工日，超

运距用工为 0.9 工日，人工幅度差系数为 10%，该定额的人工工日消耗量为（ ）。【2014】 

A. 4.84 

B. 4.75 

C. 4.56 

D. 4.68 

【答案】A 

【例题】按照单位工程量和劳动定额中的时间定额计算出的基本用工数量为 15 工日，超运

距用工量为 3 工日，辅助用工为 2 工日，人工幅度差系数为 10%，则人工幅度差用工数量

为（    ）工日。【2019】 

A. 1.5 



B. 1.7 

C. 1.8 

D. 2.0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