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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概况 

一、编制依据 

2012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定额（仿古建筑工程） 

仿古建筑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5-2013） 

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设计文件 BJ系列（原华北标 88J系列）：08BJ14-4北京四合院建筑

要素图 

《古建筑修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北方地区>》ＣＪＪ３９－９１－１９９１ 

《北京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2018 版） 

北京市典型仿古四合院设计文件等。 

二、参考书籍 

梁思成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解；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 

马炳坚《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 

马炳坚《北京四合院建筑》； 

蒋广全《中国清代官式建筑彩画技术》等。 

三、共同主编单位 

（一）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二）北京市房屋修缮定额管理站； 

（三）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六）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七）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八）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九）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十）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十一）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造价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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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体编制单位 

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本册标准的相关组织工作；编制木作工程、屋面工程、

油饰彩画工程、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抹灰工程、砌筑工程中的琉璃砌体工程） 

北京国文琰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砌筑工程中的砖石砌体、石作工程、地面工程）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编制措施项目） 

五、编制原则 

（一）“三减三增一统一” 

1.减少：人工消耗量、消耗量标准发布内容、淘汰落后项目； 

2.增加：人工工日单价、造价信息发布内容、“四新”工艺； 

3.统一：不同专业相同项目的水平（含人材机编码、取费基数）。 

（二）共编共享 

共编共享既是市场化的要求，也是为提高消耗量标准质量的必然选择。此次修编我站充分

借助社会力量，选择八大施工单位及京价协作为共同主编单位，组织有实力的工程项目、会员

单位等提供大量实测数据，组织建设单位和咨询单位的专家开展多次评审，做到了市场各方主

体充分参与，共同编制，共享成果。 

（三）措施项目市场化计价 

为落实我市工程造价管理市场化改革试点工作目标，着力健全工程造价市场化形成机制，

改变按照固定定额子目计价的思维，引导市场主体和造价专业人员根据施工方案和市场询价确

定措施项目费用，此次将措施项目分为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和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分别编制。 

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模板）在消耗量标准中编制，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以费用指标形

式在《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专门板块中予以发布。 

六、表现形式 

消耗量定额，不再带有基期价格。编制招标控制价时，配合使用《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

设工程）》。 

七、编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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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名称 
2012版子

目数量 

2021版子

目数量 

子目数量变化 

“+” “-” 调整 

1 第一章 砌筑工程 190 188 0 1 18 

2 第二章 石作工程 46 39 0 2 7 

3 
第三章 混凝土及钢筋混

凝土工程 
41 42 1 3 2 

4 第四章 木作工程 450 460 12 1 3 

5 第五章 屋面工程 258 256 1 0 4 

6 第六章 地面工程 46 36 0 0 10 

7 第七章 抹灰工程  70 44 0  26 4 

8 第八章 油饰彩画工程 214  203  1   12 2 

9 第九章 措施项目 108  23 1 84 13 

合计 

 1426 

（含工程水

电费） 

 1291     
 

注：原 2012预算定额中第一章砖作工程及第三章琉璃砖砌体工程合并为 2021预算消耗量标准第一章砌筑

工程。 

八、计价规则变化 

（一）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变化 

1.人工费：2021 预算消耗量标准采用综合用工一类、综合用工二类、综合用工三类对应

不同项目内容，编制招标控制价时，依据《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发布的 2021 预

算消耗量标准人工工日市场价格信息，合理确定人工工日单价。 

2.材料费：2021 预算消耗量标准的材料消耗量中不包含柴油、水、电，其中柴油计入机

械台班价格中，水、电计入的工程水电费（不可精确计量的措施费）中；其他材料费以材料费

为基数乘以相应比例计算。 

3.机械费：2021 预算消耗量标准以燃油为动力的机械台班价格中包含燃油费；以电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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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机械台班价格中不含电费，该项费用计入工程水电费（不可精确计量的措施费）中；机械

费中的其他机具费以人工费为基数乘以相应比例计算。  

（二）措施项目变化 

1.措施项目在原 2012 预算定额的基础上，增加了工程水电费、现场管理费。 

工程水电费包括现场施工、办公和生活等消耗的全部水费、电费，含安全文明施工、夜间

施工以及施工机械等消耗的水电费。 

现场管理费指施工企业项目部在组织施工过程中所需的费用，包括现场管理及服务人员工

资、现场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费、工程质量检测配合费、财产

保险费和其他等，不包括临时设施费。 

2.措施项目中的现浇混凝土模板及支架工程及施工排水、降水工程按《2021房屋建筑与

装饰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相应子目计算，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按《关于印发配套 2021

年<预算消耗量标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 号）的

规定计算。 

3.除现浇混凝土模板及支架工程及施工排水、降水工程、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外，

其他措施项目费用均需依据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及其措施方案等自主测算确定，其中安全文明

施工费应不低于按现行《关于印发配套 2021 年<预算消耗量标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费

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号）规定计算的费用。 

4.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时，《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发布相应费用指标的措施项

目，应依据费用指标合理确定，但不得低于相应费用指标的中间值。 

5.措施项目均应计取企业管理费、利润。 

（三）费用项目变化 

1.2021 预算消耗量标准将企业管理费中的现场管理费拆分出来，列入不可精确计量的措

施费用，企业管理费中不再包含现场管理费。 

2.企业管理费、利润应依据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及其措施方案等自主测算，参考《北京工

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发布的费用指标合理确定；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时，企业管理费、利

润的费率不得低于《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发布的费用指标中间值。  

3.规费作为综合单价的费用组成，按现行《关于印发配套 2021 年<预算消耗量标准>计价

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号）的规定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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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说明 

 

一、仿古建筑工程包括：砌筑工程、石作工程、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木作工程、屋面

工程、地面工程、抹灰工程、油饰彩画工程、措施项目共九章。 

【对比 2012定额】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包括砖作工程，石作工程，琉璃砖砌体工程，混

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木作工程，屋面工程，地面工程，抹灰工程、油饰彩画工程，工程水

电费，措施项目共十一章。 

【解释说明】本次修编，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的原则”将原 2012定额第一章砖作工程和第

三章琉璃砖砌体工程合并，改称砌筑工程。工程水电费按照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的编制原则

进行编制，调整至《造价信息》费用指标中。 

二、仿古建筑工程包括仿古构筑物。 

【对比 2012定额】本定额适用于各类仿古建筑工程、旧址复建及易地复建的仿古建筑工程以

及在新建小区和原有园林中新建、扩建的仿古建筑景点。 

【解释说明】本次修编，将适用范围调整至总说明中，这里仅作补充说明。这里所指构筑物，

对应的是 2012 定额中的“仿古建筑景点”。需注意的是，复建工程调整到了古建筑修缮专业中。

依照原建筑的外形，采用混凝土结构等形式进行的复原，算是新建工程，依然采用这本标准。 

三、本标准除有特别说明外，各章所列子目（包括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柱、梁、枋、檩等）

均按北京地区明、清传统建筑形制及做法编制。 

【解释说明】此次修编新补充的说明。形制指的是外形及构件间的比例等。由于仿古工程比较

复杂，设计比较自由，如有仿唐宋等朝代的构件或南方建筑的构件出现时，需工程各方主体，

斟酌使用，不适用的，另行测算、补充。 

四、有关檐高、层高的规定： 

1.檐高： 

（1）上皮：有飞椽者为正身飞椽上皮；无飞椽者为檐椽上皮。 

（2）下皮：无月台或月台外边线在檐头外边线以内者，为自然地坪； 

月台外边线在檐头外边线以外或城台、高台上的建筑，为台基上表面。 

檐高按上下皮之间距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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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高：首层从±0.00 至首层顶部结构顶面的高度计算；其余各层的层高均以上下结构层顶

面标高之差计算。 

【对比 2012定额】有关檐高、层高的规定： 

1.檐高：无台基的从自然地坪（有台基的从台基上表面）至檐下梁头下皮计算。 

2.层高：首层从±0.00 至首层顶部结构顶面的高度计算；其余各层的层高均以上下结构层顶

面标高之差计算。 

【解释说明】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原则，与古建筑修缮工程统一了含义。 

五、一般成品保护工作已包括在子目内容中。 

【对比 2012定额】工程成品保护费已包括在定额相应子目中，不得另行计算。 

【解释说明】将工程成品保护明确为一般成品保护。 

六、仿古建筑工程中设计有部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的项目（如土石方、防水、保温等），执

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相应子目。 

【对比 2012定额】仿古建筑工程中设计有部分土建、装饰的项目，应执行第一册《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相应子目。 

【解释说明】明确了仿古建筑工程中缺项的内容，执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仿古建筑工程中

的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工程，符合说明第三条的，执行本册标准，不符合说明第三条的，执行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 

七、本标准中人工消耗量按不同檐高仿古建筑工程综合测定。 

【解释说明】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原则增加，对本专业无影响。 

八、本标准中材料的材质、型号、规格与设计要求不同时，除各章另有规定外，可以换算。 

【对比 2012定额】定额中注明的材料材质、型号、规格与设计要求不同时，可以换算。 

【解释说明】此条无实质性变化。 

 

仿古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仿古建筑面积计算规则主要用于仿古建筑指标的配套使用。规则与古建筑修缮工程进行了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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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砌筑工程 

一、概述 

本章包括：砖石砌体、琉璃砌体 2节共 189 个子目。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毛石砌筑挡土墙、护坡 

【解释说明】毛石砌筑挡土墙、护坡子目，在仿古建筑工程中发生较少，根据“三减三增一统

一的原则”，消耗量相近的项目，进行了减量处理，发生时执行“园林绿化预算消耗量标准”。 

（二）子目设置调整： 

1.“细作影壁、廊心墙、槛墙”中的“柱子、箍头枋子、上下槛、立八字”  

【解释说明】“细作影壁、廊心墙、槛墙”中的“柱子、箍头枋子、上下槛、立八字”材料消

耗量受砖件尺寸影响较大，此次改为按砖件尺寸划分。 

2. 蓝四丁砖砌筑内墙 

【解释说明】原 12定额“机砖内墙、挡土墙”子目此次修编为“蓝四丁砖砌筑内墙”，砖挡土

墙执行“园林绿化预算消耗量标准”。 

（三）子目重大变化 

1.干摆、丝缝、淌白墙面按成品砖编制 

【解释说明】因施工工艺的发展，目前仿古建筑工程中的干摆、丝缝、淌白砖件多由工厂进行

加工，故此次修编，按照成品砖进行编制，但工厂加工出的砖件一般仍难满足现场使用需求，

故子目中保留了二次砍磨的用工。 

2.细作影壁、廊心墙、槛墙方砖心按成品砖编制 

【解释说明】同上 

3. 大停泥砖尺寸改变 

【解释说明】因原有尺寸 416mm×208mm×80mm 的大停泥已较少有工厂生产，此次修编改为

320mm×160mm×80mm。 

4. 蓝机砖、烧结砖材料替换 

【解释说明】依据《北京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2018 版），蓝机砖、烧结砖等已无法使

用，故砖基础用标准砖代替，其余部位用蓝四丁砖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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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灰浆按立方米输出 

【解释说明】 灰浆按立方米输出便于不同灰浆间进行替换或灰浆与砂浆进行替换。 

二、说明及主要变化 

1.砖檐、墙帽含本身出檐部分的衬里（不含墙身部分衬里）。 

【对比 2012定额】第一章砖作工程“各种砖檐、墙帽均含本身内衬充填的所需工料，不得另

行计算。”第三章琉璃砖砌体“各种琉璃砖檐及琉璃墙帽均含本身内衬充填的所需工料，不得

另行计算。” 

【解释说明】此条说明，对原 12定额砖作工程和琉璃砖砌体工程作了整合，合并了相同部分，

内容上无实质性改变，括号中的说明指的是此处和墙身部位不同，墙身是按墙面、衬里分别执

行的。 

2. 干摆、丝缝、淌白墙面及细作影壁、廊心墙、槛墙方砖心按成品砖料编制，成品砖基于附

表一中的规格进行加工。其余细砌子目仍按现场砍制砖料编制。 

【解释说明】上述子目材料消耗量中的成品砖件数量，是基于附表一中的原始规格进行计算得

出的，当成品砖的原始规格与附表一中不同时，砖件数量与子目中不同。 

3. 遇有沟渠、驳岸、挡土、护坡砌砖、砌石时，执行“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标准”相应子目。 

【对比 2012 定额】遇有沟渠、驳岸砌砖时，均执行蓝四丁砖内墙、挡土墙子目，其砖砌基础

部分，应并入沟渠、驳岸体积内计算。 

【解释说明】此条说明是项目划分变化的配套修改。 

4.砖博缝子目包含博缝头、脊中分件、二层拔檐等。 

【对比 2012 定额】各种砖博风定额均含博头及其所需附件。 

【解释说明】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的原则”，“博风”和古建筑修缮工程作了统一，改为“博

缝”，并明确了包含内容。 

5.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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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古建砖件规格 

名称 法定计量单位标注规格（mm） 

大城砖 480×240×128 

二样城砖 448×224×112 

大停泥砖 320×160×80 

小停泥砖 288×144×64 

大开条砖 288×144×64 

小开条砖 256×128×51 

大砂滚子砖 320×160×80 

小砂滚子砖 288×144×70 

地趴砖 384×192×96 

蓝四丁砖 240×115×53 

斧刃砖 240×118×42 

尺二方砖 384×384×58 

尺四方砖 448×448×64 

尺七方砖 544×544×80 

二尺方砖 640×640×112 

二尺二方砖 702×702×128 

二尺四方砖 768×768×114 

【解释说明】大停泥的规格作了修改。 

三、工程量计算规则及主要变化 

琉璃博缝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垂直投影面积计算；琉璃托山混明确为按设计图示以中心线长度

计算。 

【对比 2012 定额】琉璃博缝摆砌包括博缝头，但不包括其下的托山混，琉璃博缝按垂直投影

面积计算，琉璃托山混按长度计算。 

【解释说明】将原“琉璃博缝摆砌包括博缝头，但不包括其下的托山混”移至说明中并将琉璃

托山混明确为按设计图示以中心线长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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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中的常见问题 

1.问：干摆、丝缝、淌白墙面，墙厚按多少编制？ 

答：各自砖件的一个砖厚。以小停泥砖墙面丝缝墙面为例，墙厚为 144mm。 

2.问：砖墙面是按何种砌筑方式编制？ 

答：按十字缝、三顺一丁、一顺一丁综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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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作工程 

一、概述 

本章包括：台基及台阶，望柱、栏板，墙身石活及门窗、槛石，石作配件等 4节共 39个子目。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锁口石、石板瓦屋面 

【解释说明】锁扣石子目，目前使用较少，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的原则”，进行了删除；石

板瓦屋面子目调整至第五章屋面工程中。 

（二）子目设置调整：柱顶石、望柱、寻杖栏板 

【解释说明】原柱顶石方鼓径、圆鼓径、带花饰三子目合并为目前的柱顶石子目；原望柱龙凤

狮子头，二十四气、石榴、莲瓣柱子柱头，麻叶及方圆几何形柱头三子目合并为目前的望柱子

目；原寻仗栏板透瓶、下盘双面浮雕及透瓶、下盘双面海棠池子合并为目前的寻仗栏板子目。 

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的原则”，对消耗量差距不大的子目进行了合并，材料不同的，在

使用时替换为相应的设计材料即可。 

（三）子目位置调整：地栿石，柱顶石，槛垫石、过门石、分心石，滚墩石 

【解释说明】将地栿石调整至第二节望柱、栏板；柱顶石调整至第一节台基及台阶；槛垫石、

过门石、分心石，调整至第一节台基及台阶；滚墩石调整至第三节墙身石活及门窗、槛石中。 

二、说明及主要变化 

1.石构件按工厂成品现场安装编制。 

【解释说明】明确了子目中只包含安装，不含制作。 

2. 独立须弥座指高度在 100cm 以内，水平投影面积 1㎡以内的须弥座。 

【解释说明】增加此条说明，便于区分独立须弥座与须弥座。 

三、工程量计算规则及主要变化 

1.寻杖栏板、罗汉栏板，按其设计高度乘以底边长度，以面积计算。 

【对比 2012 定额】寻仗栏板、罗汉板，分别按其设计底边长度乘以平均高度，以面积计算。 

【解释说明】寻仗栏板、罗汉栏板高度一般固定，故更改为设计高度。 

2. 其他项目台基等，均按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图纸尺寸标注不全者，按本章附表“石作工

程量计算参考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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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阶条石计算体积时，不扣除柱顶石卡口所占的体积；夹杆石、镶杆石，按截面积乘高

（不扣除柱子所占体积）计算体积。 

【对比 2012 定额】删除了券石、券脸石及独立须弥座的补充计算规则。 

【解释说明】券石、券脸石及独立须弥座按设计图示尺寸计算即可。 

四、执行中的常见问题 

问：L型的阶条石的计算规则。 

答：L型阶条石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子目按工厂制品编制，石料损耗和加工费在材料

中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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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 

一、概述 

本章包括：现浇钢筋混凝土、预制混凝土，钢筋制作安装等共计 13节 41个子目。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现场搅拌混凝土调整费、套筒接头φ25 以内、套筒接头φ25 以外 

【解释说明】现场搅拌混凝土，已全市禁用，原 12定额中的套筒接头φ25以内及φ25 以外，

指的是冷挤压套筒，多用于地下，且目前已很少使用，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的原则”，进行

了删除。 

（二）子目设置调整：钢筋制作、钢筋安装、直螺纹接头 

【解释说明】钢筋安装子目拆分为制作及安装。考虑到目前钢筋加工工作主要在现场进行，购

买成品的情况较少，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的原则”，与其他专业一致，分开编制。 

    原 12定额中的锥螺纹接头目前很少使用，这里替换为更常用的直螺纹接头。 

（三）增加子目：预制混凝土镂空花格 

【解释说明】因镂空花格具有古典效果，此子目由原 2012定额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专业调整

而来。 

二、说明及主要变化 

1.矩形柱、圆形柱子目综合了童柱等构件。 

【解释说明】因本册标准中矩形柱、圆形柱相较其他专业人工消耗量较高，增加了此特殊性说

明。 

2.矩形梁子目综合了抱头梁等构件。 

【解释说明】因本册标准中矩形梁相较其他专业人工消耗量较高，增加了此特殊性说明。 

3. 钢筋屋面综合了平面、坡面、弧面及其他形状屋面，钢筋含量与设计图纸中不同时，可以

调整。设计以钢板网代替钢筋的，钢板网按设计图示量乘以系数 1.05。 

【对比 2012 定额】钢筋屋面不分平面、坡面、弧面及其他屋面形状，均执行同一定额。 

【解释说明】增加了钢筋含量可以调整的说明，另增加了钢板网代替钢筋时的消耗量调整说明。 

4. 古式零件指：雀替、角云、垂柱、花饰块等以及单件体积≤0.05m3构件。 

【解释说明】新增说明，明确了古式零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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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量计算规则及主要变化 

 一檩三件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伸入墙内的一檩三件，应并入一檩三件体积内计算。 

【对比 2012 定额】一檩三件长度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与圆柱或多角柱交接者,其长度

算至梁柱立面交接线。伸入墙内的一檩三件，应并入一檩三件体积内计算。 

【解释说明】改为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檩、垫、枋长度不一致时，即可按各自长度计

算。 

四、执行中的常见问题 

问：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合院工程的结构部分应执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还是仿古建筑工程。 

答：无地下室的，执行仿古建筑工程；有地下室的，地下室部分执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地

上部分执行仿古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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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木作工程 

一、概述 

1.本章包括：木构架及木基层、木装修 2节共 460个子目。 

2.调研工程各方主体的使用习惯后，将木构架及木基层、木装修分别设置，将垂花门、牌楼专

用构部件、斗栱分设一小节。 

3.仿古木构件因种类繁多，形状复杂多变，以施工单位自行加工制作为主，很少委托加工厂进

行制作，故此次修编依然维持了制作、安装的工作内容。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保温 

【解释说明】随着保温节能工程的日趋重要化，仿古建筑工程中的单一子目已无法满足计价要

求。此次修编进行了删除处理，设计文件中的保温工程执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相应子目。 

（二）子目设置调整：刷防腐油 

【解释说明】将望板、檩、楞木、木柱刷防腐油进行了合并，统一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避免了檩、楞木、木柱因规格不同造成的消耗量偏差过大问题。 

（三）增加子目 

1.瓦口（四样至六样琉璃瓦及消割瓦等共 4 个） 

【解释说明】用于排山瓦口及混凝土板配木椽时的瓦口。 

2.枕头木 

【解释说明】配合木基层使用。 

3.卷棚顶步（椽径 110mm 以内及 120mm 以内共 2个） 

【解释说明】原 12定额编制到椽径 100mm以内，此次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补充了更大椽径的

内容。 

4.井口天花支条 

【解释说明】由于仿古建筑工程的特殊性，会出现仅做支条，不做天花的情况，这里的井口天

花支条子目就适用于这种情况。需注意不要与井口天花子目重复执行。 

5.上槛、中槛、下槛、风槛抱框、间框（柱）腰枋连楹 4 个子目（厚度 130-160mm） 

【解释说明】原 12定额编制到椽径 120mm 以内，此次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补充了更大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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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二、说明及主要变化 

1.递角梁执行各架梁子目，人工乘以 1.02。 

【对比 2012 定额】递角梁，执行各架梁子目。 

【解释说明】此次修编进行了重新测算、调整。 

2.瓦口制作包括套样板、刨光、锯裁，适用于排山瓦口和混凝土板安装瓦口。 

【解释说明】新增子目配套说明。 

3.井口天花综合了帽儿梁、支条、贴梁、井口板及铁件等；只做支条不做天花板时执行井口

天花支条子目。 

【解释说明】新增子目配套说明。2012 定额井口天花综合内容的说明在子目表格前的工作内

容中。 

三、工程量计算规则及主要变化 

1.瓦口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解释说明】新增子目配套工程量计算规则。 

2.枕头木以数量计算。 

【解释说明】新增子目配套工程量计算规则。 

3.天花支条、贴梁、仿井口天花压条按中线长度累计计算。 

【解释说明】新增子目配套工程量计算规则。 

四、执行中的常见问题 

问：木作工程材料表中的板方材与模板工程材料表中的板方材是何种关系？ 

答：木作工程中的板方材使用年限长，作为永久性材料使用；模板工程中的板方材作为周转性

材料使用。在 2021标准中，已用不同的材料编码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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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屋面工程 

一、概述 

本章包括：屋面基层、布瓦屋面、琉璃瓦屋面 3节共 256个子目。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子目设置调整：戗（岔）角脊（附件）带陡板、带吻（兽）正脊带陡板 

【解释说明】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的原则”，将消耗量差距不大的子目，戗（岔）角脊（附

件）带陡板 兽后高（mm）400以上与 400以下进行了合并；将带吻（兽）正脊带陡板高度 500mm

以下、700mm以下、700mm 以上进行了合并。实际材料与材料表中不同时，可进行替换。 

（二）增加子目：石板瓦屋面 

【解释说明】由原 12定额中的石作工程调整过来。 

（三）其他变化： 

1.屋面过垄脊子目中有负号输出 

【解释说明】过垄脊是个增量子目，这里列的是比普通屋面多出来的含量。因为是个替代关系，

罗锅、续罗锅，折腰、续折腰替代了普通筒瓦与板瓦。 

2.灰浆按立方米输出 

【解释说明】灰浆按立方米输出便于不同灰浆间进行替换或灰浆与砂浆进行替换。 

二、说明及主要变化 

消割瓦屋面 wa瓦、wa 檐头及调脊等，均执行琉璃瓦屋面相应子目。 

【解释说明】消割瓦和琉璃瓦的区别在于不挂釉，而规格相同，故执行琉璃瓦屋面的相应子目。 

三、执行中的常见问题 

问：本章消耗量标准中瓦件的规格？ 

答：和古建筑修缮工程中的瓦件规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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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面工程 

一、概述 

1.本章包括：细墁地面及散水、糙墁地面及散水、墁石子地等 3 节共 36个子目。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子目设置调整：散水合并至地面 

【解释说明】散水与地面消耗量差别不大，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原则”进行了合并处理。 

（二）重大变化 

1.细墁地面、散水按成品砖编制 

【解释说明】因施工工艺的发展，目前仿古建筑工程中的细墁地面、散水砖件多由工厂进行加

工，故此次修编，按照成品砖进行编制，但工厂加工出的砖件一般仍难满足现场使用需求，故

子目中保留了二次砍磨的用工。 

2.蓝机砖替换 

【解释说明】依据《北京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2018版），蓝机砖、烧结砖等已无法使

用，故用蓝四丁砖代替。 

3.灰浆按立方米输出 

【解释说明】 灰浆按立方米输出便于不同灰浆间进行替换或灰浆与砂浆进行替换。 

二、说明及主要变化 

细墁地面、散水按成品砖料编制。成品砖基于“第一章 砌筑工程”附表一中的规格进行加工。 

【解释说明】成品砖件数量，是基于附表一中的原始规格进行计算得出的，当成品砖的原始规

格与附表一中不同时，砖件数量与子目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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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抹灰工程 

一、概述 

本章包括：墙面抹灰、柱梁面抹灰、其他仿古项目抹灰等 3节共 44个子目。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现场搅拌砂浆 26 个子目 

【解释说明】依据《北京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2018版），现场搅拌砂浆全市禁用，故

进行了删除处理，仅保留干混砂浆和传统灰浆。 

2.贴面砖 

【解释说明】本章抹灰工程，仅保留抹灰相关项目。 

（二）子目设置调整：靠骨麻刀灰厚度每增 5mm；砂子灰底层每增 5mm。 

【解释说明】靠骨麻刀灰厚度由原 12定额的每增 10mm改为 5mm；砂子灰底层由原 12 定额的

每增 10mm改为 5mm。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的原则，和古建筑修缮工程进行了统一。 

（三）其他变化：灰浆按立方米输出 

【解释说明】 灰浆按立方米输出便于进行材料替换。 

二、工程量计算规则及主要变化 

麻刀灰浆中内墙及槛墙部位，干混砂浆、剁斧石、水刷石中墙面、墙裙部位，共 3处“露明

柱面”更改为“露明柱门”。 

【解释说明】此次修编进行了重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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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油饰彩画工程工程 

一、概述 

本章包括：立闸山花板、博缝（风）板、挂檐（落）板油漆，连檐、瓦口、椽子、望板、

天花、顶棚油漆，上下架构件油漆，斗栱、垫栱板、雀替、花活油漆，门窗扇油漆，木装修油

漆，椽子、望板、天花、顶棚彩画，上下架构件彩画，斗栱、垫栱板、雀替、花活、楣子、墙

边彩画，国画颜料、广告色彩画，上下架构件地仗，11节共 203 个子目。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重复的罩光油子目 6 个 

【解释说明】原 2012定额罩光油子目依据 2013清单工程量计算规范按部位设置，此次进行了

整合，不影响使用。 

2.立闸山花板、博缝（风）板、挂檐（落）板彩画 

【解释说明】原 2012定额立闸山花板、博缝（风）板、挂檐（落）板彩画按饰金编制，与同

部位油漆饰金消耗量相同，此次进行了删除。 

（二）子目设置调整：拉色线 

【解释说明】代替原 2012 定额中墙边彩画拉油线、拉水线。 

（三）增加子目：斗栱金琢墨 

【解释说明】经调研，仿古建筑工程中也会出现斗栱金琢墨做法，此次修编进行了补充。 

（四）子目重大变化：钛金粉改为金粉 

【解释说明】由于目前市场上钛金粉较为少见，其余各式金粉较常见，故做此替换。 

三、说明及主要变化 

1.凡使用金箔者，按其油活饰金、彩画饰金相应子目，增加金胶油 0.07kg；凡使用铜箔者，

按其油活饰金、彩画饰金相应子目，增加丙稀酸清漆一道，每平米丙烯酸木器漆 0.035kg,二

甲苯 0.0035kg。 

【解释说明】原 2012定额仅有金粉替换为金箔时的主材消耗量，此次增补了辅材消耗量。 

2.本章第一节，油饰及油活饰金中“平面沥粉”子目，适用于无雕刻的山花板、挂檐板上沥

粉以及其他部位油活无雕刻的沥粉（如裙板、绦环板等）。其它章节彩画定额中的沥粉工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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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各相应的定额子目中，不得再重复计取第一节 “平面沥粉”子目。 

【解释说明】明确了彩画中的沥粉工序不再另执行子目。 

3.山花绶带饰金按无雕饰山花板考虑，遇有雕饰山花板，人工、材料乘以系数 1.07。 

【解释说明】增加了山花绶带饰金中，遇有雕饰山花板的处理方法。 

4. 匾额未考虑斗形匾。 

【解释说明】执行中遇斗形匾时，需使用人自行补充子目。 

5. 每攒斗栱面积折算表中斗口尺寸增至 18cm。 

【解释说明】与古建筑修缮工程统一，方便使用。 

四、执行中的常见问题 

问：设计图纸上的饰金采用的是金箔，怎么执行消耗量标准？ 

答：按章说明中的第二条、第三条，将金粉消耗量折算为金箔加金胶油等辅材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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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措施项目 

一、概述 

1.本章包括：模板及支架工程共 23个子目。 

2.原 2012定额中脚手架工程、垂直运输机械及原 2012定额第九章的工程水电费按照不可计量

措施项目进行编制，以费用指标形式出现，发布在我市《造价信息》期刊中。 

3.原 2012定额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及消纳费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关于印发配套 2021 年〈预算消耗量标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

（京建发[2020]404号）中发布。 

4.因此次修编表现形式为消耗量标准，以“元”为单位的租赁材料费和摊销材料费全部输出为

具体的材料及含量。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弧形墙圈梁木模板，各种钢模板、普通模板 

【解释说明】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原则，仅保留常用的复合模板。弧形墙圈梁模板因使用

较少，此次不再编制。 

（二）子目设置调整 

1.木模板调整为复合模板 

【解释说明】根据“三减三增一统一”原则，与其他专业进行了统一。 

2.合并有梁板、无梁板、平板 

【解释说明】三者消耗量接近，有梁板与平板在设计图纸上区分较为麻烦，故进行了合并。 

（三）增加子目：独立基础复合模板 

【解释说明】与第三章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项目划分一致。 

三、说明及主要变化 

1.构件模板按复合模板配钢（木）支撑编制。其中：木支撑、对拉螺栓等按摊销编制；钢管、

扣件、拖撑等按租赁编制，已综合考虑了租赁天数。 

【解释说明】对编制方式进行了说明。 

2.复合模板为竹胶、木胶等品种的复合板。 

【解释说明】对复合模板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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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式零件的适用范围同“第三章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 

【解释说明】补充了古式零件的适用范围。 

4.每立方米混凝土中模板接触面积参考表 

【解释说明】因基础、柱、梁、板、楼梯的模板接触面积易依据图纸计算，故进行了删除，仅

保留了古式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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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灰浆的配合比，此次和古建筑修缮专业进行了统一。 

 

费用指标 

一、费用指标配套预算消耗量标准使用，在《造价信息》专门板块发布。包括不可精确计量措

施项目和费用项目。 

二、费用指标项目计价应执行《关于印发〈关于执行 2021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预算消耗量标准〉和〈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的规定〉的通知》

（京建法[2021]11 号）的相关规定，自主测算，合理确定。 

三、费用和税金的组成 

（一）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包括依据施工图纸的图示尺寸不能精确计算措施工程量的项目。

费用组成内容另有说明的，以具体说明为准。费用指标包括的内容如下： 

1.脚手架费包括满足施工所需的脚手架及附属设施的搭设、拆除、运输、使用和维护费用，以

及脚手架购置费的摊销（或租赁）等费用，不包括脚手架底座以下的基础加固及安全文明施工

费用中的防护架及防护网。 

2.垂直运输费包括满足施工所需的各种垂直运输机械和设备安装、拆除、运输、使用和维护费

用，以及固定装置、基础制作安装及其拆除等费用，包括垂直运输机械租赁、一次进出场、安

拆、附着、接高和塔吊基础等费用，不包括塔吊基础的地基处理费用。 

3.工程水电费包括现场施工、办公和生活等消耗的全部水费、电费，含安全文明施工、夜间施

工和及场地照明以及施工机械等消耗的水电费。 

4.现场管理费指施工企业项目部在组织施工过程中所需的费用，包括现场管理及服务人员工资、

现场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费、工程质量检测配合费、财产保险

费和其他等，不包括临时设施费。 

（二）费用项目 

1.企业管理费指施工企业总部在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中所需的费用，包括总部的管理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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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

费、劳动保护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财产保险费、税金（含附加税费）和其他等，不

包括现场管理费。 

2.利润指施工企业完成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3.总承包服务费包括施工总承包人为配合、协调发包人的专业工程发包，提供施工现场的配合、

协调和现有施工设施的使用便利，竣工资料汇总等服务，以及对发包人自行供应材料运至现场

指定地点后的点交、保管、协调等服务的费用。 

（三）安全文明施工费包括环境保护费、文明施工费、安全施工费和临时设施费。 

（四）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包括建设工程除弃土（石）方和渣土项目外，施工产生的建

筑废料和废弃物、办公生活垃圾、现场临时设施拆除废弃物和其它弃料等的运输和消纳。 

（五）规费指企业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的法律、法规规定，为职工和工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住房公积金等，不包括工人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六）税金包括按国家税法规定应计入工程造价的增值税。 

四、计价要求和程序 

（一）安全文明施工费应按京建法﹝2019﹞9 号文的规定和京建发﹝2021﹞404 号文的要求，

合理确定。下限费用标准以 2021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的

人工费+机械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二）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按京建法﹝2017﹞27号文的规定和京建发﹝2021﹞404 号文

的要求，以《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的人工费+机械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三）现场管理费以《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的费用（不含设备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垃

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不含现场管理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

算。 

（四）企业管理费以《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的费用（不含设备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垃

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含现场管理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五）利润以《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的费用（不含设备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垃圾场外

运输和消纳费+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企业管理费总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六）规费按北京市相关规定和京建发﹝2021﹞404号文的要求，以《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

的人工费的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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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总承包服务费以专业工程造价（含税）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八）税金以税前造价为基数乘以相应税率或征收率计算。 

（九）仿古建筑工程的建筑面积以消耗量标准中的规则计算。 

（十）应用费用指标确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的，各项费用项目的计费程序详见下表：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计费程序表 

序号 项目 计算式 备注 

1 
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

的费用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1.1 其中：人工费   

1.2   其中：机械费   

1.3 其中：设备费   

2 安全文明施工费 （1.1+1.2）×相应费率 

按相关规定，费用应根据措施方

案自主测算确定，且不低于下限

费用标准。 

3 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 （1.1+1.2）×相应费率  

4 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 按费用指标的计价规则计算 按《通知》规定，费用应根据措

施方案自主测算确定。最高投标

限价中，费用应不低于费用指标

的中间值。 

5 企业管理费 （1-1.3+2+3+4）×相应费率 

6 利润 （1-1.3+2+3+4+5）×相应费率 

7 总承包服务费 专业工程造价（含税）×相应费率 

8 规费 （1.1）×相应费率  

9 税前造价 1+2+3+4+5+6+7+8  

10 税金 (9)×相应税率/征收率  

11 工程造价 9+10  

 

五、仿古建筑工程指标说明 

（一）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 

1.仿古建筑工程包括综合脚手架费、垂直运输费、工程水电费、现场管理费共 4项。 

（1）综合脚手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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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木结构脚手架包含大木安装及大木围撑掏空脚手架，齐檐脚手架，砌筑脚手架，内外装修脚

手架； 

②钢筋混凝土结构脚手架包括齐檐脚手架，结构脚手架，内外装修脚手架。 

（2）垂直运输费适用于楼、阁和檐高 3.6米以上的单层建筑。 

（二）费用项目 

费用项目包括企业管理费、利润和总承包服务费共 3项。 

六、应用费用指标的计算规则 

（一）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 

综合脚手架费、垂直运输费、工程水电费按建筑面积计算。 

（二）费用项目 

详见总说明的相关计费要求和程序。 

七、指标（2022 年 2月版） 

（一）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 

序

号 
措施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1 

综合

脚手

架费 

木结构 

楼、阁 
元/m

2
 176～216 189～232 

单层建

筑檐高 

6m以下 

12m以下 元/m
2
 264～324 284～349 

12m以上每增 1米 元/m
2
 25～35 26.9～37.7 

亭 元/m
2
 400～490 430～527 

钢筋混

凝土结

构 

楼、阁 
元/m

2
 58～78 62.4～83.9 

单层建

筑檐高 

6m以下 

12m以下 元/m
2
 88～108 94.7～116.2 

12米以上每增 1米 元/m
2
 12～15 12.9～16.1 

亭 元/m
2
 137～177 147～191 

2 

垂直

运输

费 

钢筋混

凝土结

构 

楼、阁 
元/m

2
 30～68 32.1～72.8 

单层建

筑檐高 

12米以下 

12米以上每增 1米 元/m
2
 5～7 5.4～7.5 

3 工程水电费 元/m
2
 25～35 27.3～38.2 

4 现场管理费 % 3.0～3.5 2.8～3.2 

 

（二）费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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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费用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1 企业管理费  4.0～5.0 3.7～4.6 

2 利润 % 3.5～6.5 3.3～6.1 

3 总承包服务费 % 1.5～2.5 1.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