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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环境复杂、涉及专业多、建设历时长、投资规模大，如何有效控
制工程造价是业界的一大难点。本文首先围绕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施工特点，说明其计价存在
的难点；其次通过解析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的构成特征，阐述定额对合理确定与有效控制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造价的重要作用；最后结合工作实践经验，提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在子目
编列、步距划分、要素选用、测定方法、样本选择、消耗水平等方面的编制要点，为提高工程
定额编制质量及其应用的合理性、准确性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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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轨道交通是我国城市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之一。截至 2021 年 4 月，全国共

有 45 个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交通，总运营里程 7746.9 公里。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项目每公里投资约 10 亿元，一条线路建设投资动辄以几十甚至几百亿元计，
全国每年轨道交通的总投资额高达数千亿元。轨道交通属于基本公共设施，政府财
政投资一直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主要计价依据，工程定
额对项目投资管理发挥着重大作用。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大多具有建设规模
大，涉及专业多，施工工期长且波及面广等特点，项目投资确定与投资控制难度也
相对较大。相比一般建筑工程，轨道交通还具有国有资金占比高、公益性突出，以
及公众对其造价关注度高等特点，因此，业界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计价依据的全面
性、准确性、合理性有更高的期待与要求。上述实际需要相关从业主体提高对定额
的认知度，以及对定额的编制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掌握。基于此，本文结合实践经
验，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的构成、内容及其编制方法等，作些分析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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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及计价特点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按照建设实施顺序，可分为前期工程、土建工程和站后工程；

按照敷设方式，可分为地下敷设、地面敷设和高架敷设；与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相
比，具有如下特点：
（1）施工空间广。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受城市现状、总体规划、环境条件等影

响，线路敷设方式可以是全地下敷设、全高架敷设，也可以是地下、地面和高架交
替敷设，同时包含拆迁、改造、维修、明挖、暗挖、支护、盾构、主体结构等不同
阶段、不同工法的内容，计价层多面广。
（2）涉及专业多。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通常由车站、区间、轨道、通信、信号、
主变电所、供电、综合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环境与设备监控、安防、车辆基地等
功能组成，涉及土木、机电等 20 多项专业、工种，计价专精业广。
（3）地质影响大。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施工多以地下作业为主，施工工 法受地
质条件影响大，同一地段、区间不同工法可能交错应用，计价面临现场风险大。
（4）施工工期长。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线路长、站点多，建设工期 4-6 年不等，
人工、材料、机械等要素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几率大，计价面临市场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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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概述及功用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是在正常施工环境、生产技术条件下，建造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单位或单项工程中最小单元合格产品（定额子目）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资源的数量标准。定额由总说明、册说明、章构成，章包括章说明、工程量计算
规则、节，节包括分节、小节、子目构成表，子目构成表中规定具体子目的工作内
容、施工方法、计量单位、适用范围，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人工、材料、施工机具台
班、相关费率（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规费、税金）等费用，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科学性、严谨性及精细化特征，是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计价的主要依据。以
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的某一定额子目为例，进一步说明定额子目的主要构
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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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定额构成的内容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涵盖项、量、价、利、费、
税，列项计量、解构计价，通过工料机种类、数量、价格、费用等标准构成要素，
以一定秩序和规矩组成了定额子目综合单价，是工程计价计量的标准操作手册，可
以指导从业者按照定额的基本构造单元，逐条、逐项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进行
计量计价。对社会而言，定额又是一个基本的工程计价业务公共平台和一个计量计
价机制的公共参照物，为工程管理、造价管理业务提供一个共同的技术场域、语言
环境和知识、经验累积库。总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管理的技术经济指标和指引，是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的基础和依据，在打破信息不
对称、降低社会成本或交易费用、规范行业治理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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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定额编制要点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特点及计价难点，如何编制才能有效提高工程定额

编制质量，提升其对有效控制和合理确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造价的使用功效，结合
实践经验，总结编制要点如下：
（1）子目编列准则。轨道交通工程定额可按照专业类型、结构部位、施工方
法设定册、章、节、子目，子目按照单位或单项工程构造中施工工序最小单元划分，
对于技术标准齐全、成熟，具推广和可持续发展价值，工艺样本充足且市场竞争充
分，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工艺，应尽可能纳入定额子目编列
对象。例如，结合轨道交通涉及的专业可划分桥梁、隧道、地下结构、轨道、通信、
信号、供电、智控、通风空调、给排水消防、动照等专业册，桥梁册按结构部位可
分桩基础、承台、墩柱、箱梁等章次，按施工工法可分打桩、灌注桩等小节。
（2）步距划分要旨。对于常用的、体量及规格变化大且造价占比高的内容，
其子目步距划分应当尽可能全面、精细，反之则宜综合、简略。如地下车站土方开
挖，虽然不同土质类别（一类土、二类土、三类土、四类土）、不同开挖深度（深
7m、深 15m、深 19m）工效会有差异，但市场反映的价格则忽视土质类别及开挖深

度的影响，因此定额子目划分时可参照市场交易实际，从简明实用原则出发，扩大
子目步距，综合土质及深度差异。
（3）内容编制提要。定额子目的名称应简练明了、便于识别，工作内容及计
量单位应与消耗量匹配，工程量计算则宜简便直接、易于掌握，以满足不同情况、
不同用途的列项、计量计价需求。如盾构掘进定额子目，根据盾构隧道掘进的施工
工艺及工序，盾构法施工的隧道需要经历负环、始发、正常、到达等掘进施工工序，
由于施工技术要求的差异各工序掘进速度、工作内容均有差异，因此子目设置时需
按负环掘进、始发掘进、正常段掘进、到达段掘进等不同工况、用途进行列项。正
常段掘进子目，包含了掘进、管片拼装、密封仓添加料、同步注浆、土方及物料的
洞内水平及垂直运输等工作内容，则该掘进子目的人工、材料、机械开项及消耗量
应与上述工作内容匹配。
（4）要素选用准则。工料机种类、规格应基于常用工艺下、大多数施工企业
正常的施工组织管理水平下的工种、材种、施工机械配置，选择典型、具有代表性
的工料机配置，遵循“类型常见、名称通用、质量合格、定价合理”的原则选定。
如 GIS 配电柜安装 35kV 定额子目，如果仅从配电柜本身重量（0.2t 左右）考虑，5
吨汽车起重机可以满足其吊装要求，但考虑到目前多数施工企业在施工现场配置的
汽车起重机基本不少于 10 吨，在选用该子目的起重机提升重量时可结合现状按 10
吨提升重量考虑，同时适当减低其机械台班消耗量。
（5）测定方法要点。定额测定方法宜优先选择现场实测法、理论计算法，当
时间、空间及条件限制时，可采用定额调整法、经验估算法和市场估算法，这些测
定方法也可并行采用，相互印证，以确保定额编制精度。采用现场实测法时，可以
根据实测子目的施工特点工序要求，设计出表格并列出需要收集统计的数据，用工
作日写实法专人采集相关统计数据，最后整理作为定额工料机消耗量基础数据。
（6）样本选择要旨。轨道工程施工站多、线长、面广，车站基坑开挖、区间
隧道施工涉及不同地质单元，不同地质层段对施工工效、机效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采用现场实测法测定消耗量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的环境、规模、工况、机况等因素，
选择具有代表性及前瞻性的样本类型，避免“典型漏选、同类多选、常用缺选”的
情形发生。
（7）消耗水平把控。定额子目编制完成后，采用对比分析法，对工作内容相
同，但有部位差异、步距差异的子目，如地下车站底部、中板、顶板、边墙等不同

部位的混凝土子目，圆形、矩形、弧形等不同外形的混凝土子目的消耗量水平进行
对比测算，以保证相似子目消耗量水平逻辑关系的准确性，另外要与市场分包价格
进行对比验证，确保子目所含消耗量与实际市场价格水平贴近，真实反映行业、专
业的社会平均水平。
（8）子目机型选择。轨道工程施工机械化程度较高，机械对造价影响较大，
因此确定机械时，要按照定额子目工作内容、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合理选用机械种
类，依照主要机械、次要及辅助机械依序列明顺序。另外，定额中的机种以国产机
种、机型为主，按常用机械和施工企业机械化装备程度，并结合施工实际综合选定
配备机械。
（9）租赁价格选择。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采用的脚手架、模板、钢支撑和
大型机械主要以租用为主，在对比租赁市场分包合同价格时，应注意同口径比较，
详尽比对定额子目工作内容与分包合同作业内容，剔除个别不具典型性、通用性内
容，以保证价格的代表性、匹配度，做到不重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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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造价高专业广、丝丝入扣，而国有资金使用规矩严格、

环环相扣，工程定额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投资控制与造价管理的主要工具，
其制定与管理纷繁复杂、任重道远，“全面、准确、科学及合理”是工程定额的本
质要求，如此方能发挥其作为政府服务行业、市场的有效工具作用。未来的工程定
额应由“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补充”向着“市场主导、社会自主、政府服务”
方向转型，以基于“有限、服务、多元、互动”的原则来形成政业协作、政社协同
的定额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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