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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分析探讨

工程的甲方与乙方对建筑造价的市场做相应的调查，及

的造价工作者对图纸的理解有偏差，从而导致同一张图

□ 张刚刚

敏的嗅觉。建筑工程的从事者在实施工程造价预算的
编制工作时，务必要事先把市场的价格变化预算都编

设计师应在一开始就设计对应的概算目标，这对之后的

要] 由于工程造价管理的传统思维以及建筑企业在具体管理运行期间缺少一套完善的工程造价管理体制，且在具体工程项目的
施工时间上普遍较长，易出现不同问题影响工程造价，所以工程应有一套对项目从设计到施工多个阶段的成本损耗做监督的管理体
制。因此，唯有对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合理控制实物量、提升造价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强化工程项目的
造价管理、健全决算阶段的造价管理等有效措施，对建筑工程做科学化的工程造价管理，才能确保建设资金可以正常运转。
[摘

[关键词] 工程造价控制；管理分析；对策

时洞察市场的任何变化，对市场的价格变化有更为灵
制在内，同时向专业能力较强的员工请教，做适度的
调节 。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建筑工程在造价控制管理水

平上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有许多本质性的因素制约着
我国建筑领域的发展。如何借助改革来冲破这些制约因
素，使建筑工程造价和管理的水平能够适应建筑领域的
发展，以达成市场所提出的要求，变成建筑领域研究工
作者与实践者需要思考和研究的关键问题。建筑工程的
造价控制和管理是为了对工程价值做出更为合理化的价
值判断，确保建筑领域发展的稳定性。如何对建筑工程
做合理化分析以及同时做科学的判断与管理，是建筑领
域不断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下面就建筑工程造价控制
和管理问题进行分析。

2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存在的问题

为了合理化地践行造价控制与管理措施，从业者应

对工程造价当中所存有的工程量增加、强化总造价控制以
及完工的费用超出预算经费等问题进行探讨，意识到在建
筑工程当中，造价控制究竟存在哪些问题[1]。
2.1 工程量的虚增

在场地正式开始施工期间，通常基础建筑的建设期

间都会存在着施工项目工程量大量增加的情况，而这种

情况在一些隐蔽工程当中相对较为常见，时常导致预算
工作者无法察觉实际情况，对工程造价的运算是非常不利
的。因此需要工程施工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与职业

源。在工程实际的招投标时期，很多从业者发现该过程
也只是走形式。一旦存在上述情况，业主一方为了能够
获取更多的利益，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把整体费用率进行
人为降低，故意压低工程项目实际的底标；为了可以争
取到项目，施工企业通常选择退让，给日后施工埋下了
很大的隐患，在后续的施工当中陆续暴露，加大出现资
金纠纷的概率，进而阻碍工程的顺利进行，严重时还会
导致施工被迫暂停 。
[2]

2.3 竣工的具体费用超出预算费用

在建筑工程的图纸设计环节中，通常由于信息源过

多或是信息太早的原因，造成最终的设计图纸实施造价

一是强化人员招聘制度管理。综合型人才可以促进

个方式下，施工企业不仅承担着工程量清单的计价工

3.2 提升造价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需要做严

经费相差很多的现象。因此，工作者需要在实际预算期
间做好准备工作，收集更加全面的信息，把在具体施工
当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都列举出来，同时事先做好相应
的准备。

3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的有效措施
3.1 合理控制实物量

建筑工程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项目，无法预知该过

资都会产生变化，总体造价会有上下浮动，这也是长期

作，还承担其所带来的差错。施工企业与建设方都应该
严格做好招投标期间工作，尤其是施工企业在拟订工程
量清单期间应细致核对图纸资料。在实际报价期间，需
[5]
要进行细致检查，不然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

3.4 健全决算阶段的造价管理

在整项工程顺利步入竣工验收阶段的最后工程核算

期间，需要相关工作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建筑工程实际

能力强和经验丰富的造价人才，完成造价队伍的构建。

在正式做竣工核算时，需要保障工程竣工阶段全部的项

面，依据企业在造价人才队伍上的不足，借助高薪资吸引
另一方面，企业与各大院校建立长期的合作，招聘部
分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工作者，不仅为企业储备众多的
专业人才，还可以将先进的造价理念引入企业实际的
造价管理之中，为企业以后的发展给予更有力的技术
支撑 。
[4]

3.3 强化工程项目的造价管理

第一，重视投资决策时期的工程造价控制和管理。

建设的主要阶段。而项目投资决策就是对投资行动计划
所具有的重要性与可比性。投资决策时期不仅收集到众
多的项目指标进行成本操控，然而施工企业在投资决策期
间并不慎重。在投资决策时期，施工企业应编制好项目
建议书，对可行性报告实施编制。虽然部分单位仅是
走个过场，但实际上此时期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与建议
内容应该较为详细，目的是在后续能够更加有效地控
制成本。现实恰恰相反，后续在成本控制上会碰到很
多难题。

第二，设计阶段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设计阶段可

的进度款项做实时核算，还应尽快确定资金是否到位。
目资料都是真实且有效的，记录所有数据，同时严格依
据以往签署合同当中的相关规定执行，与工程有关的资
料都需要有工程建设单位与工程监理单位工作者的签

字，同时盖好公章。具体步骤如下：（1）分析竣工材

料、核查工程数量，对于没有做过的工作内容在实际核
算期间进行扣除；（2）审查场地签证所具有的真实性与
合理性；（3）严格核查施工合同，规范工程结算范畴，

决定施工期限，合理进行索赔，明确施工承包的方式；
（4）审查定额运用、政策调节所具有的准确性，核查是
不是依照相关规定来计算工程量；（5）仔细落实好工程
材料款项的结算核查；（6）核查各种费用是否和相关规

定相吻合，是否足够合理精确等。一旦发现工程资料中
有一些手续并未落实，工程责任人应尽快补办手续，唯
有全部完成补办工作后，才可以接收工程资料。在建设
工程正式结算期间，工程现场签证是工程结算审核工作
中最富有争议的工作环节之一。因此，在进行工程现场
签证和审核时，应对工程的所有签证手续细致核查，并
且核查各项资料签证的真实时间与原因等，以防出现意
外情况。

在施工期间，由于施工用到的材料、设施及其劳动力工

以分成初始设计、施工图设计、初步设计三个阶段。通

项目所具有的特征。因此，这就要求在实际施工期间，

初步设计阶段。但是，针对相对较大的建筑物而言，应

决策到竣工结算整个过程的管理，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

仅是一项准备工作。然而，我国相关规定的工程造价不

有的效益，唯有对建筑工作实施全过程造价控制才得

[作者简介] 张刚刚，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工程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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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当中的控制与管理能够发挥出更为关键的作用。在这

能力处在较高的水平。二是引入优秀的企业员工。一方

实施决策与挑选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拟定项目

常会出现由于不同状况造成最终的施工经费和预算支出

在施工过程当中掌控主动权的是建筑工程的设计和

74

做业务能力的考察，确保工程造价队伍所具有的专业

程度上的片面性与不真实性。所以在具体施工当中，时

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其中包含较多的不确定因素。

招投标环节。要把建筑工程整体的造价做合理化操控，

制度相结合，随着等级的提升，奖励就越高，时常对其

项目建设的初步阶段就是投资决策阶段，同时也是项目

素养，能够把施工当中需要用到的数据都细致地记录。
2.2 强化总造价的控制

同时，把工程造价工作者的专业等级和企业的奖惩分配

预算和最终工程竣工的具体造价存在很大差距。当实施
的图纸编制与当时的施工状况相吻合，拥有的仅是一定

第三，招投标阶段工程造价的管理和控制。现阶

段，我国正开始推行工程量清单的计价方式，招投标过

格的审查与考核，持续强化企业工程造价的综合人才队
就应格外重视施工当中的图纸设计环节，即控制的根

施工图纸预算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3]

伍，保障所创建的工程造价队伍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1  引言

纸在不同的编制者手中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所以，

常来说，民用建筑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施工图设计与
更重视初始设计期。在部分设计院当中，初步设计阶段
能超出设计概算，这是成本控制的重要标准。若因后期

4  结语

综上所述，工程造价的控制和管理是一个由投资

要。为了达成预期的投资目标，进一步发挥投资所具

以实现。控制工程造价不只是预防投资超出限额，更
20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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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的 意义 是 推 动 建 设 、 施 工 以 及 设 计 单 位 强 化 管

建材,2020(5):195-196.

将自身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挥最大。所以，落实

104-105.

理，让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并
好工程造价控制和管理，对于确保经济不断发展有着
很大作用。

[2]张亚丽.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及控制分析[J].河南建材,2020(4):

VR与AR技术在非遗传播与传承中的运用
——以广西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为例

[3]张金亮.关于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分析探讨[J].商
讯,2020(12):143-144.
[4]苏艳.关于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分析探讨[J].四川水
泥,2020(3):237.

[参考文献]

[5]毕京晴.关于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分析探讨[J].居

[1]徐国萍.关于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分析探讨[J].绿色环保

舍,2020(5):132.

□ 于 虹

[摘 要] 探讨运用VR与AR技术，将广西非遗文化“壮锦”元素运用于室内设计，既展现广西民族元素的价值审美，又传播与传承广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将VR（虚拟现实）与AR（增强现实）技术相结合，将传统室内装饰设计通过仿真设计和交互操作，使用
户体验具有广西壮族特色的家居环境，给予用户感官和视觉上的冲击，为用户创造一个接近真实的生活场景。最后指出壮锦的文化
传承需要“形”“意”“神”相结合，不可流于表面的科技形式。
[关键词] VR与AR技术；非遗元素；壮锦；室内设计

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遗产亟须

保护和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为其提供一种崭新途径，通

代表性，是壮族民间妇女传统的工艺品，与四川蜀锦、

产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

黄、蓝、绿为主要色彩，艺术风格浓艳豪放，对比强

[1]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对保护和传承民
族文化遗产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
遗”）数字化保护迫在眉睫，非遗元素在现代的创新运
用方兴未艾。

的1d～2d内不要在邻近区域实施爆破。对于底板下硬
质岩的情况，抗浮锚杆的计算长度远小于按构造最小长
度。因此，在锚杆的上段把岩面凿出一个凹槽回填土，
锚杆上端外周包裹土，形成可侧向变形的区段，或许能
释放部分底板混凝土水化收缩变形，降低裂缝概率。对
于跨越溶洞的基础，宜对周边增加沉降观测点，对比沉

降差异有无异常。由于无沉降数据分析，对负5层人防
墙身延绵数跨的单向斜裂缝原因无从判断。
5  结语

在裂缝研讨会上，施工方介绍情况时表示工程均

样性，除了无沉降数据分析的沉降裂缝和无明确指证的
混凝土配比、选材缺陷导致的裂缝，多数裂缝是收缩裂
缝和温差裂缝，一般混凝土结构多依靠构造措施和施工
工艺来控制裂缝，望以此为鉴，减少类似项目底板开裂
情况。

[参考文献]
[1]徐有邻,顾详林,刘刚,等.混凝土结构工程裂缝的判断与处理
（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49-55.

按图施工，提出是否是配筋不足而受力开裂。经分析可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且对于专家提出补充查验项也无反馈，商品混凝土处在

工业出版,2018.

以排除以上情况，仍以现场施工管理存在的问题为主；
更换原料、调整配比阶段；另外，设计文件细节考虑不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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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并称四大名锦。壮锦一般以红、

烈，被广泛使用于生活环境或艺术设计中，其中的几何
纹样丰富多彩, 常见的纹样主要有雷纹、云气纹、水波
纹、回纹、万字纹等[3]。

壮锦的编织工艺独特，因生产周期长、容错率低、

若要令我国室内设计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加强

利润微薄，曾一度面临传承困境。现代人生活节奏加

环境艺术设计结合，将壮锦元素融入室内设计，设计成

一门技艺，政府的扶持只是暂时，并非长久之计。中国

国际竞争力则需运用创新思维，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

周，未能明确指导和约束施工操作。裂缝的成因具有多

壮锦属于广西非遗文化产品中的一种工艺品，颇具

过数字存储、信息检索、虚拟现实、可视化展示以及数
字媒体等技术保存、再现、传播和开发各国民族文化遗

（上接第65页）

1  广西壮锦元素的发展现状

不仅具有壮族的民族特色，又符合地方市场审美的室内
设计作品。壮锦作为壮族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
科技手段将其“数字化”保存后，可以更好地运用，进
而促进壮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VR与AR技术运用计算

机技术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环境相仿的、用户可以亲身体
验的模拟环境 ，如利用VR技术采集、整理、建立具有
[2]

快，“快”文化盛行，很少有年轻人主动了解或学习这
唯一的壮锦技艺传承人谭湘光认为，“只有让壮锦融入
日常生活，紧跟社会潮流，才能赢得市场认可，才能给
壮锦匠人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样自然就有更多人愿
意传承这门手艺”。如何激发壮锦的文化活力，值得我
们思考和研究。

壮锦诞生之初，受生产技术限制，品种和样式单

壮锦元素的素材数据库，完成虚拟居家展示、虚拟空间

一，随着文化的推广带动工业化生产和普及，极大地丰

术，将室内设计空间结构影射于三维虚拟空间，让用户

巾、坐垫、挎包、背带等生活用品的设计之外，还陆续

效果等数据的采集以及交互设计；使用AR增强现实技
用感官体验装修风格、空间大小和颜色等，并根据使用
者个性化需求，生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室内设计作品。

富了壮锦元素的种类和样式，在保留被面、床单、沙发
推出壁挂、锦屏、绣球、香花等工艺品

[3]

。“科技改变

媒介，媒介更新人文。”随着时代的前进，壮锦文化元

局.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GB 50496—2018[S].北京:中国建筑
[3]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程: JGJ 3—2010[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 2019年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桂教职成〔2020〕8号）；2020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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