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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金超预算的情况，对施工单位的经济效益产生很
大影响。

2.3 工程项目的审核预算出现减项

很多施工单位在进行实际施工的时候，会缩减预算

来确保单位效益，但是这种操作是不符合行业标准的。

工程在进行施工的时候有关部门都会对其资金支

的施工周期告知代理机构，确保清单的准确性。为保
证清单的质量和准确性，施工单位可以多找几家代理
机构进行清单对比，通过对比可以更好地确保数据准
[2]
确度 。

3.3 加强对材料价格的科学性预算

由于施工材料需要支出的费用占据了整个项目预算

出、收入进行审核，控制市场价格。因此大部分施工单

的绝大部分，因此对于进行工程项目造价预算的人员而

确保所审核的资金充足。在实际预算中，施工单位为了

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好施工材料的资金预算。因此要加强

位在进行工程项目造价的时候都会将所有资金最大化，
确保自身利益，会缩减资金，导致工程出现资金不足，
无法按时完成工程，这对整个施工项目十分不利。由于
资金不足，施工单位为了能够顺利进行施工，就会出现
不按标准施工的情况，导致工程出现问题；而且不少
施工单位为了能够增加收益，在进行工程项目造价时
选择一边建设一边做预算，导致工程项目造价预算无
法发挥作用，不能监督和约束工程。所以审核部门在
审核时一定要公开、公正，从而确保工程资金不会严
重超预算。

3  工程项目造价超预算的控制措施
3.1 科学构建预算编制

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是保证工程项目造价不超预

算的主要方法。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可以让施工单位更
好地进行成本控制和管理，确保施工单位能够管控好每
一个环节，保证资金不超预算。要想进行科学合理的预
算编制就需要相关人员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合理的管
控意识，可以让编制人员在进行编制之前，对项目施工

言，确保足够预算资金，避免项目出现超预算的情况，
预算人员对材料、设备的性能、价格的了解，并且做好
充足的市场调研，避免施工单位在进行材料、设备购买

格进行材料预估，确定材料资金的使用标准。总之，预
算编制人员要想做好预算编制工作，就需要从多方因
素进行考量，尤其是施工材料浮动较大，容易导致资
金出现超预算，因此预算编制人员要做好备用资金的
准备。

3.2 提高工程量清单计算的准确性

由于工程施工所涉及的资金比较庞大，加上工程量

清单是工程项目造价的重要依据，因此做好工程量清
单计算十分重要，建筑单位可以选择专业水平较高的
代理机构来进行清单计算，同时施工单位要将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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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航服务“大众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显著，为

要因素。航站楼作为航空运输领域的重要枢纽，建设

资金。

3.4 提升预算人员的专业素质

预算人员的专业素养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工程项目

企业效益、降低运输成本，是低成本航空得以生存的重

预算能力，更要提高对法律法规的认知，了解建筑基本
知识，如工程设计、施工工艺以及材料购买等。
3.5 加强对设计变更与现场签证的控制

工程项目周期长、规模大，在进行施工时很容易

因此图纸审查人员在进行前期图纸审查的时候要严格把

强调航站楼的适用、高效和经济，以满足基本需求为
为成熟。近年来，随着低成本航空在国内的迅猛发

施工单位应完善预算考核机制，将参与工程项目造

价预算人员自身利益结合起来，保证工程项目造价预算
管理工作能够有序进行。施工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奖惩机制的制定，从而激发相关人员的工作热情，促
进他们更好地进行预算工作，从而实现对工程项目造价
预算的把控。

（下转第110页）

1.3 过渡性质的临时航站楼

过渡性质的临时航站楼主要指原有航站楼不能满足

科伦坡规划未来建设较高等级的航站楼，由于规划论证

适当取舍是设计建设低成本航站楼的关键因素。以下将
从建筑设计角度出发，结合实际工程案例，论述低成本
航站楼在设计过程中应重点考虑的因素。
1  低成本航站楼主要适用范围

本文中提及的低成本航站楼主要指建设成本相对较

的航站楼等。

3.6 完善预算考核机制

航站楼的投资建设及运营成本。

根据实际情况，高效利用有限资源，在设计中做出

场签证，对施工现场中变量进行及时把控，并且科学合
好地把控[3]。

少，使用年旅客量少，可根据投资及资源配置状况缩减

使用需要，为解决短期内面临的问题而建造的临时过渡

南》，为我国建设低成本航站楼提供了纲领性指导。

低的航站楼，包括供廉价航空运营的航站楼、建设在较

理地进行资金核实，确保工程项目造价预算能够得到很

水平低等综合因素限制，适合建设低成本航站楼。对

展，2014年民航局机场司发布《低成本航站楼建设指

动，并且进行优化。为了杜绝施工单位在实际施工中降
低施工成本，审查公司可以安排专人对项目施工进行现

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由于航班数量少、机场等级

于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小型支线航站楼，飞机起降架次

出发点。低成本航站楼在欧美及其他亚太地区发展较

了解，提升预算技术水平。预算人员不仅仅要提高自身

1.2 相对落后地区及非重要地区的航站楼

在以往，国内航站楼建设普遍追求地标式建筑

途径。

手，提升预算人员的专业素养。施工企业可以定期对预
算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加强预算人员对预算管理知识的

本大阪关西机场等。

低、投资额度少、建设材料选择余地小、建设人员技术

的“高大上，新奇特”特征，低成本航站楼的提出则

提高工程项目造价预算控制能力，就需要从预算人员入

航站楼，如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日

及运营低成本航站楼是降低航空运输成本的重要实现

造价预算是否合理、资金是否足够。因此施工单位要想

控，需要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来预测可能出现的变

材料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根据市场变动和原本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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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同时控制好材料数量，为材料价格浮动留足备用

工单位进行有效沟通，了解施工进程进度，对工程的每
要求，制订全面详细的预算。此外，编制人员要对施工

[摘 要] 低成本航站楼是航站楼多样性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降低航空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的有效途径，是对有限资源合理配置的
一种有效方式。低成本航站楼在我国发展时间相对较短，但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及潜力。本文从建筑设计角度论述低成本航站楼设
计方法及建设实现途径，以期为今后设计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满足市场大众化出行需求，低成本航空应运而生。提高

行预算工作时要通过科学、合理的预测判断材料价格的

出现变动，导致其设计图纸不断更换，增加资金支出。

一个环节有足够的认知，能够掌握好每一个环节的施工

□刘 婷

时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导致预算增加。预算人员在进

现场进行调查，针对容易出现变动的地方进行合理的避
让，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支出。同时编制人员还应该和施

低成本航站楼建筑设计方法

落后地区或非落后地区的次要性航站楼、临时过渡性质
1.1 供廉价航空公司使用的航站楼

廉价航站楼是降低航空运营成本的有效途径，供廉

价航空公司使用的航站楼，主要建设在客运量较大的大
都市二线机场。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数据显示，若使用普
通航站楼，机场起降费用约占运营成本的12%，如使用

廉价航站楼可降低约一半的起降成本。因此，为服务于
廉价航空，一些机场专门建设供廉价航空使用的低成本

性质的航站楼。例如斯里兰卡首都的科伦坡机场项目，
时间长、投资大、建设时间长，短期内难以落地，为解
决现有航站楼容量不足的燃眉之急，决定在现有航站楼
旁建造一栋过渡性质的临时航站楼。业主在设计之初提
出，日后将临时航站楼作为办公功能使用的需求。方案
设计时，考虑在满足临时航站楼的使用功能前提下，兼
顾未来发展需要。过渡性质临时航站楼与现有航站楼在
宽度上相统一，由于航站楼流程需要的进深相较办公楼
更深，将来改造为办公空间时，可能面临中部空间采光
困难等问题。因此在设计之初，结合当地安检等级和安
检流程，将部分办票大厅设置在建筑中部，设计通高空
间，利用屋顶采光，旅客在二楼的流线围绕采光中庭展
开。日后，中部办公空间也可利用中庭采光。对于临时
过渡性质的航站楼，一方面需要考虑满足目前的使用需
求，更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减少资源浪费，在完成航
站楼过渡使命后，为日后的发展做足考虑。

[作者简介] 刘 婷，中交机场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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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费用的70%左右。国内外资料的分析结果显示，工程
项目设计费用虽然仅占投资额的1%左右，但其影响项目

设备的设计，在运营阶段，应避免对此类设备的维护，

择也是设计师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在可替代性建设材

率及使用的舒适性并不可取，但对于低成本航站楼而

总投资的可能性却达到35%～75%。在设计时材料的选
料的选择上，优先选用当地材料，以降低运输成本。在
结构和构件的设计选择上，尽量采用标准化设计，减少
施工过程中对非标产品的加工和采购。合理进行施工组
织，降低人工成本和机械设备的使用成本。
2.3 运营成本低

在运营的过程中，实现低成本而高效运营。

（1）低成本航站楼的能耗低。航站楼在运营阶段，

主要能耗为电能和水资源的消耗。研究表明，机场主要

消耗为电力，占机场总能耗的66%，其中航站楼是电力
图1 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莫莫特机场平面图
2  低成本航站楼建筑设计

2.1 优化设计，降低航站楼建设成本

（1）平面布局紧凑。低成本航站楼从建筑设计方面

而言，平面布局紧凑实用，确保满足基本功能及消防、

跨度结构、曲面屋面、大悬挑等建筑结构设计形式的必
要性，在方案阶段做出恰当的选择，从而实现控制建筑
工程造价的目的。在工作中，参与设计位于埃塞俄比亚
的某小型支线机场，航站楼规模约为2000m 2，航站楼

安全、耐久的要求，尽量做到简洁设计。《低成本航站

内部除了办票大厅外，空间紧凑，由于投资的限制，在

目标年预测的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人均旅客适用面积

6m×6m的柱网布置。办票大厅满足大空间建筑效果和

楼建设指南》中提到，航站楼建筑面积主要取决于建设
不宜大于15m2 [1]。在航站楼面积有限的前提下，首要满

足使用功能，附加成本较高可提高旅客体验的设施适当
消减。例如，高规格的航站楼在室内设置有宽敞的迎送

（3）灵活程度高。 低成本航站楼的灵活性主要包括

程布置的灵活，使用若干年后需要进一步优化设计并进

送大厅，完善旅客迎送功能。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
斯省设计的莫莫特机场航站楼项目，总面积为1288m2，

为降低成本，航站楼内各项功能做到紧凑适用，合理组
织机场内部各项流程及人员流线，避免各项流程间冲

突，满足最基本的使用需求，见图1。此外，相对于一
般航站楼，低成本航站楼在商业空间、贵宾厅等非流
程空间的设计上面积较小。

（2）造型规整结构合理。在一般项目中，结构工

程造价占整个建筑工程造价的30%～60%，结构设计是

否合理，对于建设工程能否实现低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项目在建筑造型设计上，应根据实际情况，衡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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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0% [2]。在设计时考量窗墙比例，避免因窗墙比例过

减少某些设备的使用。相对于普通航站楼，降低运营效
言，可经过权衡后做出取舍。例如，将一些低成本航站
楼设计为一层式流程，飞机在航站楼附近停靠，避免对
于登机桥、自动扶梯、电梯的使用及依赖。

（3）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可以起到降低航站楼的

维护成本的目的。以笔者参与设计的菲律宾长滩岛国际
机场为例，最终选择混凝土框架结构和混凝土屋面板的
组合方式，替代大跨度航站楼常采用的钢结构金属屋面
板组合，主要考虑航站楼位于海边，台风大且雨水多，
选用混凝土屋面板，可减少后期使用过程中金属屋面容
易出现的易漏水且维护成本高等问题。
3  结语

建设低成本航站楼在设计之初，应考虑项目的实

低，造成白天室内采光不足，需要额外增加人工照明的

际情况和航站楼的未来。从设计方法而言，平面布局做

成因太阳热辐射引起室内温度过高的情况。

选用上减少不必要的设备使用；装饰避免繁杂的装饰，

情况。同时，还应避免大面积开窗或使用玻璃幕墙，造
菲律宾长滩岛机场航站楼是私人出资建设的机场，

设置空调，建筑周边采用开敞式维护结构，敞开中庭，

的一个投资较少的低成本航站楼项目中，为减少投资及
道边的区域面积，取代传统设计中设置在建筑内部的迎

统中空调箱风机耗电量最大，约占空调系统总耗电量

使用便利性，局部抽柱，采用12m×12m的柱网，航站

内部空间上的灵活性和外部造型上的灵活性。低成本航

降低航站楼面积，设计中适当加大航站楼前小广场或车

中的空调系统耗电量约占航站楼耗电量的35%，空调系

业主在投资建设之初，要求设计者尽量考虑后期低成本

空间，无疑会增加航站楼建筑面积、入口安检设备及人
员配置等，并不适用于低成本航站楼。笔者在之前参与

消耗的主要部分，约占机场总消耗电量的70%；航站楼

设计时柱网的选择首先考虑满足其他空间的使用，选用
楼柱网整体规整合理，又降低了建设成本。

（2）航站楼的维护成本低。 在设计阶段避免非必要

运营和维护问题。在办票大厅等旅客短暂停留的场所未
室内使用风扇加强空气流通，达到降温的目的，从而降
低后期运营成本。

站楼前期投资成本有限，内部使用空间的灵活主要指流

到简易实用；流程设计做到快捷、方便、清晰；在设备
室内效果以色彩变化来实现；材料方面尽量使用当地材
料；施工方面做到有效组织。

低成本航站楼是降低航空运输成本的有效途径，

建设低成本航站楼并不意味着建设低质量的航站楼。本
文论述的建设低成本航站楼的方法，以严把设计关为途
径，根据项目遇到的实际情况，在平面流程设计、建设
材料、设备的使用等方面做出恰当的取舍，为建设低成
本、高质量的航站楼提供借鉴价值。

行改扩建，因此在功能上，考虑到将来不停航施工扩建
的可能，避免后期对办票柜台、行李分拣转盘、到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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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航站楼外观方面，尤其是屋面方面，尽量避免屋面具

[1]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低成本航站楼建设指南:AC-158-

图2 菲律宾长滩岛机场中庭设计

[2]司鹏飞,戎向阳,石利军,等.机场航站楼能耗构成特征案例分
析[J].暖通空调,2019,49(6):63-67.

有较强的曲线中轴对称性，从而导致后期屋面向单边扩
建造成建筑造型严重不对称，影响建筑美观。

（4）材料的选择方面。航站楼室内装修设计使用安

全、耐用且易于维护的材料，避免使用高档装修材料，
从而降低造价和后期维护成本。
2.2 施工成本低

材料费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占比较大，一般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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