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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造价员培训考试大纲 

 

第一科目：《工程造价基础知识》(权重 100%) 

  一、工程造价相关法规与制度（4%） 

    （一）了解工程造价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 

    （二）了解造价员管理制度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 

    （三）了解工程造价咨询及其管理制度。 

    

  二、建设项目管理（4%） 

   （一）了解项目管理的概念； 

   （二）了解建设项目管理的概念、内容与程序； 

   （三）了解建设项目的成本管理内容、控制理论与方法； 

（四）了解建设项目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 

（五）熟悉建设项目、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分项工程的概念与划分。 

   

  三、建设工程合同管理（8%） 

   （一）了解合同法的有关内容； 

   （二）了解建设工程管理涉及的相关合同，熟悉工程造价管理相关合同； 

（三）了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熟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相关条款； 

（四）了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争议的解决办法； 

（五）熟悉建设工程合同类型及其选择方法； 

    （六）熟悉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及分包合同的订立、履行与变更的基本原则。 

   

  四、工程造价的构成（10%） 

   （一）了解预备费的概念和构成； 

   （二）了解建设期利息的概念； 

（三）熟悉我国建设工程造价的概念和构成； 

   （四）熟悉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的概念和构成； 

   （五）熟悉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概念、构成； 

（六）掌握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的概念和构成。 

    

  五、工程造价计价方法和依据（6%） 

（一）了解建筑安装工程预算定额、概算定额和投资估算指标的编制原则和方法； 

（二）了解工程造价资料积累的内容、方法及应用； 

（三）熟悉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方法和特点； 

（四）熟悉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分类、作用与特点； 

（五）熟悉人工、材料、机械台班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方法及其单价的组成和编制方法； 

（六）熟悉建设工程费用定额的构成； 

   （七）掌握预算定额、概算定额单价的编制方法。 

    

  六、决策和设计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6%） 

   （一）了解决策和设计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主要因素； 

   （二）了解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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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了解方案比选、优化设计、限额设计的基本方法； 

（四）掌握投资估算的编制方法； 

   （五）掌握设计概算的编制方法； 

   （六）掌握施工图预算的编制方法。 

   

  七、建设项目招投标与合同价款的确定（6%） 

   （一）熟悉建设项目招投标程序； 

（二）熟悉招标文件的组成与内容； 

（三）熟悉评标定标方法和合同价款的确定； 

   （四）熟悉工程分包招投标，设备、材料采购招投标合同价款的确定方法； 

   （五）掌握建设工程招标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方法； 

   （六）掌握工程招标标底和投标报价的编制方法。 

    

  八、工程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的控制与调整（4%） 

   （一）了解合同预付款、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方法； 

（二）了解工程索赔的概念、处理原则与依据； 

（三）熟悉工程变更的处理，掌握合同价款的调整方法； 

   （四）掌握工程结算的编制与审查。 

    

  九、竣工决算的编制与保修费用的处理（2%） 

（一）了解竣工验收报告的组成； 

（二）了解新增资产价值的确定方法； 

   （三）熟悉竣工决算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四）熟悉保修费用的处理方法。  

 十、掌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中常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施工工艺、建筑识图等相关专业知识

（2%） 

   

十一、有关造价管理文件选编（25%） 

（一）京建发[2014]101 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调整安全文明施工费的通知》 

（二）建标(2013)44 号：住房城乡和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

的通知 

（三）国务院令第 61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6 号：《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 

（五）京建发[2013]399 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转发住房城乡

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 

（六）京建法[2013]7 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 关于执行 2012 年 

<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定额>的规定》的通知 

（七）京建发[2011]206 号：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八）京建发[2011]130 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北京市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发包承包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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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京建法[2011]21 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北

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发包承包活动的通知>有关问题的通知》 

（十）京建发[2010]255 号：关于贯彻执行 2009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工期定额》和 2009 年

《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工期定额》有关问题的通知  

（十一）京建市[2009]610 号：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

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十二）京建定[2009]16 号：关于实施《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

同示范文本》的通知 

（十三）京造定[2012]2 号：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造价中税金标准的通知 

（十四）京造修[2009]8 号：关于贯彻实施《房屋修缮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通知  

十二、2013清单的内容（23%） 

（一）掌握 2013 清单内容（23%）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GB50854-2013 

（二）自学 2013 清单内容 

1.《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7-2013 

2.《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8-2013 

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61-2013 

 

第二科目：《岗位实务知识》 

一、总说明（5%） 

    （一） 掌握 2012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定额》（以下简称 2012 定额）

的适用范围和作用。 

    （二）掌握 2012定额消耗量的确定及包括的内容。 

     （三）掌握 2012定额单价及其相关费用的确定及包括的内容。 

（四）了解建设工程费用包括的内容。 

（五）了解现场管理费包括的内容。 

（六）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费用标准 

1.掌握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费用标准的适用范围。 

2.掌握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费用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计算规则。 

二、建筑工程（60%） 

（一）基础工程（15%） 

   1.土石方工程 

   （1）了解不属于土石方工程定额所包括的内容，发生时可另行计算。 

   （2）了解土方、石方（碴）运输的规定。 

（3）了解有关附表内容，会计算工作面宽度，放坡土方增量折算厚度等附表数据。 

（4）熟悉挖沟槽、基坑、一般土方的划分标准，掌握各种类型基础土方的计算。 

（5）掌握土石方工程项目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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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平整场地和回填土的计算规定。 

（7）掌握人工土石方与机械土石方的取定原则。 

   2.地基处理及边坡支护工程 

（1）了解有关地基处理及边坡支护的施工工艺。 

   （2）掌握换填垫层、地基强夯、地下连续墙、锚杆（锚索）、土钉支护、喷射混凝土和水

泥砂浆的定额应用。 

    3.桩基工程 

   （1）了解打桩、试验桩、复打桩、桩尖安装、钢托板、接桩、桩芯砼、截桩、凿桩头、

送桩、检测费用的定义。 

   （2）掌握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螺旋钻孔成孔桩、人工成孔灌注桩、灌注桩后压浆的定

额应用。 

   （二）主体结构工程（15%） 

   1.砌筑工程 

   （1）了解砖砌体、砌块砌体、石砌体的施工方法、材料性质及特点。 

（2）了解新型节能保温墙体材料的构成。 

（3）了解构筑物砌体的计算方法。  

（4）掌握基础与墙体的划分界限，各种墙体的形式及应用。 

（5）掌握砌体中有关砌筑砂浆的规定。 

（6）掌握垫层中相应定额子目的应用。 

   2.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 

   （1）了解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的项目组成。 

   （2）掌握混凝土不同强度等级的换算方法。 

   （3）掌握混凝土构件（柱、梁、板、墙等）各自划分界限。 

（4）掌握混凝土构件中其它构件与小型构件的区别。 

（5）掌握现场搅拌混凝土时定额子目的应用。 

   （6）掌握楼梯工程量计算规则与其它构件的不同。 

（7）掌握钢筋项目的设置和钢筋计算的有关规定。 

   （8）掌握钢筋机械连接及有（无）粘结预应力钢丝束、钢绞线及张拉的计算及应用。 

   3.金属结构工程 

   （1）了解金属结构工程的项目划分。 

   （2）掌握有关项目的定额应用。 

   4.木结构工程 

（1）了解木结构工程的项目划分等。 

（2）掌握有关项目的定额应用。 

（三）门窗、屋面及防水、保温、防腐工程 (15%) 

1.门窗工程 

   （1）了解附框定额子目的应用。 

（2）掌握门窗工程的综合内容。 

（3）掌握编制预算书时门窗工程的列项。 

2.屋面及防水工程 

（1）了解屋面及防水工程的项目划分、定额表现形式。 

（2）了解阳光板屋面、架空屋面、整体金属屋面、膜结构屋面、太空板屋面特点。 

（3）掌握屋面变形缝、墙面变形缝（内墙、外墙）、地面变形缝、顶棚变形缝、嵌缝的施

工工艺和定额应用。 

（4）掌握屋面及防水工程计算的有关规定。  

3.保温、隔热、防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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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保温、隔热、防腐工程的项目划分。 

（2）了解硬泡聚氨酯现场喷发、喷超细无机纤维的施工工艺。 

（3）了解常用保温板材的性质及特点。 

（4）掌握保温、隔热、防腐工程的定额应用。 

（四）建筑面积、措施费等(15%) 

1.册说明 

   （1）掌握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分册包括的内容，工效的规定。 

   （2）掌握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分册有关项目调整或换算的规定。 

   （3）掌握相关定额之间项目的划分和借用。 

（4）掌握檐高和层高的计算规定。 

2.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熟悉建筑面积计算规则，会计算各种建筑工程的建筑面积。 

3.工程水电费 

   （1）了解工程水电费所包含的内容。 

   （2）掌握工程水电费所计取的范围及计算规则。 

4.措施项目 

（1）了解措施项目划分、表现形式及费用组成。 

（2）了解超高施工增加的定义和工程内容。 

（3）了解施工排水、降水工程的施工工艺。 

（4）熟悉降水周期、适用范围以及超出降水周期的有关降水规定。 

（5）熟悉各类构件模板计算规则。 

（6）掌握脚手架租赁费用计算方法。 

    （7）掌握综合脚手架与室内装修脚手架的使用关系。 

（8）掌握内墙装修脚手架计算条件和计算方法。 

   （9）掌握模板支撑高度 3.6米以上每增 1米项目的有关计算及应注意的问题。 

（10）掌握垂直运输费计取的规定。 

（11）掌握计取降水费用的条件。 

（12）掌握安全文明施工费包括的内容。 

三、装饰工程或市政、园林绿化工程（30%） 

（一）装饰工程（30%） 

1.楼地面装饰工程 

   （1）了解台阶、坡道、散水定额综合内容。 

（2）掌握楼地面整体面层及找平层、楼地面镶贴、橡塑面层、其他材料面层、踢脚线、

楼梯面层的综合内容及计算规则的区别。 

   2.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 

（1）熟悉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的项目划分。 

    （2）了解带骨架幕墙、明框玻璃幕墙、隐框玻璃幕墙、半隐框玻璃幕墙、点式玻璃幕墙、

拉索式玻璃幕墙、全玻璃幕墙、特殊幕墙的定额应用。 

（3）熟悉龙骨式隔墙的综合内容。 

（4）掌握墙面、柱（梁）面抹灰和装饰的计算规则和定额应用。 

   （5）掌握柱基座、柱帽及成品装饰柱的定额套用原则。 

3.天棚工程 

   （1）了解天棚龙骨项目划分，正确套用定额。 

（2）掌握天棚抹灰、天棚吊顶、采光天棚工程、天棚其他装饰的定额应用。 

   （3）掌握天棚面层装饰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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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油漆、涂料、裱糊工程 

（1）了解油漆、涂料、裱糊工程项目划分。 

（2）了解“金属构件单位面积计算表”使用性质。 

   （3）熟悉定额油漆调整的原则及定额应用。 

（4）熟悉墙面、天棚面层喷刷涂料的定额应用。 

5.其他装饰工程 

    （1）了解本章项目划分及综合内容，正确套用定额。 

（2）了解各种装饰线条的适用范围和定额子目使用的区别。 

   （3）掌握栏杆、栏板、扶手工程量计算规则。 

（4）掌握暖气罩及浴厕配件的计算原则。 

（二）市政和园林、绿化工程（30%） 

1.市政工程（20%） 

（1）道路、桥梁工程 

①册说明 

  A、了解定额包括的内容。 

  B、了解定额有关规定说明。 

 ②道路工程 

  A、掌握道路土方平衡的概念。 

  B、掌握根据不同情况，对挖填运及内部平衡土方等计算及应用。 

  C、掌握各种路基处理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D、了解目前道路基层采用摊铺机铺筑施工方法。 

  E、掌握道路基层工程量计算方法和定额应用。 

  F、了解各种面层材料做法。 

  G、掌握道路面层工程量计算方法和定额应用。 

  H、了解各种人行步道、路缘石的作用和做法。 

  I、掌握人行步道、路缘石、检查井（雨水井）、树池砌筑工程量计算方法和定额应用。 

J、了解现浇混凝土挡墙和预制混凝土挡墙的施工方法和定额的应用。 

K、掌握室外道路垫层、面层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③桥梁工程 

  A、掌握挖土方、挖石方、填方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B、了解土壤岩石分类。 

C、熟悉钢板桩、灌注桩、机械成孔灌注桩、人工挖孔灌注桩、钢护筒、凿除灌注桩

顶、泥浆运输等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D、了解各类钻孔桩钻孔的各类施工方法。 

E、掌握各种现浇混凝土构件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F、掌握各种预制混凝土构件机及构件运输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G、了解各类梁板的施工方法。 

H、熟悉砌筑工程中垫层、干砌块料、浆砌块料、砖砌体、护坡等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及定额应用。 

I、了解立交箱涵制作、箱涵顶进的施工方法及定额应用。 

G、掌握钢结构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K、了解桥梁工程的装修做法及定额应用。 

L、掌握钢筋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M、了解拆除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N、了解措施项目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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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掌握市政道路、桥梁工程费用的取费标准及费用标准。 

（2）管道工程 

①册说明 

  A、了解定额包括的内容。 

  B、了解定额有关规定说明。 

②掌握土方工程施工方法的选用、土方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③熟悉砖石砌体与抹面、勾缝的工程量计算方法及定额应用。 

 ④掌握钢筋、混凝土工程、预制混凝土构件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⑤掌握给水管道铺设及附件安装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⑥熟悉给水管道附属构筑物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⑦掌握排水管道铺设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⑧熟悉排水附属构筑物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⑨了解混凝土模块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⑩掌握燃气管道铺设及附件安装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⑪掌握热力管道铺设及附件安装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⑫熟悉防腐、保温、刷油、防水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⑬了解顶管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⑭熟悉措施项目中模板、脚手架的计算方法及定额应用。 

2.绿化工程、庭园工程（10%） 

（1）绿化工程 

①熟悉定额册说明的内容，掌握北京市正常种植季节时间规定。 

 ②掌握绿地整理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③熟悉绿地喷灌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④了解绿化工程措施项目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⑤熟悉绿化工程费用标准及计取方法。 

（2）庭园工程 

①掌握土方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②掌握垫层、基础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③掌握砌筑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④熟悉园路、园桥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⑤了解驳岸、护岸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⑥熟悉假山工程、喷泉安装、亭（花架）、园林桌椅、绿地栏杆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

则及定额应用。 

⑦掌握装饰及防水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⑧了解钢筋工程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⑨了解构件运输及工程水电费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⑩熟悉措施项目中模板、脚手架、围堰、排水等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定额应用。 

⑪熟悉庭园工程费用标准及计取方式。 

四、2013 清单内容（5%） 

（一）《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二）《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三）《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四）掌握工程量清单编制方法，能够准确描述项目特征及按照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计算

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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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学定额内容 

（一）《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 

（二）《构筑物工程预算定额》 

（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预算定额》 

1.《第一册 土建工程》                2.《第二册 轨道工程》 

（四）2012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定额》 

1.《第一册 土建结构工程》            2.《第二册 装饰装修工程（上册）》 

3.《第三册 装饰装修工程（下册）》     4.《古建工程》（上、中、下册） 

六、自学 2013 清单的内容 

（一）《仿古建筑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5-2013 

（二）《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三）《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四）《构筑物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60-2013 

（五）《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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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设工程土建造价员培训课时安排 

   

课程名称 

（内容） 

课    时 

面授 自学 

工程造价相关法规与制度 1 — 

建设项目管理 1 —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 2 — 

工程造价构成 2 — 

工程造价计价方法和依据 1 — 

决策和设计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 1 — 

建设项目招投标与合同价款的确定 1 — 

工程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的控制与调整 0.5 — 

竣工决算的编制与保修费用的处理 0.5 — 

有关造价管理文件选编 6 — 

建筑材料、建筑施工工艺 4 16 

建筑识图 8 8 

2012 定额总说明及总述 4 —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 36 — 

市政工程预算定额（道路、桥梁、管道工程） 8 12 

园林绿化工程预算定额 4 4 

2013 清单相关内容 8 12 

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 — 8 

构筑物工程预算定额 — 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预算定额（土建、轨道工程） — 4 

2012 房修预算定额（土建结构、装饰装修、古建） — 8 

小计 88 76 

课时合计 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