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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项目招标投标实务研究

虞国明 沈永桥

摘要：发展装配式建筑是我国建筑业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的重要举措。本文介绍了装配式建筑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招标投标活动现状，分析了装配式

建筑与现浇式建筑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的不同之处，提出了招标工程量清单编制、综合单价填

报、评标方法确定等实务操作方面的要点和解决方案，前瞻性地提出了装配式建筑招标投标

活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装配式建筑 招标投标

装配式建筑是指构件在加工厂预制，通过机械吊装和一定的连接手段，把零散的预制构

件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优点是质量好、生产效率高、工人劳动强度低、

保护环境、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建筑业己进入到了一个重要转型期，在满足建筑适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又要追求质

量的全面提升，同时还要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因此，实现建筑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建筑业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切实转变

城市建设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现实需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明确：

“推广智能和装配式建筑。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

化管理、智能化应用，推动建造方式创新，大力发展装配式混凝土和钢结构建筑，在具备条

件的地方倡导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不断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

一、装配式建筑的招标投标

1、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制度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是指招标人对工程、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材料、设备或者服务等，

按照技术要求，组织具有编制能力的人员编制招标文件，在指定或者规定的媒介上发布进行

招标活动的工程项目招标公告（邀请招标方式为发出投标邀请函）；有意向参加招标投标活

动的各个投标人按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获取该工程的招标文件，根据招标文件对工程项目

的描述情况以及对工程的技术要求等内容，结合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施工成本和发展现状

等情况，编制符合招标要求和本企业实际情况的投标文件，在规定的截止时间之前递交，参

加投标活动；招标人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要求和评标方法，组织评标委员会进行技术和经

济的评价，并结合市场竞争状况，选择合适中标人的一种经济活动。

目前规范我国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各省市的相关政策性文件规定。

2、装配式建筑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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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装配式建筑项目，主要是普通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房项目，部分是工业建筑

项目，鲜有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因此投资性质通常为国有或部分国有。上述项目一般均采用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进行招标投标活动。由于装配式建筑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成熟，相关配套

尚未完善，因此招标投标活动存在以下问题：

（1）个别省份的计价依据刚刚出台

目前，仅有江苏、河北等极个别省份，出台了装配式建筑工程预算定额，现行的国标

2013《清单计价规范》和绝大部分省市的《计价定额》，均未对装配式建筑工程的分部分项

工程进行详细的项目划分、特征描述，以及对不同预制构件相应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进行规定，

导致在实际招标过程中，投标人因项目划分不明确、特征描述不准确和对工程量计算规则的

理解不一致，出现投标无明确依据，随意性大的情况。

（2）投标人投标报价很高

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填报需完成的计量单位的各个分部分项工程中的人工、材料和

施工机械的消耗量时，除实际消耗数量，还增加了分摊在单位产品中的折旧及摊销费用的损

耗量。同时，由于 PC 构件生产厂家对构件生产基地的长期投资费用大多采用加速折旧法，

摊入构件成本，导致构件折旧、摊销成本过高，致使投标人在参加投标活动时常常报价很高，

不利于工程造价控制。

（3）综合单价准确性较差

装配式建筑在施工方案和工程量清单列项方面与传统现浇式建筑存在明显差异，但目前

招标人在编制装配式建筑项目招标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时，仍然只能采用与现浇式项目清单

综合单价分析表相同的表格形式，导致综合单价分析表的列项不能与 PC 构件的成本构成一

一对应，投标人在填报综合单价分析表时无所适从，准确性差。

另外，我国各地各级的造价管理部门，绝大多数并不发布装配式构件的造价信息。由于

市场缺乏装配式建筑 PC 构件生产价格的动态信息，导致装配式项目的清单综合单价并不能

真实地反映 PC 构件的实际成本情况。

（4）投标活动竞争性弱

在装配式建筑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对称。装配式建

筑的设计和施工技术还属于新技术，大部分招标人缺乏相应的了解和经验，经常存在投标人

刻意垄断市场、欺骗招标人的情况。

另外，当前市场上具备投标资格的、掌握装配式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的潜在投标人数量

仍较少，投标人之间相互串标、围标等对招标人不利的潜在风险很大。

（5）缺乏科学的评标方法

在从国外引入招标投标制度时，我国的评标方法设计就过于单一。原国家计委等七部委

12 号令《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2013 年第 23 号令修正）第二十九条规定：“评

标方法包括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综合评估法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

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建设工程评标，采用的都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或者是名称不同

的各种类似方法），只有少部分采用的是综合评估法。而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市场发展阶段和

技术发展状况，几乎注定了上述两种评标方法在当前环境下都水土不服。

二、装配式建筑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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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的特殊性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上第一个环节是设计。和传统现浇项目不同，装配式建筑需要考虑构

件的拆分及精细化设计的要求，在设计过程中，建筑与结构、设备、电气、内装专业紧密联

系，常常需要全专业全过程的一体化设计。目前，以装配式建筑起步最早的上海市为例，有

设计经验的设计单位只有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上海建工设计院、上海中森等寥寥几家单位。

设计成本是指项目进入到设计阶段的费用成本，主要包括：建筑方案设计费用、建筑施

工图设计费用。这部分费用一般并不由施工单位承担、目前在我国也有各种成熟的计算方法。

但目前我国装配式建筑技术不成熟，在原现浇混凝土结构设计图纸的基础上，需要进行

预制构件拆分设计和节点连接设计，这就比传统现浇式建筑的设计成本多出二次拆分设计的

费用。由于设计单位跟不上装配式建筑大规模推广的发展速度，目前装配式建筑的设计成本

中，二次拆分设计费用每平米高达 10 元以上，而且这部分设计费用到底由招标人承担还是

由中标承包商承担，需要在招标策划阶段予以明确。

2、构件生产、运输和施工安装的特殊性

装配式建筑的构件采用工厂化的生产方式，将生产完成后的预制构件运输到施工场地进

行现场的吊装、搭接等工序。我们可以将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流程，分为构件厂的生产制造、

预制构件的运输、预制构件的现场存放以及施工现场的安装四个过程。

预制构件在构件厂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钢筋加工、模板工程、钢筋绑扎、预埋件安

装、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及混凝土堆放等过程。

施工现场的安装过程，主要包括：内外墙板吊装→柱钢筋绑扎→柱模板安装→叠合楼板

支撑→叠合楼板安装→水电铺设→网片筋绑扎→空调板吊装→楼梯吊装→整体浇筑砼→灌

浆→养护→拆模→清理等施工过程。

预制构件的费用在整个建设成本费用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因此装配式建筑项目招标投标

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对预制构件的生产、运输和施工安装成本进行合理的控制，遴选性价比

最好的承包商。

三、装配式建筑的招标工程量清单编制

按照国标 2013《清单计价规范》中关于工程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费的规定，装配式建筑

工程量清单与传统的现浇式建筑工程量清单组成内容相同，包括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

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等内容。

1、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主要包括：预制构件的制作与运输、预制构件的安装以及一些补

充子目（例如：钢筋孔注浆、钢筋调直和吊装点封堵等工作)。另有部分构件采用现浇式施

工方式，其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传统的现浇式建筑工程量清单一致。

举例说明装配式建筑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河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工程量清单》

(试行，2016 版)中，分部分项子目包含预制构件的运输费用，其预制混凝土柱、预制混凝

土梁、预制混凝土楼板的子目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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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清单项目

《福建省装配式建筑工程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补充工程量清单》（2016 版）中，分部

分项子目不包含预制构件的运输费用，其预制混凝土墙板的子目设置如下图：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程内容

010509B01
混凝土矩

形柱

1.构件代号

2.柱高度

3.柱截面尺寸

4.安装高度

5.混凝土、砂浆

强度等级

6.座浆、注浆材

料

m
3

1.按图示尺寸以“m
3
”计

算

2.不扣除构件内钢筋、铁

件、保温所占体积及单个

面积≤0.3m
2
的孔洞体积

1.运输

2.座浆

3.安装

4.注浆
010509B02

混凝土异

形柱

010510B01
混凝土矩

形梁

1.构件代号

2.梁长

3.梁截面尺寸

4.安装高度

5.混凝土、砂浆

强度等级

6.座浆、注浆材

料

m
3

1.按图示尺寸以“m
3
”计

算，不包括现浇叠合部分

混凝土工程量

2.不扣除构件内钢筋、保

温所占体积及单个面积

0.3m
2
的孔洞体积

1.运输

2.座浆

3.安装

4.注浆

010510B02
混凝土异

形梁

010510B03
混凝土叠

合梁

010212B01
混凝土叠

合楼板

1.构件代号

2.板面积

3.板厚度

4.安装高度

5.混凝土、砂浆

强度等级

6.座浆材料

m
3

1.按图示尺寸以“m
3
”计

算，不包括现浇叠合部分

混凝土工程量

2.不扣除构件内钢筋、铁

件、保温所占体积及空心

楼板空芯、单个面积≤

0.3m
2
的孔洞体积

1.运输

2.座浆

3.安装

010212B02
混凝土预

应力楼板

010212B03
混凝土阳

台板

010212B04
混凝土飘

窗板

010212B05
混凝土空

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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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墙板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程内容

010520001 保温外墙板

1.墙类型

2.墙厚度

3.混凝土

强度等级

m3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

计算，不扣除构件内钢

筋、预埋铁件所占体积，

扣除门窗洞口及单个面

积 0.3m2以外的孔洞所占

体积

1.制作

2.安装

3.套筒注

浆

010520002 不保温外墙板

010520003 内墙板

2、措施项目清单

装配式建筑的措施项目清单除常规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夜间施工费、己完工程及设备保

护费等内容以外，还有装配式建筑专有的特殊施工措施，举例说明如下：

《河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工程量清单》(试行，2016 版)中，措施项目子目包含

附着式外围护脚手架和支撑体系，具体设置如下图：

单价措施项目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程内容

0117701B04
附着式外围护

脚手架

1.搭设方

式

2.搭设高

度

m
2

1.按建筑物外墙高度乘

以外墙长度以面积计算

2.建筑物突出墙外超过

24cm 时，按图示尺寸并入

附着式外脚手架工程量

1.场内、场

外材料搬

运

2.搭设脚

手架

3.拆除

011702B02 梁支撑

1.搭设方

式

2.支撑高

度

m2

1.梁、板支撑按构件的水

平投影面积计算，不扣除

≤0.3m2的孔洞、柱、墙、

垛所占面积

2.墙支撑按构件的垂直

投影面积计算，扣除门窗

洞口、空圈洞口等所占面

积，不扣除≤0.3m2的孔洞

所占面积

1.支撑固

定

2.安装、调

整

3.拆除

011702B03 叠合楼板支撑

011702B04
预应力楼板硬

架支模

011702B05 阳台板支撑

011702B06 飘窗板支撑

011702B07 空调板支撑

011702B08 外墙板支撑

011702B09 内墙板支撑

011702B10 外挂墙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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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装配式建筑工程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补充工程量清单》（2016 版）中，措施

项目子目还包含了装配式预制构件的运输，其设置如下图：

装配式预制构件运输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程内容

010525001
装配式预制构

件运输
运距 m

3
按照构件体积以运输距

离计算

按技术要

求装车绑

扎、运输、

按指定地

点卸车堆

放

3、其他项目清单

其他项目清单主要包含：暂列金额、暂估价、计日工和总承包服务费。这与传统的现浇

式建筑其他项目清单组成内容相同。

四、装配式构件综合单价的填报

装配式建筑项目招标工程量清单子目中的 PC 构件是在预制工厂完成加工生产的，这与

现浇式构件的生产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 PC 构件的综合单价包含的内容，也应该有别

于现浇式建筑构件的综合单价包含的内容。PC 构件的综合单价主要包括：直接费(包括构件

制作、运输、安装等生产环节的各项费用)、企业管理费、利润及一定的风险费用。构件制

作费包含：工厂生产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材料费、水电费、模具费、固定资产等折旧摊

销费、构件厂家的利润、税金等。若将 PC 构件工厂制作及运输到施工现场作为清单子目，

则综合单价中还应计入构件运输费用。

五、装配式建筑项目的评标方法

为改变装配式建筑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招标人处于被动的不利局面，建议装配式建筑项

目采用两阶段评标法进行评标工作。

1、第一阶段评审技术标和资信标

第一阶段主要评审所有投标人的技术标和资信标，包括：对装配式建筑施工的总体规划；

根据施工进度与预制构件的生产数量要求、如何根据施工进度的合理采购预制构件；如何保

证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预制构件运输、起吊和安装的安全有效实施及如何配置预制构件、

灌浆料等主要资源等。另外还要考虑投标人的资质、资金情况以及是否具有装配式建筑的施

工经验、预制构件供应周期和质量等因素。

2、第二阶段评审商务标

选择通过第一阶段评审的若干家投标人，进入第二阶段商务标的评审，不符合第一阶段

评审要求的投标人即被淘汰。第二阶段商务标的评审，主要考虑：综合单价的内容是否完整、

综合单价报价是否合理、预制构件的报价是否合理、工程量计算规则的理解是否准确以及装

配式建筑的特殊措施费用是否合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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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制构件的费用在整个建设成本费用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因此评标过程中必须重点

分析预制构件的综合单价，评析预制构件综合单价填报的合理性和完整性。如：是否包含

PC 构件的运输费用、是否为合理经济运距；综合单价分析表的填报是否合理；措施项目费

是否合理，要分析各分部分项工程措施项目费的分配是否合理、资源投入量是否正确、模板

的数量是否大幅减少了；要分析 PC 构件的生产成本是否合理，要分析构件生产厂是否采用

了加速折旧的方法提高了预制构件的供应价格等。

结语：加强对装配式建筑项目招标投标的理论研究

本文虽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做了一定的总结和研究工作，但仍有一些重要

问题困扰着作者，例如：

1、一般预制构件子目的工程量按体积计算，但各省份出台的清单子目特征描述中，均

未包含含钢量的描述要求，那么含钢量在招标文件和工程量清单中，究竟该如何加以描述？

抑或不需要描述？

2、装配式构件的生产具有一定的地缘性特征。如江浙沪地区的建筑风格变化多，需要

更多飘窗、装饰线脚等小型构件，这些小型构件往往不适合长途运输，为了确保构件的质量

安全和美观，投标报价时考虑多少的运输损耗量合适？

3、采用两阶段评标法评标时，对于第一阶段技术标（包括资信标）和第二阶段商务标，

各设置多少的百分比权重合适？在当前市场上有经验的设计和施工单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经过第一阶段的淘汰，第二阶段评标活动中，投标人数量 n 选取何值最优？

在我国建筑业和招标投标行业的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过程中，装配式建筑项目的招标投

标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需要各种制度的配套和完善。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建议招标投标理论研究的机构团体、专家学者对装配式

建筑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系统研究和科学审视。我们要允许创新，允许试错，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打造“中国建造”品牌。

2018 年 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