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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编制概况 

一、编制依据 

（一）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文物保护工程、古建筑修缮工程、老城保护修缮工

程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 现行古建筑工程技术规范、工艺标准、操作规程及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 

（三）明、清官式建筑有关历史文献、技术资料； 

（四）古建筑修缮工程典型设计图纸资料、施工方案; 

（五）《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第三册明、清官式建筑（TY 

01-01(03)-2018）及历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古建筑分册； 

（六）《房屋修缮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DB11/638-2016）； 

（七）其他相关资料。 

二、编制单位 

（一）北京京园诚得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二）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北京英诺威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三、编制原则 

（一）保护北京古都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史风貌的完整性。 

（二）“三减三增一统一” 

1.减少：人工消耗量、消耗量标准发布内容、淘汰落后项目； 

2.增加：人工工日单价、造价信息发布内容、传统工艺做法子目； 

3.一统一：与仿古工程相同项目的水平（包括人材机消耗量、项目名称）。 

（三）共编共享 

共编共享既是市场化的要求，也是为提高消耗量标准质量的必然选择。此次

修编我站充分借助社会力量，选择部分施工企业、造价咨询及工程监理单位全过

程参与编制工作，并选取部分古建筑修缮典型工程施工现场进行人工、材料、机

械消耗量实测工作，组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咨询单位及施工单位的专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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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评审，做到了市场各方主体充分参与，共同编制，共享成果。 

（四）措施项目市场化计价 

为落实我市工程造价管理市场化改革试点工作目标，着力健全工程造价市场

化形成机制，改变按照固定定额子目计价的思维，引导市场主体和造价专业人员

根据施工方案和市场询价确定措施项目费用，此次将措施项目分为可精确计量措

施项目和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分别编制。 

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在消耗量标准中编制，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以费用指

标形式在《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缮工程）》专门板块中予以发布。 

四、表现形式 

本标准不包括价格内容，表现为人、材、机消耗量。在编制招标控制价时，

应配合使用《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缮工程）》。 

五、编制成果 

2012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定额》（古建筑工程，以下

简称 2012古建定额）分为上、中、下三册共 7 章及附录共计 4925个子目，其中

附录一措施项目共 247 个子目，补充定额共 43 个子目，此次修编将措施项目单

独列项后，实际为 4721 个子目： 

2021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古建筑工程，

以下简称 2021 古建标准），是在 2012 古建定额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由总说明、

册说明，古建筑面积计算规则分章说明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分章消耗量标准和附

录等六个部分组成。 

共分为上、中、下三册，其中： 

上册：石作工程、砌筑工程、地面工程、屋面工程、抹灰工程； 

中册：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斗栱工程、木装修工程； 

下册：油饰彩画工程、裱糊工程及附录等，共 10章 47节 5023个子目。 

《2012古建定额》与《2021古建标准》章节子目变化见下表： 

工程项目名称 
2012古

建定额 

2021古

建标准 
增加子目 减少子目 净增子目  增减率% 

第一章 （石作工程） 269 295 39 13 26 10% 

第二章 砌体工程 529 518 91 102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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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章名称带括号的为 2021 古建标准新设章。 

具体需要说明的问题 

1. 2021古建标准是在参考 2018年全国统一《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

章节划分基础上进行的，此次修编将石作工程、斗栱工程、裱糊工程单独成章，

并将 12古建定额 “油饰彩绘工程”调整为“油漆彩画工程”，与传统行业划分

相一致。 

2. 结合古建筑修缮工程的特点，为了便于查找，修订后的各章节标准的顺

序除个别章节外，基本上按照拆除、整修、制作、安装顺序设置排列。 

3. 将 2012古建定额章节说明中的工作内容统一调整到子目表头之上，并基

本做到与其逐一对应。 

    4.将各章工程量计算规则按照体积、面积、长度、质量、数量分类叙述。 

5.进一步明确了计算规则中个别构件或做法不明确的边界线，如：抹灰工程

中室内抹灰的各部分上下边线。 

6.消耗量标准的具体内容保留了传统工艺做法，如各种灰浆是以传统灰浆为

准的。 

7.将 2012 古建定额中小型机械费改为机械台班。其他机具费按人工费百分

比计取，具体为：拆除子目 0.5%~1%；石作工程 2.5%；木构架及木基层、斗栱、

木装修工程 3%；油漆彩画工程 1%；其他章节子目均按 2%取定。 

8. 增 加 了 附 录 一 《 传 统 古 建 筑 常 用 灰 浆 配 合 比 表 》 和 附 录 二                  

第三章 地面工程 171 206 50 15 35 20% 

第四章 屋面工程 565 563 148 150 -2 -1% 

第五章 抹灰工程 50 65 20 5 15 30% 

第六章 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 1161 1265 144 40 104 9% 

第七章 （斗栱工程） 310 339 29 0 29 9% 

第八章 木装修工程 456 445 13 24 -11 -2% 

第九章 油漆彩画工程 1156 1297 379 238 141 12% 

第十章 （裱糊工程） 54 30 10 34 -24 -44% 

合  计 4721 5023 923 621 3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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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建筑常用灰土配合比表》。 

六、计价规则变化 

（一）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变化 

1.人工费：2021 古建标准采用综合用工一类、综合用工二类、综合用工三

类对应不同项目内容，编制招标控制价时，依据《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缮

工程）》发布的 2021 古建标准人工工日市场价格信息，合理确定人工工日单价。

按不低于相应区间的下限确定。 

2.材料费：2021 古建标准的材料消耗量中不包含柴油、水、电，其中柴油

计入机械台班价格中，水、电计入的工程水电费（不可精确计量的措施费）中；

其他材料费以材料费为基数乘以相应比例计算。 

3.机械费：2021 古建标准以电为动力的机械台班价格中不含电费，该项费

用计入工程水电费（不可精确计量的措施费）中；机械费中的其他机具费以人工

费为基数乘以相应比例计算。  

（二）费用项目变化 

1.2021 古建标准将企业管理费中的现场管理费拆分出来，列入不可精确计

量的措施费用，企业管理费中不再包含现场管理费。 

2.企业管理费、利润应依据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及其措施方案等自主测算，

参考《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缮工程）》发布的费用指标合理确定；编制最

高投标限价时，企业管理费、利润的费率不得低于《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

缮工程）》发布的费用指标中间值。  

3.规费作为综合单价的费用组成，按现行《关于印发配套 2021年<预算消耗

量标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 号）

的规定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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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册说明 

一、主要内容 

2021 古建标准分为上、中、下三册，包括石作工程，砌体工程，地面工程，

屋面工程，抹灰工程，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斗栱工程，木装修工程，油漆彩画

工程，裱糊工程共 10 章 5023个子目。 

二、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按照明清传统工艺、工程做法和质量要求的古建筑、

仿古建筑、构筑物修工程及保护性异地迁建工程、复建工程。 不适用于新建、

扩建的仿古建筑工程。 古建筑修缮工程中如遇采用现代工艺及工程做法的项目，

除各章另有规定外，均应执行《土建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及《安装工程预算消

耗量标准》相应项目及相关规定。 

【解释说明】 

    （一）在适用范围上不再冠以“明清官式”而仅仅保留了“明清传统工艺、

工程做法和质量要求的古建筑、仿古建筑、构筑物修缮工程及保护性异地迁建工

程、复建工程”。修编后的标准适用范围不仅适用官式建筑，同时也适用老城保

护、传统村落古建筑修缮等。换言之只要是按照明清传统工艺、工程做法和质量

要求实施的房屋修缮工程均适用于本标准。 

（二）适用范围中增加了构筑物修缮工程的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构筑物包括

了牌楼、影壁、桥、月台、圜丘、城台、城墙等修缮。 

（三）适用范围中明确了保护性异地迁建、复建工程。对于复建工程，主要

适用于不具备维护和修缮条件的历史建筑的原址复建，并尽可能使用原有建筑构

件和材料。 

（四）增加了不适用于新建、扩建的仿古建筑工程的规定。这是为了与 2021

《仿古建筑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适用范围进行区分。 

（五） 此次修订明确了房屋修缮土建分册与古建分册的执行界限。对于近

现代房屋建筑修缮工程中部分采用明清传统工艺及工作做法项目，如：部分现代

建筑中采用了琉璃瓦屋面等，其修缮时适用于本标准。 

（六）完善了对在古建筑修缮工程中如遇采用现代工艺及工程做法的项目，

除各章另有规定外，均应执行《土建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及《安装工程预算消

耗量标准》相应项目及相关规定。这主要是针对在老城保护修缮工程中采用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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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现代建筑材料，如室内轻钢龙骨吊顶、铝合金门窗、块料面层等执行土建工程；

电气、采暖、消防、弱电等执行安装工程。 

三、应用要点 

（一）本标准是根据本市大多数施工企业技术装备及作业水平、管理水平并

结合古建筑修缮工程特点，以传统手工操作为主且配合相应中小型机械作业为准

编制的。 

【解释说明】中小型机械费改为机械台班，保留其他机具费。砌筑工程、地

面工程及木结构及木基层等章节虽然增加了机械台班，古建筑修缮工程仍然是以

传统手工操作为主，施工机械为辅的方式。 

（二） 本标准以保护性拆除、拆卸、整修为准，考虑了对建筑物原有材料

及构件的清理、整修及场内分类码放。 

【解释说明】这一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充分利用建筑物原有材料及构件的旧

料的问题，其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为实现保护原有历史信息提供可能，但本条规定

不包括外购旧料和异地回收旧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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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古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一、增加了古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2012古建定额】无规定。 

【解释说明】参照 2018 年全国统一《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第三册

明清官式建筑（TY 01-01(03-2018），此次修订增加了《古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二、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1.单层建筑不论其出檐层数及高度如何，均按一层计算面积，其中： 

（1）有台明的按台明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2）无台明有围护结构的以围护结构水平面积计算，围护结构外有檐廊柱的，

按檐廊柱外边线水平面积计算，围护结构外边线未及构架柱外边线的，按构架柱

外边线计算；无台明无围护结构的按构架柱外边线计算。 

2.有楼层分界的二层及以上建筑，不论其出檐层数如何，均按自然结构楼层

的分层水平面积总和计算面积。其中： 

（1）首层建筑面积按上述单层建筑的规定计算。 

（2）二层及以上各层建筑面积按上述单层建筑无台明的规定计算。 

3.单层建筑或多层建筑两自然结构楼层间，局部有楼层或内回廊的，按其水

平投影面积计算。 

4.碉楼、碉房、碉台式建筑内无楼层分界的，按一层计算面积。 有楼层分

界的按分层累计计算面积。其中： 

（1）单层或多层碉楼、碉房、碉台的首层有台明的按台明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无台明的按围护结构底面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2）多层碉楼、碉房、碉台的二层及以上楼层均按各层围护结构底面外围水

平面积计算。 

5.二层及以上建筑构架柱外有围护装修或围栏的挑台建筑，按构架柱外边线

至挑台外边线之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面积。 

6.坡地建筑、邻水建筑及跨越水面建筑的首层构架柱外有围栏的挑台，按首

层构架柱外边线至挑台外边线之间的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面积。 

三、不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1.单层或多层建筑中无柱门罩、窗罩、雨棚、挑檐、无围护装修或围栏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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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阶等。 

2.无台明建筑或二层及以上建筑突出墙面或构架柱外边线以外部分，如墀头、

垛等。 

3.牌楼，影壁，实心或半实心的砖、石、琉璃塔，焚帛炉等。 

4.构筑物：如月台、圜丘、城台、院墙及随墙门、花架、木桥、石桥、石舫

等。 

5.碉楼、碉房、碉台的平台。 

【解释说明】参照《古建筑面积计算规则》，配套费用指标和工程量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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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各章说明及工程量计算规则 

第一章石作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石构件拆除，石构件整修，石构件制作，石构件安装共 4节 295 个

子目。 

【2012 古建定额】石作子目分布在第一章砌体工程和第二章地面及庭院工

程中，其中砌体工程包括：石墙帽，台基石构件，石质须弥座，墙体石构件，石

制门窗，门窗附属石构件以及石角梁等 178 个石作子目；地面及庭院工程包括：

路面石、地面石、噙口石，石路牙，槛垫石、过门石、分心石，台阶石构件，石

勾栏，排水石构件，夹杆石、镶杆石等 91个石作子目，共 269个子目。 

【变化情况】本次修订后，石作工程单独成章，依据拆、修、安顺序进行划

分章节。其中包括：第一节石构件拆除，第二节石构件整修，第三节石构件制作，

第四节石构件安装。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删减门窗石槛框拆除 1个子目、删减石望柱头补配 4个子目、删减门

窗石槛框制作 1个子目，删减门窗石槛框安装，牌楼石柱头安装 2个子目。 

（二）调整子目 

1.石路牙拆除 1 个子目拆分为 3个子目；石望柱拆除 3个子目合并为 1个子

目；石路牙栽安 1个子目拆分为制作 3个子目、安装 3个子目；石沟门沟漏制安

2个子目拆分为制作 2个子目、安装 2个子目； 

（三）新增子目 

1．第一节石构件拆除新增木牌楼戗杆石拆除，石沟门、石沟漏拆除等 3 个

子目。 

2．第二节石构件整修新增土衬石拆安归位，陡板石、象眼石拆安归位 （厚

度） 每增 2cm，柱顶石拆安归位，木牌楼戗杆石拆安归位，槛垫石、带下槛槛

垫石、过门石、分心石拆安归位，噙口石、路面石、地面石拆安归位（厚度） 每

增 2cm，牙子石拆安归位，石沟盖板拆安归位，旧条石截头，旧条石夹肋等 15

个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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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节石构件制作新增柱顶石剔凿套顶榫眼，寻杖栏板用抱鼓石制作，

罗汉栏板用抱鼓石制作，木牌楼戗杆石制作，石沟盖板制作（厚度） 每增 2cm

等 7个子目。 

【解释说明】考虑石材厚度不同时的消耗量，优化整合了消耗量近似子目；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石构件制作均以汉白玉、青白石为准，如使用花岗岩制作子目人工乘

以系数 1.3，石材消耗量不调整。 

【2012 古建定额】石构件制作、安装、剁斧见新、磨光见新均以汉白玉、

青白石等普坚石材为准。若为花岗石等坚硬石材，定额人工乘以 1.35系数。 

【解释说明】参考 2018全统定额，并进行了人工消耗量重新测定。 

(二）旧石构件因风化、模糊，需重新落墨、剔凿出细、恢复原样时，应按

相应制作子目人工乘以系数 0.7。 

【2012 古建定额】旧石构件如因风化、模糊，需重新落墨、剔凿出细、恢

复原样者，按相应制作定额扣除石料价格后乘以系数 0.7执行。 

【解释说明】《预算消耗量标准》形式上采取量、价、费分离方式的编制，

剥离了传统预算定额中应由市场自主确定的经济属性部分，如生产要素预算单价，

符合市场化计价改革的要求。 

（三)石构件制作是以传统工艺现场制作为主，子目中石材消耗量包括必要

的加荒尺寸，如使用工厂加工的构件时，仅执行相应的石构件安装子目并补充相

应成品构件用量。 

【解释说明】明确了石材是以传统工艺现场制作为主。使用成品石构件时，

仅执行安装子目，补充成品构件用量（包括材料消耗量、加工损耗量等）执行。

同时考虑了建筑材料成品加工服务越来越普及的现状。 

（四）阶条石、平座压面石、踏跺石、陡板石、石须弥座、腰线石、栏板石、

石望柱、地栿石、地面石、路面石、牙子石等，如为弧形、拱形等异形时，其相

应制作子目人工乘以系数 1.2。 

【2012 古建定额】阶条石、平座压面石、陡板石、须弥座、腰线石等均以

常见规格做法为准，如遇弧形或拱形时，其制作按相应定额乘以 1.10系数执行。 

（五）券脸石、券石安装不包括支搭券胎，发生时另行计算。 

【2012 古建定额】各种石构件安装包括修整接头缝和并缝、稳安垫塞、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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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搭拆、挪移小型起重架及安全监护，其中券石、券脸石安装还包括支搭券胎，

不包括券胎制作。 

【解释说明】券脸石、券石安装不包括券胎制作及支搭，支搭券胎属于不可

精确计量措施项目，发生时另行计算。 

（六）象眼石制作以素面为准，如为海棠池做法制作子目人工乘以系数1.1。  

【2012 古建定额】象眼石制作以素面为准，若落方涩池（海棠池）其制作

用工乘以 1.35系数。 

（七）位于垂带斜面上的栏板石、抱鼓石制作均按相应子目人工乘以系数

1.15。 

【2012 古建定额】垂带上栏板及抱鼓制作按相应定额乘以 1.20 系数执行，

拱形、弧形栏板制作按相应定额乘以 1.10系数执行。 

（八）角柱石制作以素面为准，不分圭背角柱、墀头角柱、宇墙角柱、扶手

墙角柱及须弥座角柱均执行同一子目，露明面如为海棠池做法其制作子目人工乘

以系数 1.1。 

【2012 古建定额】角柱石制作以素面为准，不分圭背角柱、墀头角柱、宇

墙角柱、扶手墙角柱及须弥座角柱均执行同一定额，露明面若需落海棠池者其制

作用工乘以 1.2系数。 

（九）戗杆石制作以不带雕刻为准，并综合了各种形状及做法。 

【解释说明】增加戗杆石制作的说明，对常用石构件进行了补充。 

（十）旧条石夹肋以单面为准，如为双面做法时，子目乘以系数 2.0。 

【解释说明】明确了单面、双面做法的不同情况。 

四、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本章石构件工程量计算均以成品尺寸为准，按设计文件图示尺寸或数

量计算，无设计文件时按现场实际尺寸或数量计算。 

【解释说明】明确石构件计算的原则。 

（二）《石构件工程量计算参考表》增加了夹杆石、镶杆石埋深按露明高；

戗杆石埋深按水平宽； 

【解释说明】新增常见石构件补充说明。 

（三）挑檐石长度自构件最外端量至与砖墙分界处。 

【解释说明】明确了挑檐石材的计算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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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戗杆石按水平投影面积乘以构件全高计算。 

【解释说明】新增加了戗杆石计算规则。 

（五）上述各类石构件工程量除已有规定外，如为弧形、拱形、圆形、多边形

等异型构件时，均按相应异型构件最小外接矩形计算面积及相应体积。 

【解释说明】明确了未明确规定的特殊尺寸的构件的计量方式。 

五、应用举例 

某三间硬山古建筑前后檐都有廊步，已知明间 3.5m，次间 3m，山出 0.5m。

进深方向檐柱中心至檐柱中心为 5.5m，下檐出为 0.8m。阶条石规格为宽 0.45m，

厚（高）0.13m，金边石规格为宽 0.195m，厚（高）0.13m。求此台基阶条石、

金边石的体积各是多少？计算如下：  

1.面宽方向台基全长=0.5+3+3.5+3+0.5=10.5m 

2.进深方向台基全长=0.8+5.5+0.8=7.1m 

3.前后檐阶条石体积： V=10.5*0.45*0.13*2=1.23m³ 

4.两山金边石体积：  金边石长度=7.1-2*0.45=6.2m 

V=6.2*0.195*0.13*2=0.31m³ 

六、应用问题 

1．新增 1-128套顶榫眼是否用于在柱顶石上剔凿套顶洞？ 

答复：是。分别对应套顶石的两种制作方式：第一种为整块套顶，套用对应

柱顶石制作后再套用 1-128剔凿套顶榫眼；第二种为两半拼合套顶石，直接套用

1-130到 1-132的套顶石制作定额。 

2．1-130套顶石制作是否适用于两半拼合套顶石？ 

答复：适用。 

3.套顶石下底垫石是否适用 1-114无鼓径柱顶石制作子目？ 

答复：适用。 

 

 

 

 



 13 

第二章 砌体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砌体拆除，砌体整修，砖石砌体，琉璃砌体共 4节 518 个子目。 

【2012 古建定额】第一章砌体工程，共 15 节 707个子目，其中包括：第一

节砌体拆除及修补，第二节砖砌体，第三节琉璃梁枋，第四节山花、博缝、挂落，

第五节砖檐、琉璃檐，第六节砖石墙帽，第七节石砌体，第八节台基石构件，第

九节石质须弥座，第十节墙体石构件，第十一节石制门窗，第十二节门窗附属石

构件，第十三节琉璃斗栱，第十四节角梁及琉璃椽飞，第十五节补充定额。 

砌体工程相应去除“石墙帽，台基石构件，石质须弥座，墙体石构件，石制门窗，

门窗附属石构件以及石角梁”178 个石作子目，故 12 古建定额砌体工程共 529

个子目。 

【变化情况】参考 2018 全统定额章节划分，本次石作工程单独成章后，砌

体工程石作相应子目移入第一章。砌体工程依据拆、修、安顺序进行划分章节。

其中包括：第一节砌体拆除，第二节砌体整修，第三节砖石砌体，第四节琉璃砌

体。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第二节删减墙面半砖剔补，透风砖补换 大城砖、二样城砖，上下槛、立

八字、箍头枋、砖饰柱、线枋剔补 大城砖，毛石挡土墙拆砌，毛石护坡墙拆砌，

琉璃砌体拆砌、补配、拆安等 57个子目。 

【解释说明】墙面剔补综合考虑了砖件损耗量和人工消耗量，保留整砖剔补

子目。 

2．第三节删减什锦门窗套贴砌，细砖门窗券砌筑 大城砖、二样城砖，糙砖

门窗拱券砌筑 大城砖、二样城砖，灰砌鸡嗉檐 尺二、尺四方砖，毛石挡土墙砌

筑，毛石护坡墙砌筑等 20个子目。 

3．第四节删减琉璃垂头摆砌等 1个子目。 

（二）调整子目 

1．第一节花瓦心拆除 3 个子目合并为 1 个子目，方砖博缝、挂落拆除 2 个

子目合并为 1个子目，砖檐拆除 8个子目合并为 7个子目，琉璃砖墙、空花墙拆

除 2个子目合并为 1 个子目，琉璃贴面砖、博缝、挂落、滴珠板拆除 3个子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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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 1个子目，琉璃坐斗枋、挑檐桁拆除 2个子目合并为 1个子目。 

2．第三节毛石清水墙拆砌 1个子目拆分为 2个子目。 

3．第四节琉璃方圆角柱 摆砌 1个子目拆分为 2个子目，琉璃耳子、霸王拳

安装 1个子目拆分为 2个子目。 

（三）新增子目 

1．第一节砌体拆除新增土坯墙、夯土墙拆除，方整石墙拆除，上下槛、立

八字、砖柱子、箍头枋、线枋子等拆除，马蹄磉、三岔头、耳子等拆除，琉璃马

蹄磉、雀替、霸王拳、耳子、宝瓶拆除等 5个子目。 

2．第二节砌体整修新增带刀缝墙、糙砌墙面剔补 地趴砖，方砖心剔补 尺

七方砖，虎皮石墙拆砌 干背山，方砖心拆砌 尺七方砖，散装博缝拆砌，干摆直

檐拆砌，冰盘檐连珠混拆砌 尺七方砖，冰盘檐砖椽拆砌 尺二方砖，小停泥直檐

拆砌（灰砌），灰砌冰盘檐（鸡嗉檐、菱角檐）拆砌，蓑衣顶墙帽拆砌，假硬顶

墙帽拆砌，宝盒顶、馒头顶墙帽拆砌，鹰不落顶墙帽拆砌等 30个子目。 

3．第三节砖石砌体新增干摆墙面、丝缝墙砌筑 贴斧刃陡板，土坯砖制作，

透风砖雕刻制安，干摆什锦门窗套，散装博缝砌筑，散装博缝头安装，冰盘檐干

摆砌筑 尺二方砖，砖瓦檐砌筑，蓑衣顶墙帽砌筑等 34个子目。 

4．第四节琉璃砌体新增琉璃雀替安装，琉璃枕头木摆砌等 2个子目。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本章子目凡列有综合用工一类、二类的，分别表示为砌筑用工和砍砖

用工，其中综合用工二类为砍砖用工。 

 

 

【2012 古建定额】综合工日=砌筑用工+砍砖工用工。 

【解释说明】人工工日以综合用工表示，区分综合用工一类、二类、三类的

形式表示。砌筑工对应综合用工一类，砍砖工对应综合用工二类。 

（二）本章城砖、停泥砖、方砖等砖件以糙砖现场砍制加工为准，包括了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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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损耗。 如使用厂家已经砍制加工好的砖件时，相应子目砍砖用工（综合用工

二类）乘以系数 0.3，砖件消耗量乘以系数 0.95。 

【2012 古建定额】各种细砖砌体定额规定的砖料消耗量包括砍制过程中的

损耗在内，若使用已经砍制的成品砖料，应扣除砍砖工的人工费用，砖料用量乘

以 0.93系数，砖料单价按成品砖料的价格调整后执行，其他不作调整。 

【解释说明】考虑了使用已经砍制的成品砖的情况下，综合用工一类（砌筑

用工）消耗量不变，综合用工二类（砍砖用工）考虑现场二次加工的情况消耗量

保留 30%。 

（三）砖砌体拆砌均综合了相应的新砖添配率，其中：丝缝墙、淌白墙、带

刀缝墙、糙砖墙等拆砌子目均以新砖添配率 30%为基准，新砖添配率超过或不足

30%时，应执行相应“新砖添配率每增减 10%”子目；不足 10%的按 10%计算；

超过 10%不足 20%的按 20%计算，以此类推。 设计要求新砖添配率不足 10%时仍

按 10%计算。 其余未列明具体添配率的砌体拆砌子目，已综合考虑，子目消耗

量不调整。 

【2012 古建定额】砖墙体拆砌均以新砖添配在 30%以内为准，新砖添配超过

30%时，另执行新砖添配每增 10%定额（不足 10%亦按 10%执行）。 

【解释说明】为加强对旧材料、旧构件的分类收集、统筹管理、合理使用，

实际施工中往往存在新砖添配不足30％时，此时砖量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增加“新砖添配率每减 10％”子目。 

新砖添配率=新砖（瓦）添配 30%±新砖(瓦)添配每增减 10%*N（其中 N=相

应新砖瓦添配每增减 10%）。 

（四）干摆墙、丝缝墙、淌白墙拆砌、砌筑已综合了十字缝、三顺一丁、一

顺一丁等墙体不同排砖方式及所需的八字砖、转头砖、丁头砖的砍制加工。 

【2012 古建定额】定额中干摆、丝缝、淌白等细砖砌体及琉璃砖砌体砌筑

均以十字缝排砖为准，其中细砖砌体已综合了所需转头砖、八字砖、透风砖的砍

制，丝缝墙综合了勾凸缝和勾凹缝做法。三顺一丁排砖按定额乘以 1.14 系数执

行，一顺一丁排砖按定额乘以 1.33系数执行。 

【解释说明】本标准综合考虑了十字缝、三顺一丁、一顺一丁等墙体不同排

砖方式。 

（五）门窗券、车棚券砌筑均不包括搭拆券胎，夯土墙不包括搭拆模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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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另行计算。 

【2012 古建定额】砖券砌筑包括支搭券胎，不包括券胎制作，其中细砖券

还包括墁水活打点、勾抹灰缝。 

【解释说明】门窗券、车棚券砌筑搭拆券胎，夯土墙搭拆模板属于不可精确

计量措施项目，发生时另行计算。 

（六）土坯墙砌筑、堵砌应与土坯砖制作子目配套使用。 砖坯制作已综合

考虑了素泥和掺麦余、滑秸等不同做法， 如遇上述情况子目消耗量不调整。 

【解释说明】 

1．土坯砖制作子目按照现场制作编制，如使用成品土坯砖时，不得执行该

子目。 

2．土坯砖砌筑、堵砌子目与土坯砖制作子目配套使用时，应折算土坯砖制

作子目中的材料消耗量，避免重复计算。 

3．土坯砖规格与本标准不同时可以进行换算。 

（七）冰盘檐拆砌分层执行相应子目。 

【解释说明】详见应用举例。 

（八）本次修编调整了大停泥砖规格尺寸，由 416mm×208mm×80mm 调整为

320mm×160mm×80mm，第三章地面工程、第四章屋面工程中大停泥砖规格也统一

调整；人工、材料消耗量作相应调整。 

四、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糙砖门窗券、糙砖车棚券均以券脸垂直投影面积分别乘以砖券厚度或

券洞长度计算。 

【2012 古建定额】砖券按体积以立方米为单位计算，其中门窗券按其垂直

投影面积乘以墙体厚度计算体积，车棚券按其垂直投影面积乘以券洞长计算体积。 

【解释说明】明确了糙砖门窗券、糙砖车棚券的计算规则。 

（二）冰盘檐、砖檐等各种檐子均按最上一层盖板外边线长度计算，砖檐拆

砌按拆砌各层长度之和累加计算。 

【2012 古建定额】砖檐、琉璃檐拆除、砌筑按盖板外边线长以米为单位计

算。砖檐及琉璃檐拆砌分别按各层拆砌长度以米为单位计算。 

【解释说明】明确了计量边线和计量方式。 

（三）透风砖......等工程量均按相应数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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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说明】墙体中综合的透风砖单独列项，按数量计算。考虑不同建筑的

透风砖有差异。 

五、应用举例 

 

例如：五层大停泥砖冰盘檐拆砌 

工程量计算规则为：冰盘檐、砖檐等各种檐子均按最上一层盖板外边线长度

计算，砖檐拆砌按拆砌各层长度之和累加计算。 

    应执行 2-174  直檐、半混、炉口、枭、盖板拆砌 

拆砌工程量=头层檐长度+半混长度+炉口长度+枭长度+盖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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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面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地面拆除，地面整修，细砖地面、散水、路面铺墁， 糙砖地面、

散水、路面铺墁，石子、石板地面、路面铺墁，灰土垫层、回填土共 6 节 206

个子目。 

【2012 古建定额】第二章地面及庭院工程，共 9节 262个子目。其中包括：

第一节砖地面、散水、路面，第二节石地面、路面，第三节路牙、散水牙，第四

节槛垫石、过门石、分心石，第五节台阶石构件，第六节石勾栏，第七节排水石

构件，第八节夹杆石、镶杆石，第九节补充定额。地面及庭院工程相应去除‘路

面石、地面石、噙口石，石路牙，槛垫石、过门石、分心石，台阶石构件，石勾

栏，排水石构件，夹杆石、镶杆石’91 个石作子目，12 古建定额地面及庭院工

程共 171个子目。 

【变化情况】 本次石作工程单独成章后，地面工程石作相应子目移入第一

章。地面工程依据拆、修、安顺序进行划分章节。其中包括：第一节地面拆除，

第二节地面整修，第三节细砖地面、散水、路面铺墁，第四节糙砖地面、散水、

路面铺墁，第五节石子、石板地面、路面铺墁，第六节灰土垫层、回填土（本节

为新增章节）。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第二节地面整修删减檐廊细砖地面单独揭墁等 6个子目。 

（二）调整子目 

1．第一节地面拆除砖牙顺栽 3 个子目合并为 1 个子目，砖牙立栽 6 个子目

合并为 1个子目。 

（三）新增子目 

1．第二节地面整修新增地趴砖细砖地面剔补，大小停泥砖细砖地面柳叶剔

补，蓝四丁砖糙砖地面剔补，地趴砖细砖地面揭墁，大小停泥砖细砖地面柳叶揭

墁，蓝四丁砖糙砖地面揭墁，糙砖（城台）地面勾缝等 20个子目。 

【解释说明】考虑实际工程需要，新增了柳叶剔补。 

2．第三节细砖地面、散水、路面铺墁新增地趴砖细砖地面铺墁，大小停泥

砖细砖地面柳叶铺墁，细砖礓磋坡道铺墁，细砖牙顺栽 地趴砖等 17个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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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节糙砖地面、散水、路面铺墁新增蓝四丁砖糙砖地面铺墁，糙砖踏道

铺墁 尺二方砖等 3个子目。 

4．第六节灰土垫层、回填土包括灰土垫层拆除，灰土垫层新做，灰土回填

土等 8个子目。 

【解释说明】结合古建筑工程特点和施工工艺要求，适时新增。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本章子目凡列有综合用工一类、二类的，分别表示为砌筑用工和砍砖

用工，其中综合用工二类为砍砖用工。 

【2012 古建定额】综合工日=砌筑用工+砍砖用工。 

【解释说明】人工工日以综合用工表示，区分综合用工一类、二类、三类的

形式表示。砌筑工对应综合用工一类，砍砖工对应综合用工二类。 

（二）本章城砖、停泥砖、方砖等砖件以糙砖现场砍制加工为准，包括了砍

制损耗。 如使用厂家已经砍制加工好的砖件时，相应子目砍砖用工（综合用工

二类）乘以系数 0.3，砖件消耗量乘以系数 0.95。 

【2012 古建定额】本章定额中细砖系指经砍磨加工后的砖件，糙砖系指未

经砍磨加工的砖件，而非指砖料材质的糙细；各种细砖地面、散水、路面、砖牙

等定额规定的砖料消耗量包括砍制过程中的损耗在内，若使用已经砍制的成品砖

料，应扣除砍砖工及相应人工费用，砖料用量乘以 0.93 系数，砖料单价按成品

砖料的价格调整后执行，其他不作调整。 

【解释说明】考虑了使用已经砍制的成品砖的情况下，综合用工一类（砌筑

用工）消耗量不变，综合用工二类（砍砖用工）考虑现场二次加工的情况消耗量

保留 30%。 

（三）地面、散水、路面剔补或补换砖，是以单独剔补、补换为准，并综合

了不同做法及部位，如剔补、补换相连砖件面积之和超过 1.0 ㎡ 时，应执行拆

除和铺墁子目。 砖件相连以砖缝相接为准，不含顶角相对的情况。 

【2012 古建定额】地面、散水、路面剔补或补换砖以所补换砖件相连面积

之和在 1.0 ㎡以内为准，相连面积之和超过 1.0 ㎡时，应执行拆除和铺墁定额。

砖件相连以两块砖之间有一定长度的砖缝为准，不含顶角相对的情况。 

【解释说明】剔补或补换砖相连明确了砖件相连的情况，以砖缝相接为准。 

图-1、图-2，地面、散水、路面剔补或补换砖不论是否超过 1.0㎡，均执行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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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或补换砖子目。 

图-3、图-4，地面、散水、路面剔补或补换砖不足 1.0㎡时，执行剔补或补换

砖。如剔补、补换相连砖件面积之和超过 1.0 ㎡ 时，应执行拆除和铺墁子目。 

 

（四）地面揭墁均综合了相应的新砖添配率，其中：细砖及糙砖地面、散水、

路面等揭墁子目均以新砖添配率 30%为基准，如新砖添配率超过或不足 30%时，

应执行相应“新砖添配率每增减 10%”子目；增减不足 10%的按 10%计算，超过 

10%不足20%的按 20%计算，以此类推。 设计要求新砖添配率不足 10%时仍按 10%

计算。 

【2012 古建定额】砖地面、散水、路面揭墁均以新砖添配在 30%以内为准，

新砖添配量超过 30%时，另执行新砖添配每增 10%定额（不足 10%亦按 10%执行）。 

【解释说明】为加强对旧材料、旧构件的分类收集、统筹管理、合理使用，

实际施工中往往存在新砖添配不足30％时，此时砖量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增加“新砖添配率每减 10％”子目。 

新砖添配率=新砖（瓦）添配 30%±新砖(瓦)添配每增减 10%*N（其中 N=相

应新砖瓦添配每增减 10%）。 

（五）本章所列灰土是以生石灰为准，如使用灰土品种与子目不同时，可按

照附录二＂传统古建筑常用灰土配合比表＂进行换算。 灰土回填土工程量在 

2.0m³以内时，执行零星灰土子目。 

【解释说明】新增部分，执行中应注意与房修土建相关子目区别。 

主要区别：房修土建使用熟石灰，古建筑使用传统生石灰。古建筑灰土子目

还包括泼灰和筛灰等工作内容。 

四、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灰土垫层拆除、新做，灰土回填土等除另有规定外均按体积计算。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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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灰土回填土应扣除地面以下建筑物、构筑物、墙基、柱基、垫层及直径 500mm

以上的管道体积。 

【解释说明】新增部分。 

（二）室内与檐廊地面通墁时，按阶条石里口围成的面积计算；室内与檐廊

地面不通墁时，其室内地面以主墙间的面积计算，檐廊地面以阶条石里口至槛墙

外皮间的面积计算；均不扣除柱顶石、间壁墙、隔扇等所占面积。 

【2012 古建定额】室内外通墁地面按阶条石、平座压面石（或冰盘檐）里

口围成的面积计算；室内外地面不通墁，室内地面按主墙间面积计算，檐廊部分

按阶条石、平座压面石（或冰盘檐）里口至槛墙间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均

不扣除柱顶石、间壁墙、隔扇等所占面积。 

   【解释说明】表述更明确。 

（三）室外地面、甬路、散水按砖牙、石路牙里口围成的面积计算，踏道按

投影面积计算，礓磋、坡道按斜面面积计算，均不扣除 0.5㎡ 内的树池、花池、

井口等所占面积；石子地面、路面铺墁不扣除砖条、瓦条所占面积；地面、路面

如方砖与石子间隔铺墁时应分别按面积计算。 

【2012 古建定额】庭院地面、甬路、散水按砖石牙里口围成的面积以平方

米为单位计算，踏道按投影面积计算，礓礤、坡道按斜面面积计算，均不扣除

1.0㎡内的树池、花池、井口等所占面积，做法不同时应分别计算； 

【解释说明】表述更明确。 

（四）糙砖（城台）地面勾缝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解释说明】新增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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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屋面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屋面拆除，屋面整修，屋面苫背，布瓦屋面新做，琉璃瓦屋面新做

共 5节 563 个子目。 

【2012 古建定额】第三章屋面工程，共 3 节 565 个子目。其中包括：第一

节瓦屋面，第二节屋脊，第三节屋面其他项目。 

【变化情况】屋面工程依据拆、修、安顺序进行划分章节。其中包括：第一

节屋面拆除，第二节屋面整修，第三节屋面苫背，第四节布瓦屋面新做，第五节

琉璃瓦屋面新做。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第二节删减干蹅瓦屋面查补 3#瓦、10#瓦，仰瓦灰梗屋面查补，合瓦屋

面查补，筒瓦屋面查补，削割瓦屋面查补、揭 ，削割瓦檐头整修，铅板背(锡

背) 拆铺等 30个子目。 

2．第五节删减琉璃窝角沟附件 水沟头，琉璃脊筒正脊，琉璃承奉连正脊，

琉璃盝顶正脊合角吻安装，琉璃墙帽正脊合角吻安装，琉璃角脊、庑殿及攒尖垂

脊、戗（岔）脊兽后(承奉连做法)，琉璃铃铛排山脊兽后(承奉连做法)，琉璃铃

铛排山脊卷棚部分(承奉连做法)，琉璃披水排山脊兽后(承奉连做法)，琉璃披水

排山脊卷棚部分(承奉连做法)，琉璃角脊、庑殿及攒尖垂脊、戗（岔）脊附件(承

奉连做法)，琉璃歇山垂脊附件(承奉连做法)等 61个子目。 

（二）调整子目 

1．第一节屋面拆除，布瓦屋面垂兽拆除 2 个子目合并为 1 个子目，布瓦屋

面合角吻拆除 2 个子目合并为 1 个子目，琉璃宝顶珠 1 个子目拆分为 3 个子目，

琉璃宝顶座拆除 1个子目拆分为 3个子目。 

2．第二节筒瓦屋面揭 10 个子目拆分为筒瓦屋面揭 捉节夹垄、裹垄 20

个子目，布瓦屋面脊添配垂兽、岔兽 2个子目拆分为 4个子目。 

3．第四节布瓦屋面新做，布瓦屋面清水脊(无陡板正脊)1 个子目拆分为 2

个子目，布瓦屋面 有陡板硬山、悬山、歇山垂脊兽后 2个子目拆分为 4个子目，

布瓦屋面 有陡板脊附件 8个子目合并为 6个子目，布瓦屋面 无陡板铃铛排山脊、

披水排山脊附件 1个子目拆分为 2个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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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五节琉璃瓦屋面新做，琉璃窝角沟铺 10个子目合并为 5个子目，琉璃

硬山、悬山铃铛排山脊附件及披水排山脊附件 10个子目合并为 6个子目 

（三）新增子目 

1．第一节屋面拆除，新增石板瓦面拆除，宝顶座拆除，宝顶珠拆除，瓦笆

拆除，望砖拆除，石望板拆除等 8个子目。 

2．第三节屋面苫背，新增瓦笆铺砌，望砖铺砌，石望板铺砌等 5个子目。 

3．第四节布瓦屋面新做，新增石板瓦屋面铺，布瓦屋面 无陡板脊附件 披

水梢垄，云冠安装等 3 个子目。删减布瓦窝角沟铺瓦 2#、3#板瓦，削割瓦屋面

铺，削割瓦檐头附件，青灰背屋面砖瓦檐砌抹等 9个子目。 

4．第五节琉璃瓦屋面新做，新增琉璃屋面带吻（兽）正脊，琉璃墙帽正脊，

琉璃披水梢垄附件，琉璃云冠安装等 16个子目。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本章子目凡列有综合用工一类、二类的，分别表示为砌筑用工和砍砖

用工，其中综合用工二类为砍砖用工。 

【2012 古建定额】综合工日=砌筑工消耗量+砍砖工消耗量。 

（二）本章城砖、停泥砖、方砖等砖件以糙砖现场砍制加工为准，包括了砍

制损耗。 如使用厂家已经砍制加工好的砖件时，相应子目砍砖用工（综合用工

二类）乘以系数 0.3，砖件消耗量乘以系数 0.95。 

【解释说明】考虑了使用已经砍制的成品砖的情况下，综合用工一类（砌筑

用工）消耗量不变，综合用工二类（砍砖用工）考虑现场二次加工的情况消耗量

保留 30%。 

（三）琉璃屋面揭 以新瓦添配率 20%为基准，如新瓦添配率超过或不足 20%

时，应执行相应“添配率每增减 10%”子目；不足 10%的按 10%计算，超过 10%

不足 20%的按 20%计算，以此类推。 设计要求新瓦添配率不足 10%时仍按 10%计

算。 

布瓦屋面揭 、石板瓦揭 ，望砖、瓦笆、石望板拆铺均以新砖瓦添配率 30%

为基准，如新砖瓦添配率超过或不足 30%时，应执行相应“添配率每增减 10%”

子目；不足 10%的按 10%计算，超过 10%不足 20%的按 20%计算，以此类推。 设

计要求新砖瓦添配率不足 10%时仍按 10％计算。 其余未列明具体添配率的整修

定额子目，已综合考虑，子目消耗量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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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古建定额】布瓦屋面揭 以新瓦件添配在 30%以内为准，琉璃瓦瓦面

揭 以新瓦件添配在 20%以内为准，瓦件添配量超过上述数量时，另执行相应的

新瓦添配每增 10%定额（不足 10%亦按 10%执行）。 

【解释说明】 

1.加强对旧材料、旧构件的分类收集、统筹管理、合理使用，瓦件添配由

每增 10%变为“每增减 10%”，执行时最低添配率为 10%，不足 10%时仍按 10％）。 

 2．结合目前北京老城区保护修缮工程的做法，增加了望砖、瓦笆、石望板

铺订子目。 

（四）削割瓦屋面查补、揭 、铺 、调脊及檐头整修等，均执行琉璃瓦

屋面相应子目。 

【2012 古建定额】削割瓦分为特#瓦，1#瓦、2#瓦。 

【解释说明】削割瓦是一种未上釉的琉璃坯子，素烧后“闷青“而成。遇到

此做法，琉璃瓦子目换算材料为削割瓦，材料消耗量不调整。 

（五）抹护板灰包括望板勾缝；如望板单独勾缝、不抹护板灰时执行望板勾

缝子目。 

【2012 古建定额】抹护板灰已包括望板勾缝，不得再另执行望板勾缝定额。 

【解释说明】明确子目使用情况。 

（六）屋面苫背厚度以平均厚度计算，其中泥背平均厚度不足 5cm时按  5cm

计算，平均厚度超过 5cm 不足 10cm 时按 10cm 计算，以此类推；灰背平均厚度

不足 3cm时仍按 3cm计算，平均厚度超过 3cm不足 6cm时按 6cm计算，以此类推。 

【2012 古建定额】屋面苫泥背以厚度平均 4cm～6cm（含）为准，厚度平均

在 6cm～9cm（含）时，按定额乘以系数 1.5 执行，厚度平均在 9cm～12cm（含）

时，按定额乘以系数 2.0 执行，以此类推。苫灰背以每层厚度平均 2cm～3.5cm

（含）为准，厚度平均在 3.5cm～5.0cm（含）时，按定额乘以系数 1.5 执行，

厚度平均在 5.0cm～7.0cm（含）时，按定额乘以系数 2.0执行，以此类推。 

【解释说明】考虑檐步和金、脊步厚度不同，按照平均厚度执行。 

（七）琉璃屋脊脊件组合以常见做法为准，如与设计不同时，可调整脊件组

合及用量。 

【2012 古建定额】12 古建定额正脊编列有“琉璃脊筒有群色做法、无群色

做法、承奉连做法”“琉璃盝顶脊筒子做法、承奉连做法”；垂脊编列有“垂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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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做法、承奉连做法”等等。 

【解释说明】此次修订按照常见做法排列，具体做法可参照梁思成先生的《清

式营造则例》，刘大可先生的《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李全庆，刘建业二位先

生的《中国古建筑琉璃技术》和 DB11《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中所列基

本内容排列。主要是为了解决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时无法确定屋脊具体做法时便于

计价。 

（八）庑殿、歇山、攒尖屋面（圆形除外）铺 单坡面积在 5 ㎡ 以内时，

子目消耗量按下表调整： 

调整系数 

 

单坡面积 

布瓦屋面 琉璃瓦屋面 

2㎡ 以内 1.18 1.06 

2 ㎡～5㎡ 1.14 1.05 

 

【解释说明】庑殿、歇山、攒尖屋面（圆形除外）铺 单坡面积在 5㎡以内

时，所消耗的人工、材料、机械等有所增加，故根据单坡面积大小来调整子目消

耗量。 

（九）琉璃钉帽安装以在中腰节安装为准。 

【2012 古建定额】琉璃钉帽安装定额以在檐头及中腰节安装为准，窝角沟

双侧安装琉璃钉帽者按相应定额乘以 1.4系数执行。铃铛排山脊定额已含钉帽安

装，不得再单独执行琉璃钉帽安装定额。 

【解释说明】编号 4-398~4-403 琉璃瓦檐头附件子目（四样~九样）已包括

檐头钉帽的材料消耗量。琉璃铃铛排山脊子目已含钉帽的材料消耗量。 

（十)具体应用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是“4--483至 4--488琉璃铃铛排山脊（兽后部分），”“4--489至 4--493

琉璃铃铛排山脊（卷棚部分）、”“4--498至 4--501琉璃披水排山（兽后部分），”

“4---502 至 4--505 琉璃披水排山脊（卷棚部分）”均包括铃铛排山或披水排

山的硬山、悬山、歇山垂脊的内容。。 

2.“4--506 至 4--511 琉璃歇山脊附件”和“4--512 至 4--517 琉璃硬山，

悬山排山脊附件”均是以铃铛排山为主并兼顾了通常情况下披水排山的做法，如

果实际工程中遇见披水排山脊出现脊件与子目不符时可进行调整或补充，如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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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窜头，趟头或三鲜盘子。 

3.所有脊附件应注意补充完善附件用量，如垂脊小跑数量应结合建筑物实际

应用数量情况确定。 

四、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屋面苫背、 瓦、青灰背查补按屋面面积计算，其中望板勾缝、抹护

板灰、苫泥背、苫灰背不扣除连檐、扶脊木、角梁所占面积； 瓦不扣除各种脊

所占面积，坡长按屋面曲线长计算，屋角飞檐冲出部分不增加；其各部位边线规

定如下： 

1.檐头以飞椽头外边线为准，无飞椽以檐椽头外边线为准，封护檐以砖檐盖

板外边线为准。 

【2012 古建定额】1．屋面除草冲垄、屋面打点刷浆、屋面查补、青灰背查

补、苫灰泥背、瓦面揭 、瓦面拆除、瓦面铺 均按屋面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

计算，不扣除各种脊所压占面积，屋角飞檐冲出部分不增加，同一屋顶瓦面作法

不同时应分别计算面积，其中屋面除草冲垄、屋面打点刷浆、屋面查补的屋脊面

积不再另行计算。屋面各部位边线及坡长规定如下： 

（1）檐头边线以图示木基层或砖檐外边线为准； 

【解释说明】明确计算的外边线。（详见第六章 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图示） 

（二）屋面查补按屋面面积计算，脊的侧面积不再增加。 

【解释说明】明确了查补计算规则。 

(三）披水稍垄由勾头外皮量至正脊中线。 

【2012 古建定额】披水梢垄按坡长计算。 

五、应用举例 

计算布瓦屋面带陡板垂脊、戗（岔）脊、角脊附件时应根据图纸计算小兽的

数量，调整子目中小兽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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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抹灰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墙面铲灰皮、补修及墙面抹灰共 2节 65 个子目。 

【2012 古建定额】第四章抹灰工程，共 4 节 50个子目。其中包括：第一节

抹灰面修补，第二节墙面抹灰及铲灰皮，第三节墙面勾缝，第四节补充定额。 

【变化情况】抹灰工程依据拆、修、安顺序进行划分章节。其中包括：第一

节墙面铲灰皮、修补，第二节墙面抹灰。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第二节墙面抹灰删减麻面砂子灰（厚 18mm)，夯土墙封护 加网抹泥等 2 

个子目。 

（二）调整子目 

1.第一节墙面铲灰皮、修补，铲灰皮 1个子目拆分为 3个子目。 

【解释说明】本标准中编列大泥、砂子灰和靠骨灰子目，区分了不同做法的

消耗量标准。 

（三）新增子目 

1.第一节墙面铲灰皮、修补新增旧墙面抹灰前串缝等 2个子目。 

2.第二节墙面抹灰，新增墙面掺灰泥底麻刀灰罩面，墙面素滑秸泥底罩面，

墙面掺灰泥底罩面，画壁抹灰等 15个子目。 

【解释说明】同样铲灰皮项目，古建筑工程中编列大泥、砂子灰和靠骨灰子

目，土建工程中编列石灰砂浆、水泥砂浆及水刷石、干粘石子目。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旧墙面抹灰前串缝（掺灰泥、麻刀灰），适用于旧砖墙破损严重，砖

缝平均深度大于 2cm 以上的情况。  

四、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墙面抹灰各部位边界线如下表： 



 28 

 

（二）券底抹灰以券底展开面积计算。 

【2012 古建定额】券底抹灰按券弧长乘以券洞长的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计

算。 

五、应用举例 

1.某首层室内抹灰，已知石膏板顶棚下皮标高是 3.35m，室内有踢脚线高

0.12m。求室内抹灰高度是多少？ 

答：根据工程量计算规则，室内抹灰无墙裙时底边线从地（楼）面上皮算起，

吊顶不抹灰者上边线算至顶棚另加 20cm。 

故室内抹灰高度 H=3.35+0.2=3.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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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木构件拆卸，木构件整修加固，木构件制作，木构件吊装，其他构

部件拆除、拆安、制安，木基层拆除、拆安、制安，垂花门及牌楼构部件拆除、

拆安、制安共 7节 1265 个子目。 

【2012 古建定额】 第五章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共 11节 1471个子目（含

斗栱项目 310个子目）。其中包括：第一节柱类构件，第二节枋类构件，第三节

梁架构件，第四节雀替类构件，第五节桁檩、角梁类构件，第六节板类构件，第

七节楼层构件，第八节其他构件，第九节斗栱，第十节屋面木基层，第十一节木

构件修补加固及防腐。 

【变化情况】本章子目排序做了较大调整，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按木构件操

作工艺分类，依据拆、修、制、安顺序进行划分章节，共 7 节 1265 个子目。其

中包括：第一节木构件拆卸，第二节木构件整修加固，第三节木构件制作，第四

节木构件吊装，第五节其他构部件拆除、拆安、制安，第六节木基层拆除、拆安、

制安，第七节垂花门及牌楼构部件拆卸、制作、安装（不含斗栱项目，斗栱项目

单独成章“第七章斗栱工程”）。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第二节木构件整修加固，删除木构件单独剔补（按照 0.05 ㎡以内、0.1

㎡以内、0.2㎡以内、0.3㎡以内分档）；删除涂刷 ACQ子目； 

2.第七节垂花门及牌楼构部件拆卸、制作、安装，删除垂花门花板修补与

牌楼龙凤板、花板修补子目。 

（二）调整子目 

1.第一节木构件拆卸，调整假梁头拆卸分档；将老角梁、扣插金仔角梁拆卸

拆分为：老角梁拆卸与扣金、插金仔角梁拆卸子目； 

2.第二节木构件整修加固，木构件单独剔补（按照 0.05 ㎡以内、0.1 ㎡以

内、0.2 ㎡以内、0.3 ㎡以内分档）划分为新增圆形构部件剔补及方形构部件剔

补（按照 0.1 ㎡以内、0.2 ㎡以内、0.3 ㎡以内、0.4 ㎡以内、0.5 ㎡以内、0.5

㎡以外分档）； 

【解释说明】更加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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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节木构件制作，假梁头制作重新划分档（按照 25cm以内、30cm 以内、

40cm 以内、50cm 以内、60cm 以内、70cm 以内分档）；调整老角梁制作与扣金、

插金仔角梁制作分档（按照 12cm以内、15cm以内、18cm以内、21cm以内、24cm

以内、27cm以内、30cm 以内、33cm以内分档）； 

4.第四节木构件吊装，调整假梁头吊装（按照 25cm以内、30cm以内、40cm

以内、50cm以内、60cm 以内、70cm以内分档）；调整老角梁吊装与扣金、插金

仔角梁吊装档次（按照 12cm 以内、15cm 以内、18cm 以内、21cm 以内、24cm 以

内、27cm以内、30cm 以内、33cm以内分档）； 

5.第七节垂花门及牌楼构部件拆卸、制作、安装，将壶瓶抱牙制安拆分为壶

瓶抱牙制作和壶瓶抱牙安装子目。牌楼匾拆卸心板每增厚 1cm与龙凤板、花板拆

卸每增厚 1cm合并为一个子目。 

【解释说明】本章第二节木构件整修项目中已有构件剔补子目。 

（三）新增子目 

1.第一节木构件拆卸，新增假三岔头拆卸，假霸王拳拆卸，桃尖假梁头拆卸，

新增窝角老角梁拆卸； 

2.第二节木构件整修加固，新增打牮拨正，铁件紧固子目；新增木构件涂刷

防腐涂料刷两遍、每增减一遍，木构件涂刷防火涂料刷两遍、每增减一遍子目。 

3.第三节木构件制作，新增假三岔头制作（按照 20cm以内、25cm以内、30cm

以内、40cm 以内、50cm 以内分档）；假霸王拳制作（按照 30cm 以内、40cm 以

内、50cm以内、60cm 以内、70cm以内分档）；新增窝角老角梁制作（按照 12cm

以内、15cm 以内、18cm 以内、21cm 以内、24cm 以内、27cm 以内、30cm 以内、

33cm以内分档）。 

4.第四节木构件吊装，新增假三岔头吊装子目（按照 20cm以内、25cm 以内、

30cm 以内、40cm 以内、50cm 以内分档），新增假霸王拳吊装子目（按照 30cm

以内、40cm以内、50cm 以内、60cm以内、70cm 以内分档）；新增窝角老角梁吊

装（按照 12cm以内、15cm 以内、18cm以内、21cm 以内、24cm以内、27cm 以内、

30cm以内、33cm以内分档）。 

5.第五节其他构部件拆除、拆安、制安，新增草架及穿梁拆除、拆安子目。 

6.第六节木基层拆除、拆安、制安，新增草栿椽拆除，草栿椽制安长度 1.5m

以内、长度 1.7m 以内 、长度 2m 以内（按照 6cm 以内、8cm 以内、10cm 以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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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新增乱栈板拆除、铺钉，苇席拆除、铺钉，苇箔拆除、铺钉，荆芭拆除、

铺钉子目。 

【解释说明】结合目前北京老城区保护修缮工程的做法，增加了苇席，苇箔，

乱栈板铺订；草栿椽子目与草栿柱、草栿梁、草栿瓜柱、草栿檩等木构架子目配

套为完整草栿做法。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本章所使用的木材是以原木、板方材为主，综合了落叶松、红白松等

木种，如使用硬杂木时制作、吊装子目人工、机械消耗量乘以系数 1.2。 

【解释说明】明确了标准编制是以原木、板方材为主，落叶松、红白松等木

种；依据目前修缮过程中硬杂木制作吊装时的人、机消耗量执行标准。 

（二）草栿柱、草栿梁、草栿檩拆卸、制作、吊装均以直接使用原木经截配、

剥刮树皮、稍加修整即弹线、作榫卯、梁头、柱头为准。 

【2012 古建定额】直接使用原木经截配、剥刮树皮、稍加修整即弹线、作

榫卯、梁头的柱、梁、瓜柱、檩等均执行“草袱”定额。 

（三）草栿椽制安以直接使用原木经截配、剥刮树皮、稍加修整即进行铺钉

安装为准。 

【解释说明】新增说明。 

（四）木构件拆卸、吊装以单檐建筑、人工或抱杆配合中小型机械为准，重

檐或多重檐建筑（不包括牌楼）木构件拆卸、吊装子目人工乘以系数 1.1。 

【2012 古建定额】木构件拆卸、吊装定额已综合考虑了重檐或多层檐建筑

的情况，实际工程中不论其出檐层数，定额均不作调整。 

【解释说明】参考 2018 全统定额，按照古建筑专业的特点，并重新测定了

消耗量，单层建筑和多层建筑划分更合理、更实用。 

（五）各种柱、梁等制作、吊装均以整根木料为准，如需拼攒或拼盖时，应

另行计算。 

【解释说明】拼攒或拼盖以设计方案和做法另行计算。 

（六）三架梁至九架梁、单步梁至三步梁的梁头需挖翘栱者，执行带麻叶头

梁子目。 递角梁制作按相应梁架制作子目人工消耗量乘以系数 1.02。 

【解释说明】按照递角梁（斜度）构件木材及人工消耗不同，新增递角梁制

作子目消耗量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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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角梁、仔角梁的拆除、制作、吊装均以庑殿及歇山等建筑四方角为

准，如为六方角子目消耗量乘以系数 0.9、八方角子目消耗量乘以系数 0.85。 

（八）苇箔、席箔、荆芭、乱栈板拆除、铺钉等均以单层为准。 

【解释说明】新增说明。 

（九）打牮拨正适用于单层建筑的檐柱柱径在 30cm 以内，且椽望以上木构

件均已拆除的情况。 

【解释说明】因建筑房屋面积相差悬殊，以平方米计算更科学，合理。本标

准重新测定了消耗量，进行调整，并限定檐柱柱径在 30cm 以内且椽望以上木构

件均已拆除的情况。 

（十）重新测定了各种椽及望板的拆安、制安、铺钉子目圆钉消耗量，调整

了部分子目材料品种。 

【解释说明】如：圆直椽制安，椽径 11cm、12cm、13cm子目，将 12 古建定

额的自制铁钉调整为圆钉。如：椽径 13cm选用了长度 190cm的圆钉。 

二、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草栿柱、草栿梁、草栿檩等均以平均截面积乘以构件露明两端中线长

度计算。 

（二）望板按屋面斜面积计算，飞椽、翘飞椽椽尾重叠部分望板面积应另行

计算，不扣除连檐、扶脊木、角梁所占面积，屋角冲出部分亦不增加；同一屋顶

望板做法不同时应分别计算。 各部位边界线及屋面坡长规定如下： 

（1）檐头以飞椽头外边线为准，无飞椽以檐椽头外边线为准，封护檐以檐

檩外皮线为准； 

（2）歇山建筑拱山部分边线以博缝板外皮为准，撒头上边线以踩步金（柁）

外皮线为准； 

③为踩步金  ④踏脚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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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古建定额】望板按屋面不同几何形状的斜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

飞椽、翘飞椽椽尾重叠部分应计算在内，不扣除连檐、扶脊木、角梁所占面积，

屋角冲出部分亦不增加；同一屋顶望板做法不同时应分别计量。各部位边界线及

屋面坡长规定如下： 

（1）檐头边线出檐者以图示木基层外边线为准，封护檐以檐檩外皮线为准； 

（2）歇山建筑棋山部分边线以博缝板外皮为准，撒头上边线以踏脚木外皮线

为准； 

【解释说明】明确计算的外边线。 

 

 
有檐椽，无飞椽（以檐椽头外边线） 

檐做法（以檐檩外皮线） 

 

有飞椽，檐椽（以飞椽头外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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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牮拨正按台明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2012 土建定额】打牮拨正以间为单位。 

（四）......老角梁，扣金、插金、压金仔角梁，窝角老角梁、窝角仔角梁，

假三岔头、假霸王拳、假抱头梁拆卸、制作、吊装，梅花钉安装.....等除另有

规定外均按数量计算。 

【2012 古建定额】角梁按截面积乘以长度的体积以立方米为单位计算，老

角梁长度以檐步架水平长十檐椽平出+2 椽径十后尾榫长为基数，仔角梁长度以

檐步架水平长十飞椽平出+3椽径十后尾榫长为基数，正方角乘以 1.5、六方角乘

以 1.26、八方角乘以 1.2计算长度，其后尾榫长按 1柱径或 1檩径计算。 

【解释说明】综合考虑子目消耗量，简便计算。 

 

 

 

 

 

 

 

 

 

 

 

封护封护檐做法（以檐檩外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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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斗栱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斗栱拆除，斗栱整修，斗栱及附件制作，斗栱安装共 4 节 339 个

子目。 

【2012古建定额】斗栱在第五章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中第 9节 310个子目。 

【变化情况】本次斗拱工程单独成章后，子目排序做了较大调整，斗栱工程

按木构件操作工艺分类，依据拆、修、制、安顺序进行划分章节，共 4节 339个

子目。其中包括：第一节斗栱拆除，第二节斗栱整修，第三节斗栱制作，第四节

斗栱吊装安装。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调整子目 

1.第一节斗栱拆除：溜金斗栱拆除平身科名称改为溜金斗栱拆除平身科 柱

头科 （三、五、七、九踩）。 

（二）新增子目 

1.第二节斗栱整修，新增正心瓜栱添配子目（按照 6cm以内、8cm以内、10cm

以内、12cm 以内、12cm 以外分档）。新增内里品斗栱拆修子目（角科三、五、

七、九踩），溜金斗栱拆修子目（柱头科三、五、七、九踩），一斗三升斗栱、

一斗三升单栱荷叶雀替隔架拨正归安子目，一斗二升交麻叶斗栱、一斗二升重栱

荷叶雀替隔架斗栱拨正归安子目，单翘麻叶云斗栱拨正归安子目。 

2.第三节斗栱制作，新增内里品斗栱制作子目（角科三、五、七、九踩），

溜金斗栱制作子目（柱头科三、五、五、七、九踩）。 

3.第四节斗栱安装，新增溜金斗栱安装子目（柱头科三、五、七、九踩）。 

【解释说明】完善斗拱体系，增加了溜金斗栱柱头科等子目。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本章所使用的木材是以原木、板方材为主，综合了落叶松、红白松等木

种，如使用硬杂木时制作、安装子目人工、机械消耗量乘以系数 1.3。 

【解释说明】根据审查专家建议，增加了硬杂木调整系数。参照全国统一《房

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TY01-31-2015）第七章 木结构工程说明第二

条：木材木种均以一、二类木种取定。如采用三、四类木种时，相应定额制作人

工、机械乘以系数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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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斗栱安装包括相应的大斗、昂、翘、撑头、栱、椀、升、斗等各种部

件及垫栱板、枋、盖斗板等相关附件；其安装（除牌楼斗栱外）均以头层檐为准，

二层檐斗栱安装子目人工乘以系数 1.1，三层檐及以上斗栱安装子目人工乘以系

数 1.2。 

【解释说明】本标准重新测定了消耗量，划分更合理。 

（三）斗栱拆除、拨正归安、拆修、制作、安装子目，除“单独添配部件、

附件”外，牌楼斗栱以 5cm斗口为 准，其他斗栱均以 8cm 斗口为准，斗口尺寸

与子目规定不符时按给定的表调整。斗口尺寸分档间距以 1cm为准，如斗口尺寸

处于两档之间时，可用公式 C=(B1-A1)/(B-A)×（N-A)+A 重新核定相应系数。 

【解释说明】考虑建筑形制非整数的情况，材料和人工换算更合理。 

三、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解释说明】规范了文字表达，无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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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木装修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槛框类，门窗扇，坐凳、倒挂楣子、栏杆、什锦窗，门窗扇装修附

件及匾额，木板墙及天棚共 5节 445个子目。 

【2012 古建定额】木装修工程，共 10 节 510 个子目（含糊饰项目 54 个子

目）。其中包括：第一节槛框，第二节帘架大框，第三节门窗扇，第四节什锦窗，

第五节坐凳、倒挂眉子，第六节栏杆，第七节不板墙，第八节天棚，第九节匾额，

第十节糊饰。 

【变化情况】本章子目排序做了较大调整，木装修工程按木构件操作工艺分

类进行划分章节，共 5节 446个子目（不含裱糊项目，裱糊项目单独成章“第十

章裱糊工程”）。其中包括：第一节槛框类，第二节门窗扇，第三节坐凳、倒挂

楣子、栏杆、什锦窗，第四节门窗扇装修附件及匾额，第五节木板墙及天棚。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第一节槛框类：删除封护檐随墙窗框检查加固、拆除、制安子目； 

2.第二节门窗扇，删除硬木子目； 

（二）调整子目 

1．第二节门窗扇：将隔扇拆除及槛窗拆除子目合为隔扇、槛窗拆除子目，

隔扇拆除及槛窗检修子目合为隔扇、槛窗检修子目，隔扇拆除及槛窗整修子目合

为隔扇、槛窗整修子目； 

【解释说明】优化整合了消耗量相同子目。 

2.第五节木板墙及天棚，调整天花支条、贴梁拆除分档（按照 9cm以内、12cm

以内、15cm以内、18cm 以内分档）； 

（三）新增子目 

1．第五节木板墙及天棚：新增天花井口板拆除子目（按照 50cm以内、60cm

以内、70cm以内、80cm 以内、90cm以内、100cm 以内、110cm以内、120cm 以内

见方分档）；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本章所使用的木材除帽儿梁瓦外，是以红白松为主的板方材或规格料为

准，如使用硬杂木时制作、安装子目消耗量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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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2012 古建定额编列了硬木隔扇、硬木槛窗等相关子目。此次

修编均已删除。 

（二）门簪、帘架荷叶墩、荷花栓斗、花牙子、骑马牙子、木匾托、圜门、

圜窗制安，卡子花、花栏杆荷叶墩雕作，寻杖栏杆拆修安、制安等子目均包括相

应且必要的雕刻用工。 

【解释说明】雕刻用工执行综合用工一类。 

四、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平匾按外边长乘以宽按面积计算。 

【2012 古建定额】平匾按正面投影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 

（二）随墙门的槛、通连楹、门栊长度以露明长加入墙长度计算，入墙长度

无图示时两端可各按本身宽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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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油漆彩画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山花板、博缝板、挂檐（落）板、滴珠板油漆彩画，连檐、瓦口、

椽头油漆彩画，椽望油漆彩画，木构架油漆彩画，木楼梯、木楼板油漆，斗栱、

垫栱板油漆彩画，门窗、楣子、栏杆油漆彩画，什锦窗油漆彩画，天花、顶棚、

墙面油漆彩画，雀替、花板、花罩油漆彩画，匾额、抱柱对子油漆彩画共 11节

1297个子目。 

【2012 古建定额】本章包括山花板、博缝板、挂檐（落）板油饰彩绘，椽

望油饰彩绘，上架构件油饰彩绘，下架构件油饰彩绘，木楼梯、木楼板油饰，斗

棋、垫棋板油饰彩绘，门窗扇油饰，楣子、鹅颈靠背油饰彩绘，花罩油饰彩绘，

栏杆油饰彩绘，墙面涂饰彩绘，天花油饰彩绘，匾额、抱柱对油饰彩绘共 13节

1156个子目。 

【变化情况】木构架上架构件油饰彩绘，下架构件油饰彩绘合并为一节；墙

面涂饰彩绘，天花油饰彩绘合并为一节；什锦窗油漆彩画独立一节。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第一节山花板、博缝板、挂檐（落）板、滴珠板油漆彩画，删除醇酸调和

漆及金箔漆子目、删除防火、防腐涂料子目。 

2.第二节连檐、瓦口、椽头油漆彩画，删除醇酸调和漆及金箔漆子目，删除

“飞椽头、檐椽头金边彩画绘制”子目。 

3.第三节椽望油漆彩画，删除醇酸调和漆子目，删除防火涂料子目，删除斑

竹彩画子目。 

4.第四节木构架油漆彩画，删除混凝土构件做水泥地仗子目，删除醇酸调和

漆及金箔漆子目，删除和玺加苏画彩画绘制子目，删除防火涂料子目。 

【解释说明】本标准仅保留传统做法，采用现代工艺及工程做法的项目如混

凝土构件做水泥地仗子目，均应执行《土建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 

5.第六节斗栱、垫栱板油漆彩画，删除醇酸调和漆及金箔漆子目。 

6.第七节门窗、楣子、栏杆油漆彩画，删除醇酸调和漆子目，删除支摘窗、

帘架大框等部位斑竹彩画子目。 

7.第八节什锦窗油漆彩画，删除醇酸调和漆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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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九节天花、顶棚、墙面油漆彩画，删除消支条、井口板涂刷防火涂料子

目，删除墙边拉油线子目。 

9.第十节雀替、花板、花罩油漆彩画，雀替、花板、花罩基层处理、做地仗、

刷油漆和打蜡子目不再分别划分项目，删除醇酸调和漆子目。 

10.第十一节匾额、抱柱对子油漆彩画，删除醇酸调和漆子目，删除匾额、

抱柱对刷漆磨退出亮文字子目，删除醇酸调和漆子目，删除匾额、抱柱对刷漆磨

退出亮文字子目。 

【解释说明】对醇酸磁漆与醇酸调和漆材料消耗量基本一致的子目进行了调

整，如使用醇酸调和漆时，替换材料即可。 

（二）调整子目 

1．第一节山花板、博缝板、挂檐（落）板、滴珠板油漆彩画，合并山花板

和歇山博缝板子目、合并悬山博缝板和挂檐（落）板。 

2．第二节连檐、瓦口、椽头油漆彩画，增加“连檐、瓦口、椽头(椽径) 洗

挠旧油灰皮”子目，增加椽径区分。 

3．第四节木构架油漆彩画，合并上、下架砍地仗子目。 

4．第六节斗栱、垫栱板油漆彩画，合并上、下架砍地仗子目，取消醇酸调

和漆及金箔漆子目。 

5．第七节门窗、楣子、栏杆油漆彩画，直棂条心屉门窗、楣子、栏杆不再

单独列项，基层处理、做地仗、油漆及贴金等均执行同一子目，实榻大门、撒带

大门、攒边门、屏门的基层处理及做地仗不再各自分别划分项目，综合为“各种

大门”，支摘窗扇不再单独划分项目。 

6．第十节雀替、花板、花罩油漆彩画，增加雀替、花板彩画回贴子目并按

修补比例“30%以内”和“每增 10%”，增加雀替、花板彩画修补子目并按修补

比例“30%以内”和“每增 10%”。 

【解释说明】考虑到了目前修缮情况的多样性。 

（三）新增子目 

1．第一节山花板、博缝板、挂檐（落）板、滴珠板油漆彩画，增加山花板

罩光油、山花板地仗等。 

2．第三节椽望油漆彩画，增加椽肚、望板贴铜箔子目，增加椽望罩光油子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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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节木构架油漆彩画，增加上、下架彩画修补子目并按修补比例“30%

以内”和“每增 10%”，增加上、下架地仗修补子目并按修补比例“30%以内”

和“每增 10%”，增加彩画贴铜箔子目。 

4．第六节斗栱、垫栱板油漆彩画，增加斗栱、垫栱板彩画修补子目并按修

补比例“30%以内”和“每增 10%”，增加斗栱、垫栱板地仗修补子目并按修补

比例“30%以内”和“每增 10%”，增加彩画贴铜箔子目。 

5．第七节门窗、楣子、栏杆油漆彩画，增加贴铜箔子目，增加面叶清洗子

目。 

6．第九节天花、顶棚、墙面油漆彩画，增加井口板、支条地仗修补子目并

按修补比例“30%以内”和“每增 10%”，增加井口板、支条彩画修补子目并按

修补比例“30%以内”和“每增 10%”。 

7．第十一节匾额、抱柱对子油漆彩画，增加贴铜箔子目，增加匾额刻字子

目。 

【解释说明】结合目前修缮工程的做法，增加贴铜箔子目，同时删除了金箔

漆等现代工艺做法的子目。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本章所列各类彩画子目，基本特征做法见下表。《彩色图案内容及特

征表》 

【解释说明】参考 2018年全统定额，明确了各类彩画的内容及特征。 

（二）上、下架木构件地仗修补均以单件构件面积为准，如单件木构件地仗

修补面积不足 30%时，子目消耗量不调整；如单件木构件地仗修补面积超过 30%

时，另执行面积每增 10%子目，不足 10%时按 10%计算，超过 10%不足 20%的按 20%

计算，以此类推。 

（三）油漆彩画面回贴、修补均以单件构件核定，单件构件面积回贴、修补

不足 30%时子目不作调整，单件构件回贴、修补面积超过 30%时另执行面积

每增 10%子目，不足 10%时按 10%计算。 

【2012 古建定额】油饰彩绘面回贴面积以单件构件核定，单件构件回贴面

积不足 30%时定额不作调整，单件构件回贴面积超过 30%时另执行面积每增 10%

定额，不足 10%时按 10%计算。 

【解释说明】增加油漆彩画面修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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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下架木构件麻遍上补做麻灰地仗子目均以一麻五灰地仗补做为准。 

【解释说明】新增说明。 

（五）各种木构件新做地仗已包括支浆或操稀底油，如单独在旧木构件上操

稀底油时，另执行操稀底油相应子目。 

【2012 古建定额】各种地仗不论汁浆或操稀底油，定额不做调整；单披灰

地仗均包括木件接榫、接缝处局部糊布条。 

【解释说明】明确操稀底油子目使用情况。 

（六）山花板、歇山博缝板、悬山博缝板、挂檐板、滴珠板按平面、雕刻面

分别执行相应子目。 悬山博缝板、挂檐板、滴珠板以双面做法为准，如为单面

做法时子目乘以系数 0.65。 

【2012 古建定额】挂檐（落）板、滴珠板正面按有无雕饰分别执行定额，

底边面及背面均按无雕饰挂檐板定额执行，其正面绘制彩画按上架构件相应定额

执行。 

【解释说明】本标准区分了平面与雕刻面做法，两面做法不同时，分别执行

相应子目。 

（七）连檐瓦口基层处理、地仗、油漆包括瓦口及大连檐正立面，不包括大

连檐底面。 椽望地仗及油漆包括大连檐底面及小连檐、闸挡板、椽碗等附件在

内，不包括椽头；椽望片金彩画包括椽望全部油漆及椽肚望板片金图案的沥粉贴

金。 

【2012 古建定额】连檐瓦口做地仗及油饰包括瓦口及大连檐正立面，不包

括大连檐底面，大连檐底面地仗及油饰的工。料机消耗包括在椽望中；椽望地仗

及油饰包括大连檐底面及小连檐、闸挡板、椽碗等附件在内。 

【解释说明】明确了椽望地仗及油漆不包括椽头。 

(八）上架木构件各种彩画均已综合了箍头、藻头、枋心、包袱心、池子心

的各种规矩活和白活，绘画及间夹的小面积油漆。 其中苏式掐箍头及掐箍头搭

包袱彩画包括箍头与箍头间、箍头与包袱间的油漆。 苏式彩画以包袱式苏画为

准，如为枋心式苏画相应子目乘以系数 1.2。 

【2012 古建定额】苏式掐箍头彩画、掐箍头搭包袱彩画定额（不含油漆地

苏式片金彩画）均已包括箍头、包袱外涂饰油漆的工料，箍头、包袱外涂饰油漆

不再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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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说明】按照彩画不同形制，明确了枋心式苏画做法时乘以系数 1.2。 

上、下架木构件旧彩画临摹、拓样适用于需按原样恢复木构件旧彩画的情况，不

适用于白活、海漫部分临摹、拓样。 

【解释说明】新增子目配套说明。 

（九）斗栱、垫栱板地仗修补均以单披灰地仗为准，如为麻布灰地仗时，执

行下架木构件地仗相应子目。 

【解释说明】明确单披灰和麻布灰地仗执行子目。 

（十）各种门窗扇基层处理、地仗、油漆均以双面做法为准，其中隔扇、槛

窗、支摘窗扇如单独做外立面时子目乘以系数 0.6，如单独做内立面时，子目乘

以系数 0.4；隔扇、槛窗如为双层心屉时，子目乘以系数 1.3；支摘窗、横披窗

如为双层心屉时，子目乘以系数 1.8。 

【解释说明】新增隔扇、槛窗双层心屉时，基层处理、地仗、油漆均乘以相

应系数。 

(十一）鹅颈靠背（美人靠）执行楣子相应子目。 

【解释说明】新增说明，明确需要执行子目。 

（十二）雀替、花板基层处理、地仗、油漆均以双面做法为准，如为单面做

法时，子目乘以系数 0.65。 雀替、花板地仗修补以单披灰为准。 

【解释说明】新增说明，配套子目执行。 

（十三）匾额、抱柱对子、牌楼匾基层处理、油漆饰金子目均以双面做法为

准，如为单面做法时，子目乘以系数 0.60；匾额、抱柱对子、牌楼匾匾额油漆

包括金属匾托及匾勾的油漆；各种饰金匾额、抱柱对子包括文字及边框贴金；不

饰金匾额、抱柱对子包括文字扫绿（红），均不包括起钉铜字、刻字；起钉铜字、

刻字另执行相应子目。 

【2012 古建定额】匾额油饰包括金属匾托及匾勾的油饰。 

【解释说明】新增说明，配套子目执行。 

（十四）新木构件砍斧迹与清理除铲分开使用，其中新木构件砍斧迹主要用

于增加新木构件与地仗粘接的附着力；而清理除铲可用于新、旧木构件清除表面

尘土、泥灰等污垢。 

【解释说明】旧木构件如需砍斧迹，参照新木构件砍斧迹子目执行，消耗量

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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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框线贴金按框线展开面积计算。 

【2012 古建定额】框线饰金按框线宽乘以长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 

【解释说明】明确了按照展开面积计算。 

（二）《斗栱展开面积表》新增加配套计算公式，公式 C=(B1-A1)/(B-A)×

（N-A)+A 重新核定相应展开面积。 

其中：C——实际展开面积、B1——大档斗口展开面积、A1——小档斗口展

开面积   B——大档斗口尺寸、A——小档斗口尺寸、N——工程实际斗口尺寸 

举例：五踩单翘单昂平身科斗栱，斗口尺寸为 2 寸（1营造尺=32cm，即 6.4cm），

斗栱外拽展开面积 (1.317-0.967）/（7-6）*（6.4-6）+0.967=1.107m2 

 

【解释说明】新增说明。 

（三）斗栱保护网油漆按展开面积计算。 

【2012 古建定额】斗棋保护网油饰按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 

【解释说明】明确了按照展开面积计算。 

五、应用举例 

1．主楼挂匾额两块，砍除原有地仗，新做三道灰地仗，做牌楼匾素边框红

地金线、匾心扫青处理。匾额规格 1.3*0.54m。 

 

 

 

 

编号 项目 计算方式 其他 

9-1234 牌楼匾   边框洗、剔、挠   匾心麻布灰 1.3*0.54=0.702  

9-1257 牌楼匾做地仗 素边框  匾心一麻五灰  1.3*0.54=0.702  

9-1278 牌楼匾素边框红地金线、匾心扫青  库金  1.3*0.5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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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裱糊工程 

一、编制概况 

本章包括裱糊拆修，裱糊新做共 2节 30个子目。 

【2012 古建定额】裱糊子目在 2012 古建定额中第六章木装修工程中共 54

个子目，共 30个子目。 

【变化情况】此次修编将裱糊工程从木装修工程中提取出来，单独列章，并

按工艺流程分为二节。 

二、项目划分及主要变化 

(一）删除子目 

1．第二节裱糊新做，删除梁柱槛框裱糊麻布、纱苎布、白布、锦缎、绫绢、

麻呈文纸、高丽纸子目，删除顶面、墙面裱糊麻布、纱苎布、白布、锦缎、绫绢、

麻呈文纸、高丽纸子目。 

（二）调整子目 

1．第一节裱糊拆修，合并木顶格、门窗隔扇裱糊 揭除子目，合并墙面、顶

面、梁柱槛框裱糊 揭除子目。 

2．第二节裱糊新做，合并白樘箅子、木顶格、门窗隔扇裱糊子目；合并白

樘箅子、木顶格、门窗隔扇裱糊子目； 

（三）新增子目 

1．第一节裱糊拆修，增加纸天棚修补子目，增加白樘箅子、木顶格、门窗

隔扇基层防虫揉浆二遍子目； 

（2）第二节裱糊新做，增加纸天棚一平两切做法，增加各部位桑皮纸裱糊做法，

增加顶面、墙面裱糊撒鱼鳞法桑皮纸子目； 

【解释说明】结合目前修缮工程的材料，增加桑皮纸材料做法。 

三、说明变化情况 

（一）白樘箅子、木顶格、门窗隔扇基层防虫揉浆二遍包括熬制药水，冲制

并涂刷揉浆的防虫浆糊，本子目适用于其他部位裱糊的基层处理。 

【解释说明】增加了木基层防虫揉浆处理。 

（二）白樘箅子、木顶格、门窗隔扇裱糊，顶面、墙面裱糊及梁、柱、槛框

裱糊应按分层要求执行相应的子目。 

【解释说明】明确了分层叠加时如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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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程量计算规则变化情况 

（一）白杆骨架纸天棚“平棚”、“一平两切”分别按水平投影面积和斜投

影面积计算，“一平两切”的象眼山花按垂直投影面积计算，扣除梁枋等所占面

积。木顶格、白樘篦子以面积计算，其平装者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斜装者按斜

面投影面积计算。 

【2012 古建定额】白杆骨架纸天棚“平”、“切”分别按水平投影面积和

斜投影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扣除梁枋等所占面积；木顶格糊饰按木顶格白

樘篦子面积计算。 

【解释说明】明确了不同部位时如何计算。 

五、 应用举例 

某古建筑内顶棚裱糊工程，要求拆除原有白杆骨架纸天棚，新做白杆骨架纸

天棚，一平两切做法，其中室内平棚面积为 5.6*8.4m，切面斜棚面积为 1.2*8.4m。

面层为银花纸，底层为麻呈文纸。 

 

 

附  录 

附录一 传统古建筑常用灰浆配合比表（略） 

附录二 传统古建筑常用灰土配合比表（略） 

【解释说明】2021 古建标准所列灰浆均以传统灰浆为准，将 2012古建定额

中的水泥砂浆等进行了替换，并在附录中增加《传统古建筑常用灰浆配合比表》

和《传统古建筑常用灰土配合比表》。如使用灰浆、灰土品种与标准不同时，可

按照附录进行换算。 

 

 

子目名称 计算方式 其他 

白杆骨架纸天棚 拆除  5.6*8.4+1.2*8.4*2=67.2  

白杆骨架纸天棚 一平两切 银花纸 5.6*8.4+1.2*8.4*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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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费用指标 

一、费用指标计价 

费用指标项目计价应执行《关于印发〈关于执行 2021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和〈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

量标准〉的规定〉的通知》（京建法[2021]11 号）的相关规定，自主测算，合理

确定。我们将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门户网站《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缮工程）》

中按月动态发布《预算消耗量标准》未包括的、组成建筑安装工程费的其他费用

项目的费用指标（以下简称“费用指标”），包括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和费用

项目的费用指标。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缮工程）》发布了相应费用指标的，如：脚手

架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原有建筑物及设备防护费、工程水电费、

现场管理费、企业管理费、利润、总承包服务费等。在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时，应

依据基准期的费用指标及措施方案等，自主测算，合理确定，但不得低于相应费

用指标的中间值。其中：脚手架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原有建筑

物及设备保护费应结合工程施工方案，发生时计取。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缮工程）》未发布相应费用指标的，如：夜间

施工费、施工困难增加费、高台建筑增加费等。属于工程施工中不确定发生或差

异性较大的措施费用，应根据工程施工方案自主测算，合理确定。 

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等应执行北京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配套 2021 年〈预算消耗量标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

工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 号）。 

二、费用指标组成 

（一）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及应用指标的计价规则 

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是指依据施工图纸的图示尺寸不能精确计算工程量

的措施项目，其费用大小与施工方案和（或）投入时间直接相关，一般表现为按

项计价。 

1.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指标的组成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房屋修缮工程）》发布的古建筑工程的不可精确计量



 48 

的措施项目包括脚手架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原有建筑物及设备

保护费、工程水电费、现场管理费共 6 项。 

（1）脚手架费包括满足施工所需的脚手架及附属设施的搭设、拆除、运输、

使用和维护费用，以及脚手架购置费的摊销（或租赁）等费用，不包括脚手架底

座以下的基础加固及安全文明施工费用中的防护架、防护网及施工现场安全通道。 

（2）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包括在冬季或雨季施工需增加的临时设施、防滑、

排除雨雪，人工及施工机械效率降低等费用。 

（3）二次搬运费包括因施工场地条件限制而发生的材料、构配件、半成品

等一次运输不能到达堆放地点，必须进行二次或多次搬运所发生的费用。 

（4）原有建筑物及设备保护费包括防止施工中损坏、玷污原有建筑物、设

备、陈设、树木、绿地、文物及展示牌等采取的支搭、遮盖、拦挡等保护措施费

用。 

（5）工程水电费包括现场施工、办公和生活等消耗的全部水费、电费，含

安全文明施工、夜间施工、场地照明以及施工机械等消耗的水电费。 

（6）现场管理费指施工企业项目部在组织施工过程中所需的费用，包括现

场管理及服务人员工资、现场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低值易耗品摊

销费、工程质量检测配合费、财产保险费和其他等，不包括临时设施费。 

2.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指标说明 

（1）脚手架费包括搭拆和使用的费用。 

（2）内檐及廊步装饰脚手架包括高度＞3.6 米时，天花或顶棚装饰脚手架。

高度超过 4.5米时，按每增 1.5米分别计算，不足 1.5 米时按 1.5米计算。 

（3）非冬季或雨季施工但遇雨雪、寒冷天气时，为保证工程质量所发生的

上述费用也应计入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3.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指标计价规则 

（1）脚手架费用 

1）双排齐檐脚手架按搭设长度乘以檐高，以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2）椽望油活脚手架按搭设长度乘以高度，以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3）内檐及廊步装饰脚手架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有天花或顶棚时，按天

花或顶棚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无天花或顶棚时，按搭设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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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冬雨季施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原有建筑物及设备保护费、工程水电

费、现场管理费以《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的人工费+机械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

率计算。 

（二）费用项目 

    1.费用项目的组成 

（1）企业管理费指施工企业总部在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中所需的费用，

包括总部的管理及服务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工具

用具使用费、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财产保险费、税金（含附加税费）和其他等，不包括现场管理费。 

（2）利润指施工企业完成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3）总承包服务费包括施工总承包人为配合、协调发包人的专业工程发包，

提供施工现场的配合、协调和现有施工设施的使用便利，竣工资料汇总等服务，

以及对发包人自行供应材料运至现场指定地点后的点交、保管、协调等服务的费

用。 

三、其他费用和税金 

（一）其他费用和税金 

1.安全文明施工费包括环境保护费、文明施工费、安全施工费和临时设施费。 

2.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包括建设工程除弃土（石）方和渣土项目外，

施工产生的建筑废料和废弃物、办公生活垃圾、现场临时设施拆除废弃物和其它

弃料等的运输和消纳。 

3.规费指企业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的法律、法规规定，为职工和工人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

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住房公积金等，不包括工人个人

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4.税金包括按国家税法规定应计入工程造价的增值税。 

（二）执行标准 

1.安全文明施工费应依据《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京建法﹝2019﹞9 号）和《关于印发配套 2021 年〈预

算消耗量标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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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规定； 

2.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应执行《关于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费用单独列项

计价的通知》（京建法﹝2017﹞27 号）和《关于印发配套 2021年〈预算消耗量

标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 号）的

规定； 

3.规费应按北京市相关规定并执行《关于印发配套 2021 年〈预算消耗量标

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号）； 

四、计价要求和程序 

（一）安全文明施工费下限费用标准以 2021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

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的人工费+机械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二）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以 2021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

据——预算消耗量标准》计取的人工费+机械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三）现场管理费以 2021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

量标准》计取的费用（不含设备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不含现场管理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四）企业管理费以 2021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

量标准》计取的费用（不含设备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含现场管理费）之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五）利润以 2021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

计取的费用（不含设备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不可

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用+企业管理费总和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六）规费以 2021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

计取的人工费的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七）总承包服务费以专业工程造价（含税）为基数乘以费率计算。 

（八）税金以税前造价为基数乘以相应税率或征收率计算。 

（九）古建筑面积以 2021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

量标准》中《古建筑面积计算规则》计算。 

（十）应用费用指标确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的，各项费用项目的计费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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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安装工程费的计费程序表 

序号 项目 计算式 备注 

1 
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计

取的费用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1.1 其中：人工费   

1.2   其中：机械费   

1.3 其中：设备费   

2 安全文明施工费 （1.1+1.2）×相应费率 

按相关规定，费用应根

据措施方案自主测算确

定，且不低于下限费用

标准。 

3 
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 
（1.1+1.2）×相应费率  

4 不可精确计量措施项目费 按费用指标的计价规则计算 
按《通知》规定，费用

应根据措施方案自主测

算确定。最高投标限价

中，费用应不低于费用

指标的中间值。 

5 企业管理费 （1-1.3+2+3+4）×相应费率 

6 利润 
（1-1.3+2+3+4+5）×相应费

率 

7 总承包服务费 
专业工程造价（含税）×相应

费率 

8 规费 （1.1）×相应费率  

9 税前造价 1+2+3+4+5+6+7+8  

10 税金 (9)×相应税率/征收率  

11 工程造价 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