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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内跨海通道重大工程
造价管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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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跨海通道重大工程建设方兴未艾，技术能力及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但建设项目造价管理不够理想，工

程实际费用超出批复概算情况屡有发生。在项目建设前期造价编制及建设过程中造价控制和互动管理环节，都存在
需要研究及探讨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已建成及在建的跨海通道工程项目的调查研究，分析了跨海通道项目造价指标
情况及超概原因，从设计和施工等环节，提出了跨海通道重大项目造价管理控制、互动管理要点及相关建议，填补
了行业跨海通道造价研究方面的空白，为今后国内跨海通道重大项目决策及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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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st management of cross-sea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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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 -sea passage mega projects is in the ascendant in China. The technical capability and
equipment level are continually improving, but the cost management in thes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not satisfactory, and the

actual cost of the projects often exceeds the approved budget.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studied and discussed about the cost
compil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cost control and interaction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has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pleted and on -going domestic cross -sea passage mega projects, we analyzed the cost

indicators and cost overrun reasons in the cross-sea passage mega projects. From the aspect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we put
forward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cost management control, interactive management and related suggestions for cross-sea passage

mega projects, filled the gaps in the cost research of cross-sea passage in the industry practice,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and construction for domestic cross-sea passage mega proje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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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内自 2003 年建成第一座真正意义的跨海大
桥，产生了一批里程碑的代表项目，包括东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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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杭州湾大桥、青岛海湾大桥、舟山连岛工程、
港珠澳大桥等超级项目，在建的跨海通道项目包
括深中通道、大连湾海底隧道、厦门第二东通道、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等项目。
国内跨海通道建设质量稳步提升，环保和职
业健康管理意识越来越强，安全管控严格，进度
总体控制良好，科研、设计、施工技术及装备都
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际同行对我国跨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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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建设质量、工期以及造价控制等方面越来越认
可。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工程项目建设严格执
行建设程序，建设过程中政策性、计划性较强。
另外，国内跨海通道项目造价远低于国外同类项
目，成本控制和工期控制都优于国外项目管理控
制，因为国内采用定额计价体系确定工程造价，
与国外的市场定价体系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国
内工程项目投资控制程序下，多数项目造价尚未
能控制在批复概算之内，在项目管理的主要评价
指标中，目前跨海通道的造价常常显示超支，是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开展跨海通道造价研究，总结已建成跨海通
道项目造价管理和控制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能够
为参与跨海通道项目的科研、设计、施工及咨询
单位提供技术参考，填补国内跨海通道造价研究

笔者在荷兰访学期间研究欧洲重大工程项目
的复杂性管理，发现欧洲 NETLIPS [3] 中选取的 15
个公路、水运、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普遍
存在成本超支的情况[3]。
1.2 国内项目造价情况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大部分跨海通道项目造
价控制情况不够理想，多数工程实际投资超批复
概算造价，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国内部分跨海通道项造价分析表

Table 2 Cost analysis table of some domestic cross-sea
passage projects
项目名称
港珠澳大桥海中桥隧主体工程
杭州湾大桥
青岛海湾大桥

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
1 跨海通道造价情况综合分析
1.1 国外重大工程项目超支情况分析
国外重大工程项目造价控制情况普遍超支，
剑桥大学教授 Bent Flyvbjerg 研究了 258 个交通基
础设施项目，价值 900 亿美元，发现在大型项目
中，实际发生的成本超支通常为 50豫~100豫，超
过 100豫的超支并不少见，铁路成本预测的平均误
差为 45豫 [1]，桥梁和隧道为 34豫，道路为 20豫，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成本估算不准确性
Table 1 Inaccuracy of cost estimation for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项目类型

案例数量/个

平均超支/%

铁路

58

44.7

167

20.4

桥梁隧道
公路

33

33.8

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高楠博士和 Ali Touran

教授收集了美国过去 40 a 中建设的 81 个美国铁
路项目的成本数据，发现大型项目比小型项目具
有更高的百分比成本超支。一般而言，重大项目
（以 1984 年美元实际价格折现超过 5 亿美金）的成
本超支要比小项目大得多（23.7豫）。
项目整体实施时间更长可能导致更高百分比
的成本超支，通过观察项目施工阶段的持续时间，
可以更好地预测成本超支指标[2]。

金塘大桥
象山港大桥
虎门二桥
东海大桥
嘉绍大桥
泉州湾大桥

批复概算 工程实际与批复造价比
1

1.26

1

1.04

1
1
1
1
1
1
1

1.15
1.08
1.13
0.93
1.55
1.00
0.94

1.3

造价超概原因分析
工程项目前期造价与建设期实际费用，是基
于不同边界条件下的造价结果，二者之间肯定存
在一定差异，从已建成跨海通道造价控制情况来
看，超概项目普遍存在以下特点：
1） 外海定额等计价标准缺失是跨海通道项目
超概的重要原因。如东海大桥、杭州湾大桥及港
珠澳大桥等项目，设计和施工中采用了大量的新
工艺、新材料和新装备，这一部分定额缺项较多，
大型专用船机设备及大临措施等费用编制及控制
难度大，补充定额结合项目情况测定需要较长周
期，往往又相对滞后，造成工可估算和批复概算
编制与工程实际存在一定差距[4]。
2） 跨海通道项目因为其技术复杂性，带来对
工程认识不足，需求随之不断加深和清晰，认识
的模糊性带来过程的易变性和实施结果的不确定
性，导致工程方案变化大。这些跨海通道从发起、
到立项、到设计和实施，周期超长，如果不论方
案如何变化，初步设计概算造价均按照估算金额
进行控制，就会导致概算不能真实体现工程造价
水平，与实际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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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工程建设期间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的项目
易超概。
4） 政策性因素变化大的项目易超概，主要是
建设期贷款利率、征地拆迁补偿等因素较概算编
制阶段发生变化。
2 跨海通道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
2.1 投资估算是项目造价控制的关键环节，应增

2.2.2 考虑环保要求对造价的影响
为适应国家日益提高的环保要求，跨海通道
项目施工中环保措施及费用较常规项目有很大变
化，主要体现在：设计及施工阶段应考虑环保措
施，以实现对水、空气及海洋生态等的保护；增
加环保专项保护费用，如海洋生物专项保护费、
岸边或岛上生态林保护以及其他生态补偿费用等；

加长周期下的适应性研究
项目可行性研究是项目立项不可缺少的重要
环节，受项目建设阶段、设计深度、边界条件等
因素影响，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提出的设计方案，
往往会在初步设计阶段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跨
海通道项目，这样会对工程造价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跨海通道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按照准
初步设计深度开展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对

施工期环境管理监控监测费用以及施工结束后的
退场清理和监测费用等；国家日渐严格的环保措
施，对碎石及中粗砂的价格影响较大，在编制项
目造价时，需要考虑建设期内可能出现的地材价
格上涨趋势。
2.2.3 考虑专项措施费对造价的影响
1） 结构防腐费用
跨海通道工程所处海洋环境，需要采取必要

施工组织方案、现场大型专用船机的配备等方面
也需要进行专门研究，按照 JTG 3820 — 2018《公
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5]合理编制投
资估算，对项目后期实施起着关键性作用。

的防腐措施，确保大桥满足设计基准期的要求。
结构防腐措施，一般是采用海工混凝土配合比施
工，提高抗渗性，同时考虑使用环氧涂层钢筋或
不锈钢钢筋，增加结构耐久性，采用牺牲阳极阴

按照 JTG 3830 — 2018《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
算预算编制办法》[6]规定，初步设计概算一般不得
突破批复估算造价的 10%，是建设项目造价的最
高限额。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估算是整个项目
建设造价控制的最关键环节，必须高度重视。要
尽早成立项目业主筹建机构，深入调研既有类似
工程实施情况，尽可能理清需求和技术难点，最
大限度控制项目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要提早组织
设计科研单位研究技术标准、实施工艺和定额体
系之间的关系和匹配性，针对重点专项方案同步
开展必要的成本测算和分析；要建立长周期下材
料价格波动等追随政策调整变化的机制，增加估
算的弹性。
2.2 工程前期造价编制要点
2.2.1 考虑技术标准对造价影响
现行行业定额是按照常规工艺及现行施工技
术规范中规定的质量验收标准进行编制的。跨海
通道项目受设计使用寿命及技术标准变化影响，
往往会提高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如混凝土强度等
级变化、钢筋强度等级变化、结构防腐要求变化、
桥梁结构配筋量变化及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等方面，
势必会对永久结构工程量、施工力量的投入、施
工工艺及施工组织、现场施工工效带来很大影响，
在编制造价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极防腐提高水中钢结构的耐久性，采用结构防腐
涂层，提高结构耐腐蚀性[7]。
2） 海上大型临时设施费用
编制大型临时钢结构造价是一项技术性很强
的工作，需要造价编制人员在平时注意积累相关
经验数据，尤其是大型临时钢结构的工程量指标
情况，结合施工组织方案及工期，综合考虑钢材
的周转与摊销，较为准确地估算出临时钢结构的
工程数量非常重要。
3） 其他增加费用
主要包括施工期通航维护管理、临时航标设
置、防台避台措施、测量平台、临时航道疏浚等
费用，需要根据施工组织方案及相关专题研究结
果确定造价及费用。
2.2.4 考虑定额标准对造价的影响
现行行业定额中配备的船机大多不适合外海
施工作业，需要进行必要的抽换。另外，外海工
程施工受自然条件制约因素多、船机多次调遣、
空转和必要的备用量等因素影响，定额人工及台
班消耗要高于常规项目，因此在直接套用行业定
额时，应对定额中人工及船机种类、台班消耗按
照施工组织方案及工期进行调整，或者编制补充
定额，制定满足项目建设条件及工程方案的合理
的定额依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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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招标控制价的合理确定
国内公路项目一般是按照限价招标的方式进
行的，招标限价一般不能超过概算造价，且招标
文件还规定低于招标限价加分的评分办法。
跨海通道工程前期工程方案及造价存在不确
定性，项目估算或概算很难合理反映工程实施方
案情况，如果按照概算控制招标，可能会出现不

展行业外海定额标准研究。
3.3 对于技术方案和造价匹配性的思考
工程前期设计方案的确定对工程造价起着决
定性作用。建设项目投资控制及审批应考虑全寿
命成本因素，在规划和设计阶段增加全寿命成本
分析内容，用于设计方案比选。另外在设计中适
当增加耐久性、可检查、可维修及可更换等方面

协调的地方。建议跨海通道项目在工程招标前，
需要业主对潜在的参与投标单位进行标前沟通，
了解工程成本及报价水平，制定合理的招标限价，
并与概算进行同口径比较，但不必要求必须控制
在概算金额之内。
招标控制价应留有余地，以应对造价风险，
在进行针对性的风险分析后，针对不同技术特点、
难点和风险，采用适合的合约模式，同一个项目

的方案设计，适当增加这方面的建设成本，为运
营及维护期的成本控制打下良好基础。任何阶段
都要建立起需求、工程方案和造价之间的联系和
匹配关系。
3.4 对于造价业务与 BIM 技术无缝对接的思考
紧跟国家新基建步伐，造价管理与大数据、
BIM 等新技术进行无缝对接，利用新的技术管理
手段，提高造价测算和计算的准确性。工程实施

也不必绝对要求采用同一个合同模式。以港珠澳
大桥为例，其岛隧工程采用了设计施工总承包的
方式，对桥梁工程则采用了设计和施工分离招标
的方式，较好地适应了项目的风险特点，并进行

过程中加大造价实时情况的反馈，完善造价管理
体系。构建设计板块数字化造价平台，提供设计
全过程造价信息服务，提高工作效率，合理确定
和管理控制工程造价。

针对性的管理。
3 对跨海通道造价控制的思考
3.1 对投资控制程序的思考
跨海通道工程投资估算编制是基于项目前期
的边界条件编制的，如果后期随着设计深度加深、
边界条件变化，初步设计概算还是执行国家投资
政策控制不能超过估算 10%的规定，这就给概算
编制带来很大的难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到概算结果的客观性，给项目造价控制带来不利
影响。
建议参照香港地区和欧美经验做法，适当增
加政策的弹性，对于能够做出合理说明的造价测
算要保留更多的弹性，或者提高预留预备费和风
险储备金的比重。
3.2 对跨海通道计价标准的思考
国外工程均采用工料测量的方法 （成本法）

4

计算工程造价，而国内项目是采用定额法编制工
程造价，但国内定额是基于岸上及跨江河环境下
常规工艺编制而成，未能体现跨海工程“大型化、
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建设理念，未能涵盖
沿海施工工效降低、海上深水基础、海底隧道、
海上大型临时工程、新工艺、新机械应用以及其
他沿海增加费用等方面内容，导致在沿海通道工
程造价编制中缺少准确的计价依据，建议尽快开

务实地管理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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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选取 16 号机位作为风机整体安装的机
位。2019 年 7 月 28 日开始进行整机码头预组装，
期间自 8 月 7 日至 8 月 13 日共 7 d 受台风利奇马
影响，16 号风机拼装和海上 16 号机位拼装前的
准备工作受到较大影响；2019 年 8 月 14 日完成
16 号风机预拼装工作；8 月 16 日 16 号风机运输
至现场；8 月 17 日 16 号风机整体吊装开始并于
当天完成。
4 结语
本文针对江苏国华东台四期（H2）300 MW 海
上风电场工程单桩基础，对风机整体式安装技术
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实施了全
球首例单桩基础风机整体安装，填补了整体安装
技术的应用空白。
单桩基础应用风机整体式安装不仅具备技术
可行性，施工工效、经济性、安全性等均具备一

察报告[R]. 浙江：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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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Chun -sheng.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urvey report of
Guohua Dongtai phase IV (H2) 300 MW offshore wind power project
[R]. Zhejiang: Huado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2017.

[3] 吴亚波. 国华东台四期（H2）300 MW 海上风电场工程施工组织
设计[R]. 上海：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2018.

WU Ya -bo.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design of Guohua Dongtai
phase IV (H2) 300 MW offshore wind farm engineering[R]. Shang原
hai: CCCC Third Harbor Engineering Co., Ltd., 2018.

[4] 张权，邹辉. 风机整体安装工艺在东海 5 MW 大容量样机工程
中的应用[J]. 可再生能源，2012，
30（12）：
88-91.

ZHANG Quan, ZOU Hui. Application of integral wind turbine

installation in the East China offshore wind power 5 MW large

capacity prototype project[J].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2012,
[5]

能，
2018（6）：
11-16，
48.

TANG Zheng-qi, ZHOU Bing, WANG Kai. Development and tech原
nology research of offshore wind power[J]. Solar Energy, 2018(6):
11-16, 48.

[2] 张春生. 国华东台四期（H2）300 MW 海上风电项目工程地质勘

置性能模拟测试研究[J]. 中国港湾建设，2015，
35（10）：
68-72.

tion test of cushioning device performance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3
MW offshore united wind turbine[J].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6]

新的安装思路和途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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