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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明 

 

一、 《上海市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以下简称本定额）是根据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

员会《关于同意修编〈上海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的批复》（沪建交[2012]1057 号）及

其有关文件的规定，在《上海市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00）和《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

（TY02-31-2015）的基础上，按国家标准的工程量计算规范，包括项目划分、项目名称、计

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等与本市安装工程实际相衔接，并结合多年来“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和节能、环保等绿色建筑的推广应用而编制的量价分离的预算定额。 

二、 本定额是完成计量单位分项工程所需人工、材料、施工机械台班的消耗量上海地区

的社会平均标准；是统一本市安装工程预结算项目划分、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的依据；

是编制施工图预算的依据；是编制投资工程估算、设计概算、最高投标限价的依据；是编制

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组价的基础；是工程投标报价的参考依据和施工企业编制企业定额的参

考依据；也是编制本市安装工程概算定额、估算指标以及技术经济指标的基础。 

三、 本定额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新建、扩建、改建通用安装工

程。 

四、 《上海市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共分十三册（详见目录）。 

五、 本定额以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部门发布的国家和上海市现行设计规范、施工及验收规

范、技术操作规程、质量评定标准、产品标准和安全操作规程，现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计算规范和有关定额为依据编制，并参考了典型工程设计、施工和其它资料。主要依据包括： 

(一)《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 

(二)《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586-2013） 

(三)《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TY0 2-31-2015） 

(四)《建设工程劳动定额》（安装工程 LD/T 74.1～4-2008） 

(五)《全国统一安装工程基础定额》（GDJ-201～209-2006） 

(六)《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编制规则》2015 

(七)《建设工程施工仪器仪表台班费用编制规则》2015 

(八)《上海市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应用规则》（沪建管[2014]872号） 

(九)《建设工程人工材料设备机械数据标准》（GB/T 50851-2013） 

(十)《上海市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00） 

(十一) 国家及本市安装工程通用图纸和标准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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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国家、行业和上海市现行建设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 

(十三) 现行建设工程典型案例及现场实地调查、测算资料 

六、 本定额按正常施工条件、本市多数施工企业常用的施工方法、机械化程度和合理劳

动组织及工期为基础进行编制，反映了上海地区的社会平均消耗量水平。 

（一）工程设备、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件完整无损，符合质量标准和设计要求，

附有合格证书和实验记录。 

（二）安装工程和土建工程之间的交叉作业正常。 

（三）正常的气候、地理条件和施工环境。 

（四）安装地点、建（构）筑物、设备基础、预留孔洞等均符合安装要求。 

七、 关于人工消耗量的确定 

（一）本定额的人工以综合人工表示，内容包括基本用工、超运距用工、辅助用工和人

工幅度差，不分列工种和技术等级。 

（二）本定额每工日按 8小时工作制计算。  

八、 关于材料消耗量的确定  

（一）本定额采用的材料（包括构配件、零件、半成品、成品）均为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和相应设计要求的合格产品。 

（二）本定额中的材料包括施工中消耗的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和其他材料。 

（三）本定额中材料消耗量包括净用量和损耗量。损耗量包括：从工地仓库、现场集中

堆放地点（或现场加工地点）至操作（或安装）地点的施工场内运输损耗、施工操作损耗、

施工现场堆放损耗等。材料损耗率见各册附录。 

（四）对于用量少、低值易耗的零星材料和周转性材料（部分章册除外），列为其他材

料，以其他材料费占辅材的百分比计取。 

九、 关于机械消耗量的确定 

（一）本定额中的机械按常用机械、合理机械配备和施工企业的机械化装备程度，并结

合工程实际综合确定。 

（二）本定额中的机械台班消耗量是按正常机械施工工效并考虑机械幅度差综合取定。  

（三）凡单位价值 2000 元以内、使用年限在一年以内的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施工机械、

工具、用具等不列入机械台班消耗量。 

十、 关于仪器仪表台班消耗量的确定 

（一）本定额的仪器仪表台班消耗量是按正常施工工效综合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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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单位价值 2000 元以内、使用年限在一年以内的不构成固定资产的仪器仪表，

不列入仪器仪表台班消耗量。 

十一、 关于水平和垂直运输 

（一）工程设备 

包括自安装现场指定堆放地点运至安装地点的水平和垂直运输。 

（二）材料、成品、半成品 

包括自施工单位现场仓库或现场指定堆放地点运至安装地点的水平和垂直运输。 

（三）垂直运输基准面 

室内以室内地平面为基准面，室外以安装现场地平面为基准面。 

（四）安装操作物高度距离标准以各册定额为依据。 

十二、 本定额中材料栏内带“（    ）”表示主材。 

十三、 本定额中的工作内容已说明了主要的施工工序，次要工序虽未说明，但均已包

含在内。 

十四、 本定额注有“××以内”或“××以下”者，均包括××本身；“××以外”、

或“××以上”者，则不包括××本身。 

十五、 除另有规定之外，工程量的计量单位应按以下规定计算： 

1、 以体积计算的为立方米（m
3
）； 

2、 以面积计算的为平方米（m
2
）； 

3、 以长度计算的为米（m）； 

4、 以重量计算的为吨（t）； 

5、 以台（套、件或个）计算的为台（套、件或个）； 

工程量汇总时，其准确度取值：m
3
、m

2
、m、kg 保留两位小数；t 保留三位小数；台

（套、件或个）取整数。 

十六、 凡本说明未尽事宜，详见各册章说明、工程量计算规则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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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说 明 

  

一、第九册《消防工程》（以下简称本册定额）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项目（规划

红线内）中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 

二、本册定额主要依据的标准规范有： 

（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05 

（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2005 

（三）《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338-2003 

（四）《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498-2009 

（五）《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技术规程》CECS 245-2008 

（六）《沟槽式连接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 S151-2003 

（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08 

（八）《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控制系统施工验收规范》GB 50166-2007 

（九）《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370-2005 

（十）《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3-2007 

（十一）《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93-2010 

（十二）《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2010 

（十三）《泡沫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81-2006 

（十四）《消防联动控制系统》GB 16806-2006 

三、本册定额不包括以下工作内容： 

（一）阀门、气压罐安装，消防水箱，套管、支架制作安装（注明者除外），执行第十

册《给排水、采暖、燃气工程》相关定额项目； 

（二）各种消防泵、稳压泵安装，执行第一册《机械设备安装工程》相应定额项目； 

（三）不锈钢管、铜管管道安装，执行第八册《工业管道工程》相应定额项目； 

（四）电缆敷设、桥架安装、配管配线、接线盒、电动机检查接线、防雷接地装置等安

装，均执行第四册《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相应定额项目； 

（五）各种仪表的安装及带电讯号的阀门、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驱动装置及泄漏报

开关的接线、校线等，执行第六册《自动化控制仪表安装工程》相应定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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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定额凡涉及到管沟、基坑及井类的土方开挖、回填、运输、垫层、基础、砌筑、

地沟盖板预制安装、路面开挖及修复、管道混凝土支墩的项目，执行《上海市建筑和装饰工

程预算定额》和《上海市市政工程预算定额》相应定额项目。 

四、关于以下各项费用的调整系数的规定： 

（一）脚手架搭拆费按定额人工的 5%计算，其中人工占 35%。 

（二）工程超高费（即操作高度增加费）：操作物高度离楼地面高度超过 5m 时，超过

部分工程量按定额人工乘以下表系数。工程超高费全部为人工费用。 

操作物高度 ≤10m ≤30m 

系数 1.1 1.2 

（三）高层建筑增加费：指在高度在 6 层或 20m 以上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上，安装时增

加的费用，按下表计算。 

建筑层数（≤层）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60 

按人工量的(%) 2 5 9 14 20 26 32 38 44 

以上计算出的高层建筑增加费中，其中的 65％为人工降效，其余为机械降效。 

五、工程界面划分： 

（一）消防系统室内外管道：以建筑物外墙皮 1.5m 为界，入口处设阀门者以阀们为界；

室外埋地管线执行第十册《给排水、采暖、燃气工程》中室外给水管道相关定额项目。 

（二）厂区范围内的装置、站、罐区的架空消防管道执行本册定额相应子目。 

（三）与市政给水管道界限：以与市政给水管道碰头点（井）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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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章内容包括水喷淋管道、消火栓管道、水喷淋（雾）喷头、报警装置、水流指示

器、温感式水幕装置、减压孔板、末端试水装置、集热板、室内外消火栓、消防水泵结合器、

灭火器、消防水炮、隔膜式气压水罐、自动喷水系统管网冲洗等安装工程。 

二、本章适用于一般工业和民用建（构）筑物设置的水灭火系统的管道、各种组件、消

火栓、消防水炮等安装。 

三、管道安装相关规定： 

（一）钢管（法兰连接）定额中包括管件及法兰安装，但管件、法兰数量应按设计图纸

用量另行计算，螺栓按设计用量加 3%损耗计算。 

（二）若设计或规范要求钢管需要镀锌，其镀锌费用及场外运输另行计算。 

（三）管道安装（沟槽连接）已包括直接卡箍件安装，其它沟槽管件另行执行相关定额

项目。 

（四）消火栓管道采用无缝钢管焊接时，定额中包括管件安装，管件依据设计图纸数量

另计本身价值。 

（五）消防栓管道采用钢管（沟槽连接）时执行水喷淋钢管（沟槽连接）相应定额子目。 

四、有关说明 

（一）沟槽式法兰阀门安装，执行沟槽管件安装相应定额，人工乘以系数 1.1。 

（二）报警装置安装项目，定额已包括装配管、泄放试验管及水力警铃出水管安装，水

力警铃进水管按图示尺寸执行管道安装相应定额；其它报警装置适用于雨淋、干湿两用及预

作用报警装置。 

（三）水流指示器（马鞍型连接）定额，计算主材费用时还应包括胶圈、U 型卡价值。 

（四）喷头、报警装置及水流指示器安装定额均按管网系统试压、冲洗合格后安装考虑

的，定额中已包括丝堵，临时短管的安装、拆除及摊销。 

（五）温感式水幕装置安装定额中已包括给水三通至喷头、阀门间的管道、管件、阀门、

喷头等全部安装内容，但管道的主材数量按设计管道中心长度另加损耗计算；喷头数量按设

计数量另加损耗计算。 

（六）减压孔板不论在法兰盘内、活接头内或消火栓接口内安装，均执行同一子目，法

兰主材费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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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集热板安装：主材应包括所配备的成品支架。当高架仓库分层板上方有孔洞、

缝隙时，应在喷头上方设置。 

（八）隔膜式气压水罐安装定额中地脚螺栓是按随设备配套自带考虑的；定额中包括指

导两次灌浆用工，但两次灌浆费用另计。 

（九）消防水炮及模拟末端装置定额子目，定额中仅包括本体安装，不包括型钢底座制

作安装和混凝土基础砌筑；型钢底座制作安装执行第十册《给排水、采暖及燃气工程》设备

支架制作安装相应定额子目；混凝土基础执行《上海市建筑和装饰工程预算定额》相关定额。 

（十）设置于管道间、管廊内的管道，其定额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1.2。 

（十一）本章不包括消防系统调试配合费用。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管道安装按设计图示管道中心线长度以“m”为计量单位，不扣除阀门、管件及各

种组件所占长度。 

二、管件连接区分不同规格，以“个”为计量单位；沟槽管件主材费包括卡箍及密封圈

以“套”为计量单位。 

三、喷头、水流指示器、减压孔板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根据安装部位、方式、规格，

以“个”为计量单位；集热板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以“套”为计量单位。 

四、报警装置、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均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报

警装置、室内外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不同形式、规格，按成套产品以“组”、“套”为

计量单位；成套产品包括的内容详见附表。 

五、末端试水装置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按不同规格，以“组”为计量单位。 

六、温感式水幕装置安装以“组”为计量单位。 

七、灭火器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按不同形式，以“具、组”为计量单位。 

八、消防水炮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按不同规格，以“台”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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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检查及清扫管材、切管、套丝、调直、管道及管件安装、丝口刷漆、水压试验、水冲洗。

人工 00050101 综合人工 工日

17030101 镀锌焊接钢管 m

18034701 镀锌管接头 个

01290318
热轧钢板（中厚板） δ8～
20

kg

13050201 铅油 kg

13090101 银粉漆 kg

24110111 压力表 0～1.6MPa 套

34110101 水 m³

其他材料费占辅材 %

99190750 管子切断套丝机 Φ159 台班

99440460 试压泵 25MPa 台班

第九册 消防工程

第一章 水灭火系统

１． 水喷淋钢管

定   额   编   号 03-9-1-1 03-9-1-2 03-9-1-3 03-9-1-4

项     目
单
位

水喷淋钢管

镀锌钢管（螺纹连接）

公称直径

25mm以内 32mm以内 40mm以内 50mm以内

10m 10m 10m 10m

  1.5420   1.7000   1.9400   2.0200

材
料

(10.0500) (10.0500) (10.0500) (10.0500)

(5.9000) (6.8700) (8.6100) (8.0800)

  0.4900   0.4900   0.4900   0.4900

  0.0610   0.0880   0.1600   0.1700

  0.0210   0.0210   0.0270   0.0330

  0.0200   0.0200   0.0200   0.0200

  0.5820   0.5820   0.582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机
械

  0.1200   0.2200   0.2500   0.2700

  0.0150   0.0150   0.0150   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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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检查及清扫管材、切管、套丝、调直、管道及管件安装、丝口刷漆、水压试验、水冲洗。

人工 00050101 综合人工 工日

17030101 镀锌焊接钢管 m

18034701 镀锌管接头 个

01290318
热轧钢板（中厚板） δ8～
20

kg

01290319
热轧钢板（中厚板） δ11
～20

kg

13050201 铅油 kg

13090101 银粉漆 kg

14070101 机油 kg

24110111 压力表 0～1.6MPa 套

34110101 水 m³

其他材料费占辅材 %

99190750 管子切断套丝机 Φ159 台班

99440460 试压泵 25MPa 台班

１． 水喷淋钢管

定   额   编   号 03-9-1-5 03-9-1-6 03-9-1-7

项     目
单
位

水喷淋钢管

镀锌钢管（螺纹连接）

公称直径

65mm以内 80mm以内 100mm以内

10m 10m 10m

  2.2400   2.6300   2.9300

材
料

(9.9500) (9.9500) (9.9500)

(7.5600) (7.4100) (5.2000)

  0.4900   0.4900

  0.4900

  0.2400   0.3400   0.3500

  0.0250   0.0250   0.0250

  0.0700

  0.0200   0.0200   0.0200

  0.8820   0.8820   0.8820

  4.0000   4.0000   4.0000

机
械

  0.2900   0.3200   0.3400

  0.0150   0.0150   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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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检查及清扫管材、切管、坡口、对口、调直、焊接法兰、紧螺栓、加垫、管道及管件预安装、拆卸、二次安装、

　　　　　水压试验、水冲洗。

人工 00050101 综合人工 工日

17010801 钢管 m

01290319
热轧钢板（中厚板） δ11
～20

kg

03110215 尼龙砂轮片 Ф400 片

03130118 电焊条 J427 Ф3.2 kg

14390101 氧气 m³

14390301 乙炔气 m³

24110111 压力表 0～1.6MPa 套

34110101 水 m³

34110301 电 kW·h

其他材料费占辅材 %

99070530 载重汽车 5t 台班

99090360 汽车式起重机 8t 台班

99091470 电动卷扬机单筒慢速 50kN 台班

99230170 砂轮切割机 Φ400 台班

99250005 电焊机 台班

99440460 试压泵 25MPa 台班

１． 水喷淋钢管

定   额   编   号 03-9-1-8 03-9-1-9 03-9-1-10 03-9-1-11

项     目
单
位

水喷淋钢管

钢管（法兰连接）

公称直径

100mm以内 125mm以内 150mm以内 200mm以内

10m 10m 10m 10m

  5.3530   5.0740   5.4540   7.2830

材
料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0.4900   1.4760   1.4760   1.4760

  0.4200   0.6800   1.7300   2.3000

  1.6500   2.2050   2.8650   5.9400

  1.1100   1.6700   2.0900   3.4700

  0.3960   0.5960   0.7460   1.2390

  0.0200   0.0300   0.0300   0.0300

  0.8820   2.5240   2.5240   2.6500

  3.3800   3.5600   4.5600   7.1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机
械

  0.0200

  0.0300

  0.2100

  0.0250

  0.6350   0.8480   1.1020   2.2850

  0.0200   0.0200   0.0370   0.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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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检查及清扫管材、切管、坡口、对口、调直、焊接法兰、紧螺栓、加垫、管道及管件预安装、拆卸、二次安装、

　　　　　水压试验、水冲洗。

人工 00050101 综合人工 工日

17010801 钢管 m

01290319
热轧钢板（中厚板） δ11
～20

kg

03110215 尼龙砂轮片 Ф400 片

03130118 电焊条 J427 Ф3.2 kg

14390101 氧气 m³

14390301 乙炔气 m³

24110111 压力表 0～1.6MPa 套

34110101 水 m³

34110301 电 kW·h

其他材料费占辅材 %

99070530 载重汽车 5t 台班

99090360 汽车式起重机 8t 台班

99091470 电动卷扬机单筒慢速 50kN 台班

99250005 电焊机 台班

99440460 试压泵 25MPa 台班

１． 水喷淋钢管

定   额   编   号 03-9-1-12 03-9-1-13 03-9-1-14 03-9-1-15

项     目
单
位

水喷淋钢管

钢管（法兰连接）

公称直径

250mm以内 300mm以内 350mm以内 400mm以内

10m 10m 10m 10m

  7.9520   9.1860  10.3760  11.7810

材
料

(9.9500) (9.9500) (9.9500) (9.9500)

  2.3240   2.3240   2.8420   2.8420

  2.7100   3.0300   3.6000   3.8400

  8.3700   9.9450  14.8350  16.7550

  4.1300   4.7940   6.5580   7.4210

  1.4750   1.7100   2.3400   2.6500

  0.0400

  4.6500   4.6500   7.9500   7.9500

  9.9800  12.22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机
械

  0.0200   0.0200   0.0300   0.0400

  0.0300   0.0300   0.0400   0.0500

  0.2700   0.3200   0.3900   0.4600

  3.2190   3.8250   5.7060   6.4440

  0.0370   0.0800   0.0800   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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