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清洗工程项目费用构成（征求意见稿）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清洗、高压水射流清洗工程项目费用的预算编制与商务报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148-2010  高压水射流清洗清洗作业安全规范 

GB/T  25146-2010  工业设备化学清洗质量验收规范 

T/CPCIF  0004-2017  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等级和评价要求 

3  工业清洗工程项目费用构成 

清洗工程项目总费用=直接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税金。          （1） 

清洗工程项目总费用构成及清洗项目分类及人员定额见附录 A。 

4  直接费 

4.1 总则 

直接费包括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直接工程费指清洗施工过程中为完成工程实体耗费的各项费

用，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措施费指一般措施费、其他措施费。 

4.2 直接工程费 

4.2.1 人工费 

指直接从事清洗工程施工作业的工人的薪酬。包括工资性收入、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

金、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及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工资。 

4.2.2 材料费 

    指施工过程中为完成工程实体所耗费的主要材料、备品、配件、辅助材料费和周转使用

材料的摊销费用，内容包括： 

1）材料原价（或供应价格）； 

2）材料运杂费：指材料自来源程序地运至施工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点所发生的全部费

用；   

3）运输损耗费：指材料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4）采购及保管费：指为组织采购、供应和保管材料过程所需要的各项费用。内容包括：

采购费、仓储费、工地保管费、仓储损耗。 

4.2.3 机械费 



4.2.3.1 总则 

机械费指清洗施工作业所发生的折旧费、修理费、机械使用费、安拆和场外运费，仪器

仪表使用费。 

清洗工程项目机械费取费表见附录 B。 

4.2.3.2 化学清洗 

1）折旧费：指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陆续收回其原什及购置资金的时间价值。 

2）修理费：指按规定进行的大修，以恢复其正常功能所需的费用；以及除大修理以外的

各级保养和临时故障排除所需费用。包括保障机械正常运转所需的替换设备与随机配备工具、

附具摊销和维护费用，机械运转中日常保养所需润滑与擦拭的材料费用，机械停滞期间的维

护和养护费用等。 

3）安拆费及场外运费：指在现场进行安装与拆卸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和试运转费用

以及机械辅助设施的折旧、搭设、拆除等费用，施工机械整体或分体自停放地点运至施工现

场或施工地点转移的运输、装卸、辅助材料及架线等费用。 

4）动力燃料费：指在运转作业中所消耗的固体燃料（煤、木柴）、液体燃料（汽油、柴

油）及水、电等费用。   

4.2.3.3 高压水射流清洗 

通常以施工机械台班耗用量与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的乘积表示，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由折旧

费、维护费、安拆费及场外运输费、动力燃料费及其他费用组成。 

1）折旧费：指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陆续收回其原什及购置资金的时间价值。 

2）维护费：指按规定进行的大修，以恢复其正常功能所需的费用；以及除大修理以外的

各级保养和临时故障排除所需费用。包括保障机械正常运转所需的替换设备与随机配备工具、

附具摊销和维护费用，机械运转中日常保养所需润滑与擦拭的材料费用，机械停滞期间的维

护和养护费用等。 

3）安拆费及场外运费：指在现场进行安装与拆卸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和试运转费用

以及机械辅助设施的折旧、搭设、拆除等费用，施工机械整体或分体自停放地点运至施工现

场或施工地点转移的运输、装卸、辅助材料及架线等费用。  

4）燃料动力费：指在运转作业中所消耗的固体燃料（煤、木柴）、液体燃料（汽油、柴

油）及水、电等费用。   

5）其他费用：仪器仪表使用费、设备租赁费、等与机械相关其他发生的费用。 

4.3  措施费 

4.3.1 总则 

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准备和施工过程中的技术、生活、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非工程实体项目费用。 

4.3.2 一般措施费 

指在清洗工程中发生的常规措施费用，包括： 

1）文明施工、环境保护费：指施工现场文明施工以及施工现场为达到环保部门要求所需

要的各项费用。内容包括：HSE 培训、宣传栏、五牌一图（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

电话牌、消防保卫牌、安全生产牌、文明施工牌、施工现场总平面图）、企业标识、施工现

场安全警示、施工现场整洁、消防器材配置、危险源的警示和防护措施，利旧物品有效保护，



按指定地点摆放整齐等费用。   

2）临时设施费：指施工期间所必需的生产和生活用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它临时设施

的搭设、拆除、摊销或租赁等费用。 临时设施包括：临时休息室、仓库、办公室以及规定范

围内道路、水电管线等。  临设不包括：施工区域内的障碍物拆除，场地平整，块内、场外

运输主干道路，吊装机械行走道路和轨道，加工厂，临时码头，临时铁路专用线，以及从场

外到施工现场 50 米以外的水、电、汽、通讯线路的敷设、拆除和维修等。   

3）二次搬运费：指因场地狭小等情况发生的二次装卸、搬运费。  

4）工具用具使用费：指不属于固定资产的施工工具，检验、试验用具等 摊销和维修费。   

5）夜间施工增加费：指夜间施工所发生夜班补助费、夜间施工照明设备摊销及照明用电

等费用。   

6）检验试验费：指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

包括自设试验室进行试验所耗用的材料和化学药品等费用。不包括新结构、新材料的试验费

和建设单位对具有出厂合格证明的材料进行检验，对构件做破坏性试验及其它特殊检验试验

的费用。 

4.3.3 其它措施费 

指在清洗工程中，依据实际情况需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的费用，包括： 

1）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指在高原、沙漠、戈壁滩、岛屿、海滩地区施工，由于上述自

然条件需增加费用。 

2）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指机械整体或分体进、出施工现场，或由一个施工 地点

为运至另一个施工地点发生的转移、安装、拆卸费用。 

3）施工队伍调遣费：指因建设任务需要，应支付给施工队伍往返的调遣费用。  内容包

括：调遣人员的差旅费，调遣期间的工资，施工工具，用具等的运费。 

4）赶工增加费：指生产企业要求完工时间比计划时间提前时，实际发生的人员、交通、

机械等 所增加的费用。 

5）防低温、雨雪增加费：指为保证施工质量和工期，采取防护措施增加的费用。 

6）受限空间作业增加费：指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必须按照程序采取相应安全措施所增加

的费用。 

7）特殊防护增加费：指在放射、噪音、高毒、高温、静电等 作业环境所必需采取的技

术、保健、组织等措施增加的费用。 

8）设备保护增加费：指在交叉作业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设备、仪器仪表受到损害所必需

采取保护措施增加的费用。 

9）脚手架、支架、工作平台搭拆费：指为了便于清洗施工搭建工作平台、脚手架、支架

等发生的人工、材料、机械等增加费。 

5   间接费 

5.1 总则 

间接费包括企业管理费和规费。企业管理费指施工企业组织施工和经营管理所需的费用。

规费指按政府和有关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 

5.2 企业管理费 

5.2.1 管理人员人工费 



    企业为保证项目施工所需管理人员的人工费用。 

5.2.2 办公费 

    包括企业管理办公用的文具、纸张等费用。 

5.2.3 差旅交通费 

包括职工因工出差、调动工作 的差旅费、住勤补助费，市内交通费，误餐补助费，职工探亲

路费，劳动力招幕费，职工离退休、退职一次性路费，工伤人员就医路费，工地转移费及管理部门

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油料、燃料及牌照费。 

5.2.4 固定资产使用费 

    包括管理和试验部门及附属生产单位使用的属于固定资产的房屋、设备、仪器等折旧、

大修、维修或租赁费。 

5.2.5 工会经费 

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工会活动经费。 

5.2.6 职工教育经费 

    指为职工学习先进技术和提高文化水平，按照规定标准计提的费用。 

5.2.7 工具用具使用费 

    包括管理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生产工具、器具、家具、交通工具和检验、试验、测绘、消

防用具等的购置、维修和摊销费。 

5.2.8 财产保险费 

包括施工管理用财产、车辆保险。 

5.2.9 财务费 

    包括经营期间发生的短期贷款利息净支出，金融机构手续费等。 

5.2.10 其它 

    包括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业务招待费、绿化费、广告费、公证费、法律顾问费、

审计费、咨询费等。 

5.3 规费 

5.3.1 养老保险费 

    按规定向社会保障部门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5.3.2 失业保险费 

    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5.3.3 医疗保险费 

    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5.3.4 生育保险费 

    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职工生育保险费。 

5.3.5 工伤保险费 

    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职工工伤保险费。 

5.3.6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按规定为从事危险作业的施工人员支付的意外伤害保险费。 

5.3.7 住房公积金 

    按照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5.3.8 工程排污费 

    按规定缴纳的排污费用。 

5.3.9 安全生产费 

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在成本中列支专门用于完善和改发全生产条件的资金。建筑安装企业提

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竞标时，不得删减。总包单位应将安全费用按比例直接支付分

包单位，分包单位不再重复提取。按清洗工程项目费用为计提基数。 

6  利润 

指施工企业完成清洗工程项目预计的利润。 

7  税金 

指国家和地方税法规定应计入清洗工程项目费用的各项税金。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清洗工程项目计价构成表 

表 A.1 清洗工程项目计价构成表 

工程名称：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费率(%) 

一 直接费 （一）+（二） 

（一） 直接工程费 1+2+3 

1 人工费 ∑（综合工日×人工单价） 

2 材料费 ∑（材料及辅助材料数量×材料单价） 

3 机械费 ∑（机械台班数量×机械台班单价） 

（二） 措施费 A+B 

A

一

般

措

施

费 

4 文明施工、环境保护费 

1×费率 

3.84  

5 临时设施费 8.55  

6 二次搬运费 1.67  

7 工具用具使用费 3.11  

8 夜间施工增加费 6.87  

9 检验试验费 0.63  

B

其

他

措

施

费 

10 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1+2+3)×费率           25.00  

11 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 

12 施工队伍调遣费 

13 赶工增加费 

14 防低温、雨雪增加费 

15 受限空间作业增加费 

16 特殊防护增加费 

17 设备保护增加费 

18 脚手架、支架、工作平台搭拆费 

二 间接费 （三）+（四） 

（三） 企业管理费 1×费率 62.80  



续表 A.1  

注：综合工日为计算清洗设备或清洗人员工作时间的基本单位，8小时为一个综合工日。 

A·2 清洗工程项目分类及人员定额 

1 化学清洗工程项目分类 

按使用化学清洗平台的参数和数量，化学清洗工程可分为： 

a）大型清洗工程项目：使用1台（套）以上的清洗平台（参数：流量≥400m
3
/h、压力≥

0.6MPa）的清洗工程项目； 

b）中型清洗工程项目：使用1台（套）以上的清洗平台（参数：流量≥200m
3
/h、压力≥

0.5MPa）的清洗工程项目； 

c）小型清洗工程项目：使用1台（套）以上的清洗平台（参数：流量≥50m
3
/h、压力≥0.5MPa）

的清洗工程项目； 

d）零星清洗工程项目：使用清洗平台（参数：流量≤50m
3
/h、压力≤0.5MPa）的清洗工

程项目。 

2 高压水射流清洗工程项目分类 

将高压水射流清洗工程项目按使用的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参数，可分为： 

a）超高压水射流清洗工程项目：使用压力大于150MPa的高压水清洗设备； 

b）高压水射流清洗工程项目：使用压力≥70MPa、≤150MPa的高压水清洗设备； 

c）次高压水射流清洗工程项目：使用压力＜70MPa的高压水清洗设备。 

3 操作人员定额 

清洗工程项目清洗作业时，配备的操作人员应根据设备类型满足以下要求：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费率(%) 

（四） 规费 20+21+22+23+24+25+26+27+28   

20 养老保险费 

1×费率 

27.37  

21 失业保险费 2.61  

22 医疗保险费 9.12  

23 生育保险费 0.91  

24 工伤保险费 1.30  

25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1.17  

26 住房公积金 15.64  

27 工程排污费 0.08  

28 安全生产费 现行法规要求 1.00  

三 利润 1×费率 22.52  

四 税金 （一+二+三+)×费率 16.00  

五 清洗工程项目费 一+二+三+四 



a）大型清洗平台定员10人：队长1名、电工1名、化验员1名、安全员1名（现场总人数≤

30人时，可兼职）、操作人员7人。 

b）中型清洗平台定员8人：队长1名、电工1名、化验员1名、安全员1名（现场总人数≤

30人时，可兼职）、操作人员5人。 

c）小型清洗平台定员5人：队长1名、电工1名、化验员1名（可兼职）、安全员1名（现场

总人数≤30人时，可兼职）、操作人员3人。 

d）零星清洗工程定员3人：队长1名、化验员1名（可兼职）、安全员1名（现场总人数≤

30人时，可兼职）、操作人员2人。 

e）超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定员5人：主机操作1名、监护1名、操作3名。 

f）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定员4人：主机操作1名、监护1名、操作2名。 

g）次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定员 4 人：主机操作 1 名、监护 1名、操作 2名。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清洗工程项目机械费取费表 

表 B.1 化学清洗平台机械费表 

清洗平台参数 费用[元/（套•天）] 

流量≥400m3/h,压力≥0.6MPa  8100 

流量≥200m3/h,压力≥0.5MPa  6800 

流量≥50m3/h,压力≥0.5MPa  5200 

流量≤50m3/h,压力≤0.5MPa  2300 

注1：化学清洗平台机械费参照不锈钢设备测定，实际取费可根据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的压力进行

浮动。使用碳钢设备各类型机械费应降低20%计取。 

注2：清洗平台应由清洗循环泵（至少2台）、清洗槽、电控单元、阀组管线单元等组成，或参照

相关标准配置。 

 

表B.2 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机械费台班表 

清洗设备类型 费用[元/（台•天）] 

次高压水射流（压力＜70MPa） 2300 

高压水射流（70MPa≤压力≤150MPa） 5200 

超高压水射流（压力＞150MPa） 6800 

注：台班费用可根据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的压力进行浮动。 

 

 



 

《工业清洗工程项目费用构成》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整体工业水平逐步提升，工业投资每年扩大，

而配套的工业服务行业也顺势而起，中国的工业清洗行业中大大小小的清洗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滋生，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行业内企业愈多，

有限的工程项目竞争就愈发激烈，不仅是服务竞争、技术竞争，更有以价格过低

为特征的低价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是促进行业发展的，但恶性竞争则会对整个行

业所有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让守规矩求质量的企业愈发困难。因此，亟需一个

工程项目费用构成标准，给工业清洗行业一个抵御低价恶意竞争的武器，使清洗

行业健康发展，使业主单位减少风险、使守规矩企业的利益不再被低价竞争而损

害。 

中国工业清洗协会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领导下，逐

步形成了装备提升规范化、行业发展标准化的发展模式。受中国工业清洗协会的

委托：北京蓝星清洗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在 T/CPCIF 0004-2017 《工业清洗企业资

质等级和评价要求》和《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管理办法（2016）版》的基础之上，

对清洗工程费用构成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形成了本标准的主题思路。 

经北京蓝星清洗有限公司组织专家研讨，形成了标准建议书，并报经中国工

业清洗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7 年工作会议讨论，予以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

QX/T-2017-01）。 

二、主要工作过程  

（一）立项建议 

根据长期以来针对工业清洗多个市场竞争个体竞标数据的采集，结合当前工

业清洗行业的现状，同时借鉴了石油、石化、冶金、化工、煤化工、交通运输、

轻工、市政、新能源及新兴产业等相关行业的项目建设经验，为了工业清洗行业

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认为有必要规范清洗业务的市场价格体系，明确工业

清洗项目的费用构成计算方法；报请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标准化委员会，下达制定

任务。 

（二）形成征求意见稿 



准备组迅速抽调业务骨干，对相关体系标准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北京、上

海、广州、兰州、沈阳等工业清洗案例进行调研，起草组于 2018 年 6 月形成了《工

业清洗工程项目费用构成》初稿，并向上述地区典型企业代表征求意见。对反馈

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数次邀请了中国工业清洗协会的专家及

部分代表在北京召开了首次讨论会，根据讨论会提出的意见，对初稿中诸多细节

部分进行了讨论修改完善从而形成本稿。 

标准的结构为： 

——第 1 部分：主要内容的适用范围； 

——第 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 部分：清洗工程项目费用构成； 

——第 4 部分：直接费； 

——第 5 部分：间接费； 

——第 6 部分：利润； 

——第 7 部分：税金； 

——第 8 部分：附录。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相关论据 

关于范围 

在起草过程中根据工业清洗项目的特点和要求，确定本标准适用的范围并明

确了其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常见的化学清洗、高压水射流清洗工程项目费用的预

算编制与商务报价。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使本标准紧贴实际，尊重现存的行业规则，本标准参照了《石油建设安装

工程预算定额(2013 版)》、《石油化工行业检修工程预算定额》（2009 版）、

GB26148-2010《高压水射流清洗清洗作业安全规范》、GB25146-2010《工业设备化

学清洗质量验收规范》、T/CPCIF 0004-2017 《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等级和评价要求》、

《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管理办法（2016 版）》等相关标准、文件，与上述标准协调一

致，并部分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关于清洗工程项目费用构成 

清洗工程项目总费用=直接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税金。 

详见下图： 



 

其中人工、材料、机械、措施、企管、规费等在标准中都有明确定义及解释。

税金是按国家要求规定的费用，其它费用是项目运行中可能会涉及的费用，并不

全是一定会发生的费用，如赶工增加费等。附录 A 中的数据来源是《石油化工行

业检修工程预算定额（2009 版）》第三册中第 8页检修工程费计算程序和费率表。

附录 B·1、B·2 是参考《石油化工行业检修工程预算定额（2009 版）》中第三册

第二节中相关设备的取费情况而定的。 

关于清洗项目的分类及人员定额 

为了不和现有成套的分类体系产生冲突，为了分类更加科学可行，化学清洗

和高压水清洗项目依据T/CPCIF 0004-2017 《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等级和评价要求》、

《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管理办法（2016 版）》而分类，而人员定额的规定则是在满足

安全生产、清洗质量体系要求的前提下设定的科学人员定额。 

四、预期社会效益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可有效指导工业清洗行业的清洗施工作业计价活动，规范

工业清洗工程费用组成和计价方法，指导企业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和报价。减少工

业清洗企业以牺牲服务质量、产品品质的“无序竞标”现象，同时可以遏制“恶

意低价投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五、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目前未收集到相关的国外标准。本方法依据生产实际情况，参照行业内知名

企业的管理办法及其他行业颁布的定额计算方法，同时了还参照 T/CPCIF 



0004-2017 《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等级和评价要求》、《石油化工行业检修工程预算

定额》（2009 版）制定而成。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整个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其它意见采用电话沟通和见面会议的形式讨论

解决。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宜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