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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 

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计价格[2002]10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物价局，建设

厅：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体制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101号)，调

整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规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行为，国家计

委、建设部制定了《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现予发布，自二OO二年三月一日起施行。原国家物价局、

建设部颁发的《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知》 

([1992]价费字375号)及相关附件同时废止。 

    本《规定》施行前,己完成建设项目工程勘察或者工程设计

合同工作量50%以上的，勘察设计收费仍按原合同执行；已完成

工程勘察或者工程设计合同工作量不足50%的，未完成部分的勘

察设计收费由发包人与勘察人、设计人参照本《规定》协商确定。 

    附件：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二OO二年一月七日 

主题词:勘察  收费  规定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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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行为,维护发包人和勘

察人、设计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及

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及《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

设计收费标准》。 

   第二条  本规定及《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 

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项目的工程勘察和工程

设计收费。  

第三条  工程勘察设计的发包与承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发包人有权自主选择勘

察人、设计人，勘察人、设计人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委托。 

    第四条  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价格法 

律、法规的规定，维护正常的价格秩序，接受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根据建设项目投资额的

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建设项目总投资

估算额500万元及以上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

价；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额500万元以下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

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六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其基

准价根据《工程勘察收费标准》或者《工程设计收费标准》计算, 

除本规定第七条另有规定者外,浮动幅度为上下20%。发包人和勘 

察人、设计人应当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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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收费额。 

   第七条  工程勘察费和工程设计费，应当体现优质优价的原

则。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凡在工程勘察

设计中采用新技木、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有利于提高建设

项目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

人可以在上浮25%的幅度内协商确定收费额。 

    第八条  勘察人和设计人应当按照《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

码标价的规定》，告知发包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

量、收费依据，以及收费标准。 

    第九条  工程勘察费和工程设计费的金额以及支付方式，由

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在《工程勘察合同》或者《工程设计合

同》中约定。 

第十条  勘察人或者设计人提供的勘察文件或者设计文件,

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工程技术质量标准，满足合同约定的内容、

质量等要求。 

    第十一条  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作量

增加或者工程勘察现场停工、窝工的，发包人应当向勘察人、设

计人支付相应的工程勘察费或者工程设计费。 

    第十二条  工程勘察或者工程设计质量达不到本规定第十

条规定的，勘察人或者设计人应当返工。由于返工增加工作量的,

发包人不另外支付工程勘察费或者工程设计费。由于勘察人或者

设计人工作失误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

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勘察人、设计人不得欺骗发包人或者与发包人互

相串通，以增加工程勘察工作量或者提高工程设计标准等方式,

多收工程勘察费或者工程设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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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和国家有关价格法律、法规规定的,

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本规定及所附《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 

计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二OO二年三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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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l.O.1  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提供编制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

施工图预算文件、竣工图文件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1.0.2  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建设项目单项工程概算投资额分

档定额计费方法计算收费。 

    铁道工程设计收费计算方法,在交通运输工程一章中规定。 

1.0.3  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l  工程设计收费 =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x(l±浮动幅度值) 

    2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 = 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 

    3  基本设计收费 =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x专业调整系数x工

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x附加调整系数 

1.0.4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设计

基准收费额，发包人和设计人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

内协商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合同额。 

 1.0.5  基本设计收费 

    基本设计收费是指在工程设计中提供编制初步设计文件、施

工图设计文件收取的费用，并相应提供设计技术交底、解决施工

中的设计技术问题、参加试车考核和竣工验收等服务。 

1.0.6  其他设计收费 

    其他设计收费是指根据工程设计实际需要或者发包人要求

提供相关服务收取的费用，包括总体设计费、主体设计协调费、

采用标准设计和复用设计费、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编制费、施工

图预算编制费、竣工图编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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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设计收费基

价在《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附表一)中查找确定，计费额处于

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1.0.8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为经过批准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

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

和。 

    工程中有利用原有设备的,以签订工程设计合同时同类设备

的当期价格作为工程设计收费的计费额；工程中有绥配设备、但

按照合同要求以既配设备进行工程设计并达到设备安装和工艺

条件的，以既配没备的当期价格作为工程设计收费的计费额；工

程中有引进设备的，按照购进设备离岸价折换成入民币作为工程

设计收费的计费额。 

1.0.9  工程设计收费调整系数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调整系数包括：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 

杂程度调整系数和附加调整系数。 

1 专业调整系数是对不同专业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 

度和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专业调

整系数在《工程设计收费专业调整系数表》(附表二)中查找确定。 

    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专业不同建设项目的工

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工程复杂程度分

为一般、较复杂和复杂三个等级,其调整系数分别为:一般(Ⅰ

级)0.85；较复杂(Ⅱ级)l.O；复杂(Ⅲ级)1.15。计算工程设计收

费时，工程复杂程度在相应章节的《工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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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专业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

数尚不能调整的因素进行补充调整的系数。附加调整系数分别列

于总则和有关章节。附加调整系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附加调

整系数不能连乘。将各附加调整系数相加,减去附加调整系数的

个数,加上定值l,作为附加调整系数值。 

1.0.10  非标准设备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 = 非标准设备计费额×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 

    非标准设备计费额为非标准设备的初步设计概算。非标准设

备设计费率在《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表》(附表三)中查找确定。 

1.0.11  单独委托工艺设计、土建以及公用工程设计、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的,按照其占基本服务设计工作量的比例计算工程设

计收费。 

1.0.12  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建设项目,附加调整系数为l.l～

1.4。根据工程设计复杂程度确定适当的附加调整系数,计算工程

设计收费。 

1.0.13  初步设计之前,根据技术标准的规定或者发包人的要求,

需要编制总体设计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5%加收总

体设计费。 

1.0.14  建设项目工程设计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设计人承担的,

其中对建设项目工程设计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设计人,按照该

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5%加收主体设计协调费。 

1.0.15  工程设计中采用标准设计或者复用设计的，按照同类新

建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30%计算收费；需要重新进行基础设计的,

按照同类新建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40%计算收费；需要对原设计

做局部修改的,由发包人和设计人根据设计工作量协商确定工程

设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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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编制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

的10%收取施工图预算编制费；编制工程竣工图的,按照该建设项

目基本设计收费的8%收取竣工图编制费。 

l.O.17  工程设计中采用设计人自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木的,其专

利和专有技木收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1.0.18  工程设计中的引进技术需要境内设计人配合设计的，或

者需要按照境外设计程序和技术质量要求由境内没计人进行设

计的，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根据实际发生的设计工作

量，参照本标准协商确定。 

1.0.19  由境外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需要境内设计人按照国家

标准规范审核并签署确认意见的，按照国际对等原则或者实际发

生的工作量,协商确定审核确认费。 

1.0.20  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初步设计、总体设计

分别为10份，施工图设计、非标准设备设计、施工图预算、竣工

图分别为8份。发包人要求增加设计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

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工程设计中需要购买标准设计图的,

由发包人支付购图费。 

1.0.21  本收费标准不包括本总则1.0.1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其

他服务收费,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

规定的，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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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山采选工程设计 

 

2.1  矿山采选工程范围 

适用于有色金属、黑色冶金、化学、非金属、黄金、铀、煤

炭以及其他矿种采选工程。 

2.2  矿山采选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矿山采选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表2.2-1 

                               设 计 阶 段 

工 程 类 型   
初步设计 

(%) 

施工图设计

(%) 

有色金属、黄金、铀矿、其他矿种采选工程 

化学矿新技术采选工程、黑色冶金露天采矿工程 
40 60 

黑色冶金坑内采矿工程 

煤炭矿山采选、水煤浆制备与燃烧应用、煤层气抽

放工程 

35 65 

化学矿常规技术采选工程 

非金属矿采选工程、黑色冶金选矿工程 
30 70 

2.3  矿山采选工程复杂程度 

2.3.1  坑内采矿工程 

           坑内采矿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2.3-1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 地形、地质、水文条件简单； 
2、 开拓运输系统单一，斜井串车，平硐溜井，主、

副、风井条数≤3条； 
3、 矿石品种单一，不分采的采矿工程； 

Ⅱ级 
1、 地形、地质、水文条件较复杂； 
2、 缓倾斜薄矿体或埋藏深度>500m的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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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市政工程设计 

 

7.1  建筑市政工程范围 

适用于建筑、人防、市政公用、园林绿化、电信、广播电视、

邮政工程。 

7.2  建筑市政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建筑市政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表7.2 

设计阶段

工程类型 

方案设计

（%） 

初步设计 

（%） 

施工图设计

（%） 

Ⅰ级 10 30 60 

Ⅱ级 15 30 55 建筑与室外工程 

Ⅲ级 20 30 50 

住宅小区（组团）工程 25 30 45 

住宅工程 25  75 

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工程 30 20 50 

智能建筑弱电系统工程  40 60 

室内装修工程 50  50 

Ⅰ、Ⅱ级 30  70 
园林绿化 

Ⅲ级 30 20 50 

人防工程 10 40 50 

市政公用工程 Ⅰ、Ⅱ级  40 60 

 Ⅲ级  50 50 

广播电视、邮政工程工艺部分  40 60 

电信工程  60 40 

建筑 35-43 

结构 24-30 建筑工程专业 

设备 28-38 

注：提供两个以上建筑设计方案,且达到规定内容和深度要求的,

从第二个设计方案起,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汁费的50%另收方案

设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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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建筑市政工程复杂程度 

7.3.1  建筑、人防工程 

建筑、人防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7.3-1 

等级 工程设计条件 

Ⅰ级 

1、 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2、 高度<24m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3、 小型仓储建筑工程； 
4、 简单的设备用房及其他配套用房工程； 
5、 简单的建筑环境设计及室外工程； 
6、 相当于一星级饭店及以下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7、 人防疏散干道、支干道及人防连接通道等人防配套工程 

Ⅱ级 

1、 大中型公共建筑工程； 
2、 技术要求较复杂或有地区性意义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3、 高度24-50m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4、 20层及以下一般标准的居住建筑工程； 
5、 仿古建筑、一般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以及地下建筑

工程； 
6、 大中型仓储建筑工程； 
7、 一般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8、 相当于二、三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9、 防护级别为四级以下同时建筑面积<10000m2的人防工程；

Ⅲ级 

1、 高级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2、 技术要求复杂或具有经济、文化、历史等意义的省（市）

级中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3、 高度>50m的公共建筑工程； 
4、 20层以上居住建筑和20层及以下高标准居住建筑工程； 
5、 高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和地下建筑工程； 
6、 高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7、 相当于四、五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特殊声学装修工程；

8、 防护级别为三级以上或者建筑面积≥10000m2的人防工程； 

注：1、大型建筑工程指20001m2以上的建筑，中型指5001-20000 

m2的建筑，小型指5000 m2以下的建筑； 

2、古建筑、仿古建筑、保护性建筑等，根据具体情况，附

加调整系数为1.3-1.6； 

3、 智能建筑弱电系统设计，以弱电系统的设计概算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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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额，附加调整系数为1.3； 

4、 室内装修设计，以室内装修的设计概算为计费额，附加调

整系数为1.5； 

5、 特殊声学装修设计，以声学装修的设计概算为计费额，附

加调整系数为2.0； 

6、 建筑总平面布置或者小区规划设计，根据工程的复杂程度，

按照每10000-20000元/ha计算收费。 

 

7.3.2 园林绿化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7.3-2 

等级 工 程 设 计 条 件 

Ⅰ级 
1、 一般标准的道路绿化工程； 
2、 片林、风景林等工程； 

Ⅱ级 
1、 标准较高的道路绿化工程； 
2、 一般标准的风景区、公共建筑环境、企事业单位与居

住区的绿化工程； 

Ⅲ级 

1、 高标准的城市重点道路绿化工程； 
2、 高标准的风景区、公共建筑环境、企事业单位与居住

区的绿化工程； 
3、 公园、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广场、街心花园、园林

小品、屋顶花园、室内花园等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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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7.3-3 

等级 工 程 设 计 条 件 

Ⅰ级 

1、 庭院户内燃气管道工程； 
2、 一般给排水地下管线(DN<1.0m，无管线交叉)工程； 
3、 小型垃圾中转站，简易堆肥工程； 
4、 供热小区管网（二级网）工程； 

Ⅱ级 

1、 城市调压站、瓶组站，<5000户气化站、混气站，<500m3

储配站工程； 
2、 城区给排水管线，一般地下管线(DN<1.0m，有管线交

叉)，<1m3/s加压泵站，简单构筑物工程； 
3、 >100t/天的大型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机械化快速

堆肥工程； 
4、 ≤2mw的小型换热站工程； 

Ⅲ级 

1、 城市超高压调压站，市内管线及加压站，穿、跨越管

网，≥5000户气化站、混气站，≥500m3储配站、门站、

气源厂、加气站工程； 
2、 大型复杂给排水管线，市政管网，大型泵站、水闸等

构筑物，净水厂，污水处理厂工程； 
3、 垃圾系统工程及综合处理与利用、焚烧工程； 
4、 锅炉房，穿、跨越供热管网，>2mw换热站工程； 
5、 海底排污管线，海水取排水、淡化及水处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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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工程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工程复杂程度表       表7.3-4 
等级 工 程 设 计 条 件 

Ⅰ级 

1、 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1套，电视1-2套）工程； 
2、 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1kw)工程； 
3、 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50kw)工程； 
4、 电视、调频发射塔(台)设备(单机功率≤1kw)工程；

5、 广播电视收测台设备工程； 
6、 三级邮件处理中心工艺工程； 
7、 简单的电信工程； 

Ⅱ级 

1、 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2-3套，电视3-5套)工程； 
2、 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1kw<P≤20kw)工程； 
3、 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50kw<P≤150kw)工程； 
4、 电视、调频发射塔(台)设备(单机功率1kw<P≤10kw，

塔高<200m)工程； 
5、 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工程； 
6、 二级邮件处理中心及各类转运站工艺工程； 
7、 较复杂的电信工程； 

Ⅲ级 

1、 广播电视中心设备(广播4套以上，电视6套以上)工程；

2、 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P>20kw)工程； 
3、 短波发射台设备(单机功率P>150kw)工程； 
4、 电视、调频发射台(台)设备(单机功率>10kw，塔高≥

200m)工程； 
5、 电声设备、演播厅、录(播)音馆、摄影棚设备工程； 
6、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微波站设备工程； 
7、 广播电视光缆、电缆节目传输工程； 
8、 一切邮件处理中心工艺工程； 
9、 复杂的电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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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  表 

 

附表一：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1 200 9.0 

2 500 20.9 

3 1000 38.8 

4 3000 103.8 

5 5000 163.9 

6 8000 249.6 

7 10000 304.8 

8 20000 566.8 

9 40000 1054.0 

10 60000 1515.2 

11 80000 1960.1 

12 100000 2393.4 

13 200000 4450.8 

14 400000 8276.7 

15 600000 11897.5 

16 800000 15391.4 

17 1000000 18793.8 

18 2000000 34948.9 

注：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1.6%的收费率计算收

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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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工程设计收费专业调整系数表 
工程类型 专业调整系数 

1、 矿山采选工程 
   黑色、黄金、化学非金属及其他矿采选工程

   采煤工程，有色、铀矿采选工程 
   选煤及其他煤炭工程 

 
1.1 
1.2 
1.3 

2、 加工冶炼工程 
   各类冷加工工程 
   船舶水工工程 
   各类冶炼、热加工、压力加工工程 
   核加工工程 

1.0 
1.1 
1.2 
1.3 

3、 石油化工工程 
   石油、化工、石化、化纤、医药工程 
   核化工工程 

 
1.2 
1.6 

4、 水利电力工程 
   风力发电、其他水利工程 
   火电工程 
   核电常规岛、水电、水库、送变电工程 
   核能工程 

 
0.8 
1.0 
1.2 
1.6 

5、 交通运输工程 
   机场场道工程 
   公路、城市道路工程 
   机场空管和助航灯光、轻轨工程 
   水运、地铁、桥梁、隧道工程 
   索道工程 

 
0.8 
0.9 
1.0 
1.1 
1.3 

6、 建筑市政工程 
   邮政工艺工程 
   建筑、市政、电信工程 
   人防、园林绿化、广电工艺工程 

 
0.8 
1.0 
1.1 

7、 农业林业工程 
   农业工程 
   林业工程 

 
0.9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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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表 
类别 非标准设备分类 费率(%) 

一般 

技术一般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1、单体设备类：槽、罐、池、箱、斗、架、台，常压容器、换热

器、铅烟除尘、恒温油浴及无传动的简单装置； 
2、室类：红外线干燥室、热风循环干燥室、浸漆干燥室、套管干

燥室、极板干燥室、隧道式干燥室、蒸汽硬化室、油漆干燥室、

木材干燥室； 

10-13 

较复

杂 

技术较复杂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1、 室类：喷砂室、静电喷漆室； 
2、 窑类：隧道窑、倒焰窑、抽屉窑、蒸笼窑、辊道窑； 
3、 炉类：冷、热风冲天炉、加热炉、反射炉、退火炉、淬火炉、 

锻烧炉、坩锅炉、氢气炉、石墨化炉、室式加热炉、砂芯烘

干炉、干燥炉、亚胺化炉、还氧铅炉、真空热处理炉、气氛

炉、空气循环炉、电炉； 
4、 塔器类：Ⅰ、Ⅱ类压力容器、换热器、通信铁塔； 
5、 自动控制类：屏、柜、台、箱等电控、仪控设备，电力拖动、 

热工调节设备； 
6、 通用类：余热利用、精铸、热工、除渣、喷煤、喷粉设备、 

压力加工、钣材、型材加工设备，喷丸强化机、清洗机； 
7、 水工类：浮船坞、坞门、闸门、船舶下水设备、升船机设备； 
8、 试验类：航空发动机试车台、中小型模拟试验设备； 

13-16 

复杂 

技术复杂的非标准设备，主要包括： 
1、 室类：屏蔽室、屏蔽暗室； 
2、 窑类：熔窑、成型窑、退火窑、回转窑； 
3、 炉类：闪速炉、专用电炉、单晶炉、多晶炉、沸腾炉、反应 

炉、裂解炉、大型复杂的热处理炉、炉外真空精炼设备； 
4、 塔器类：Ⅲ类压力容器、反应釜、真空罐、发酵罐、喷雾干 

燥塔、低温冷冻、高温高压设备、核承压设备及容器、广播

电视塔桅杆、天馈线设备； 
5、 通用类：组合机床、数控机床、精密机床、专用机床、特种 

起重机、特种升降机、高货位立体仓贮设备、胶接固化装置、

电镀设备，自动、半自动生产线； 
6、 环保类：环境污染防治、消烟除尘、回收装置； 
7、 试验类：大型模拟试验设备、风洞高空台、模拟环境试验设备 

16-20 

注：1、新研制并首次投入工业化生产的非标准设备，乘以1.3的调整系数计算收

费： 

2、多台(套)相同的非标准设备，自第二台(套)起乘以0.3调整系数计算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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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工程勘察收费是指勘察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收集已有资料、现场踏勘、制订勘察纲要，进行测绘、勘探、取样、试验、

测试、检测、监测等勘察作业，以及编制工程勘察文件和岩土工程设计文件等收取的费用。 

1.0.2 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分为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适用于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与检测监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水文气象勘察、

工程物探、室内试验等工程勘察的收费。 

  2 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分别适用于煤炭、水利水电、电力、长输管道、铁路、公路、通信、海洋工程等工程勘察的收费。

专业工程勘察中的一些项目可以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0.3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采取实物工作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由实物工作收费和技术工作收费两部分组成。 

  专业工程勘察收费方法和标准，分别在煤炭、水利水电、电力、长输管道、铁路、公路、通信、海洋工程等章节中规定。 

1.0.4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１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 ×（1±浮动幅度值） 

  ２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 

  ３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 

  ４ 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技术工作收费比例 

1.0.5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勘察基准收费额，发包人和勘察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

度内协商确定工程勘察收费合同额。 

1.0.6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是完成每单位工程勘察实物工作内容的基本价格。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在相关章节的《实

物工作收费基价表》中查找确定。 

1.0.7 实物工作量 

  实物工作量由勘察人按照工程勘察规范、规程的规定和勘察作业实际情况在勘察纲要中提出，经发包人同意后，在工程勘

察合同中约定。 

1.0.8 附加调整系数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工程勘察的自然条件、作业内容和复杂程度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附加调整系数分别列于总则和各章节

中。附加调整系数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附加调整系数不能连乘。将各附加调整系数相加,减去附加调整系数的个数,加上定值

1，作为附加调整系数值。 

1.0.9 在气温（以当地气象台、站的气象报告为准）≥35℃或者≤-10℃条件下进行勘察作业时，气温附加调整系数为 1.2。 

1.0.10 在海拔高程超过 2000m 地区进行工程勘察作业时，高程附加调整系数如下： 

  海拔高程 2000～3000m 为 1.1 

  海拔高程 3001～3500m 为 1.2 

  海拔高程 3501～4000m 为 1.3 

  海拔高程 4001m 以上的，高程附加调整系数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确定。 

1.0.11 建设项目工程勘察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勘察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目工程勘察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勘察人，按照该

建设项目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的 5%加收主体勘察协调费。 

1.0.12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不包括以下费用：办理工程勘察相关许可，以及购买有关资料费；拆除障碍物，开挖以及修复地下

管线费；修通至作业现场道路，接通电源、水源以及平整场地费；勘察材料以及加工费；水上作业用船、排、平台以及水监费；

勘察作业大型机具搬运费；青苗、树木以及水域养殖物赔偿费等。 

  发生以上费用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1.0.13 工程勘察组日、台班收费基价如下： 

  工程测量、岩土工程验槽、检测监测、工程物探 1000 元/组日 

  岩土工程勘察 1360 元/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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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地质勘察 1680 元/台班 

1.0.14 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 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1.0.15 本收费标准不包括本总则 1.0.1 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其他服务收费，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

规定的，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确定。 

2 工程测量 

  2.1 技术工作 

      工程测量技术工作费比例为 22%。 

  2.2 地面测量 

地面测量复杂程度表                                                          表 2.2-1 

类别   简单  中等   复杂  

地形 起伏小或比高<=20m 的平原 
起伏大但有规律，或比高<=80m 的丘

陵地 
起伏变化很大或高>80m 的山地 

通视 良好，隐蔽地区面积<=20% 一般，隐蔽地区面积<=40% 困难，隐蔽地区面积<=60% 

通行 较好，植物低矮，比高较小的梯田地区
一般，植物较高，比高较大的梯田，

容易通过的沼泽或稻田地区 

困难，密集的树林或荆棘灌木丛林，竹林，难

以通行的水网，稻田，沼泽，沙漠地，岭谷险

峻，地形切割剧烈，攀登艰难的山区 

一

般

地

区  

地物 稀少 较少 较多 

建筑群区  
有一般地区特征，细部坐标点每格<=5；

建筑物占图面积<=30% 

有一般地区特征，细部坐标点每格

<=8；建筑物占图面积<=50% 

有一般地区特征，细部坐标点每格>8；建筑

物占图面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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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岩土工程勘察 

  3.1 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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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见国标《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2.利用已有勘察资料提出勘察报告的只收取技术工作费，技术工作费的计费基数  为所利用勘察资料的料物工作收费额。 

3.2 工程地质测绘 

 

3.3 岩土工程勘探与原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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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岩土工程设计与检测监测 

  4.1 岩土工程设计 

  4.1.1 岩土工程设计服务内容 

  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要求，现场踏勘，收集分析已有资料，调查周边建筑物及地下管线情况；编制岩土设计文件，绘制施

工图，提出试验、检测和监测方案；配合施工，解决施工中的设计问题。 

  4.1.2 岩土工程设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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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岩土工程设计收费不足 0.5 万元，按照 0.5 万元计算收费； 

  3.岩土工程概算额＞2000 万元时，I 级按照费率 3.5%、Ⅱ级按照费率 4.5%、Ⅲ级按照费率 5.0%计算收费； 

  4.岩土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 4.1.1 岩土工程设计服务内容的价格。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 

  4.2.1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技术工作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技术工作费收费比例为 22%。 

  4.2.2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实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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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文地质勘察 

  5.1 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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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文地质测绘 

 

5.3 模拟计算、遥感判释 

 

 

 32

造价者网www.zaojianet.cn



5.4 水文地质钻探 

水文地质钻探实物工作收费基价按所钻探地层分层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水文地质钻探实物工作收费基价=130 元/（米）×自然进尺（米）×岩土类别系数×孔深系数×孔径系数 

 

 

5.5 现场测试与取样 

 33

造价者网www.zaojianet.cn



 

5.6 洗井、固井与旧井处理 

 

6 工程水文气象勘察 

  6.1 技术工作 

  工程水文气象勘察技术工作费收费比例为 22％。 

  6.2 工程水文勘察 

 34

造价者网www.zaojianet.cn



 

6.3 工程气象勘察 

 

7 工程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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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技术工作费 

  工程物探技术工作费收费比例为 22%。 

  7.2 工程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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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室内试验 

  8.1 技术工作费 

  室内试验技术工作费收费比例为 10％。 

  8.2 土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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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水质分析 

 

8.4 岩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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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现场室内试验 

  土工、水质、岩石室内试验需移至现场进行的，附加调整系数为 1.3。 

9 煤炭工程勘察 

  9.1 说明 

9.1.1 本章为煤炭工业的矿井、露天矿、选煤厂、水煤浆制备与燃烧应用、煤层气抽放及输配等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

段的工程勘察收费。 

 41

造价者网www.zaojianet.cn



9.1.2 煤炭工程初步设计阶段的勘察工作量为 30%，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勘察工作量为 70%。 

  9.2 煤炭工程勘察收费 

9.2.1 根据场地地形和岩土工程复杂程度，煤炭工程勘察分为一般场地和复杂场地两类：一般场地，岩土工程勘察和工程测量

按该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的 12～18%计算收费；复杂场地，如岩溶、洞穴、泥石流、滑坡、沙漠以及山前洪积扇等，

按该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的 20%计算收费。 

9.2.2 矿井井巷、露天矿疏干，边坡和排土场的工程勘察另行计算收费。岩土工程设计

与检测监测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0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 

  10.1 说明 

  10.1.1 本章为水库、引调水、河道治理、灌区、水电站、潮汐发电、水土保持等工程初步设计、招标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

段的工程勘察收费。 

  10.1.2 单独委托的专项工程勘察、风力发电工程勘察，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0.1.3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按照建设项目单项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法计算收费，计算公式如下：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度值） 

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基本勘察收费＋其他勘察收费 

基本勘察收费 ＝工程勘察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附加 调整系数 

  10.1.4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收费的计费额、基本勘察收费、其他勘察收费及调整系数等，《工程勘察收费标准》中未做规定

的，按照《工程设计收费标准》规定的原则确定。 

  10.1.5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收费基价是完成水利水电工程基本勘察服务的价格。 

  10.1.6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按照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的 15～20%计算收费。 

  10.2 水利水电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及专业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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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复杂程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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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收费基价 

 

11 电力工程勘察 

  11.1 说明 

  11.1.1 本章为火电、变电、送电、核电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

工程勘察收费。 

  11.1.2 电力工程勘察收费按下列公式计算：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 

  11.1.3 电力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按下列公式计算： 

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比例 

 

11.2 火电工程勘察复杂程度划分 

  11.2.1 火电、变电、送电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赋分值见表 11.7-1。 

  11.2.2 火电、变电、送电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见表 11.7-2。 

11.3 火电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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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变电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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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送电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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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核电工程勘察 

  11.6.1 核电工程勘察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1.6.2 编制核电工程勘察总报告书，按照核电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的 30％

计算收费。 

11.7 火电、长输管道、铁路、公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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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火电工程复杂程度赋分使用括号内数值，分子为发电和变电工程赋分值，分母为送电工

程赋分值； 

 50

造价者网www.zaojianet.cn



  2. 岩土分类和鉴定见国标《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12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 

  12.1 说明 

  12.1.1 本章为输送石油、天然气、成品油、矿浆等气态或液态介质，从外输总站到用户口站间管道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

设计阶段的工程测量及岩土工程勘察收费。 

  12.1.2 长输管道穿越或跨越河、渠、湖泊、冲沟、公路、铁路，以及站址、隧道等工程，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长

输管道工程勘察收费应当扣除其相应的长度。 

  12.1.3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 

  12.2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复杂程度划分 

  12.2.1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赋分值见表 11.7-1 

  12.2.2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见表 11.7-3 

  12.3 长输管道工程勘察收费基价 

 

13 铁路工程勘察 

  13.1 说 明 

  13.1.1 本章为铁路工程勘察收费。 

  13.1.2 铁路线路工程勘察按照正线公里计算收费。在铁路线路工程勘察正线公里范围内引起的其他铁路改建的工程勘察不再计算收费。

  13.1.3 根据工程性质需要作工程地质加深勘察或者进行专项工程勘察的，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3.1.4 本收费标准中的 1：2000 地形图是按照宽度 0.4 公里计算收费的，采用航测时，宽度为 0.6 公里，超出的 0.2 公里，按照通用工程

标准另行计算收费。 

  13.1.5 铁路工程勘察按照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 

  13.2 铁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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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铁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赋分值见表 11.7-1 

  13.2.2 铁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见表 11.7-3 

  13.3 铁路工程勘察收费基价 

 

 

14 公路工程勘察 

  14.1 说 明 

  14.1.1 本章为公路工程初测和定测阶段的工程勘察收费。 

  14.1.2 地质病害集中的山区公路、长大隧道及独立大桥梁，超出《公路工程勘察设计规程》常规范围的工程勘察，执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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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14.1.3 本收费标准中的 1：2000 地形图是按照宽度 0.4 公里计算收费的，采用航测时，宽度为 0.6 公里，超出的 0.2 公里，

按照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另行计算收费。 

  14.1.4 公路工程勘察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价×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 

  14.2 公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划分 

  14.2.1 公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赋分值见表 11.7-1 

  14.2.2 公路工程勘察复杂程度见表 11.7-3 

  14.3 公路工程勘察收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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