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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说明书是指导用户迅速熟悉软件、应用软件编制概算的指南。总体分三部

分，第一部分讲解软件的操作，第二部分附录列出各费用的计算规则、快捷键速

查表、2019 安装指标应用补充说明等，第三部分是常见问题答疑。 

本次在前版基础上补充了智能套指标及换算、智能取价等功能。 

本说明书在软件再次升级后会补充更新，请留意说明书版本号及出版日期，

可在封二查看。 

我们为软件做的憧憬是：全面、专业、高效。 

感谢您的使用，预祝您应用本软件得心应手。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注：更新内容在目录页标注为红色。 

  



 

软件操作快捷方法 

 

 

 

 

 

  

分部批量降级 
单击工具栏展开到第一级 
 
 

批量选中分部，单击工具栏降级图标 
 

编制界面 

最大化 

精简编制列 

常用快捷键 
 

保存：CRTL+S 

删除：CRTL+D 

撤销：CRTL+Z 

重做：CRTL+R 

新增：insert 

标准换算：F5 

查看章节说明：F7 

标记字体颜色：CRTL+M 

自检编制 

常见错误 
 
 
 
 
 
 
 

借用项目其他工程数据 
 

编制界面右击>右键菜单>拖拉导入工程子目>选取相应工

程文件>批量拖拉即可 

显示并打印输出全部报表 

（如综合概算） 

查看某条子目的多次意见及修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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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软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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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软件安装 

一、软件构成： 

软件包含安装程序、加密锁。 

安装程序（客户端）由盛华实技术部提供，服务端升级由盛华实技术部（或项目部）部

署或指导部署。 

 

二、操作环境 

win7及以上版本操作系统。 

三、安装操作步骤 

双击“SAVAS_石化造价计控系统平台 V8.XX.exe”（版本号不断更新，安装包名称随之变

化），一直执行【下一步】，直到【确定】安装结束。 

在安全设置较高的系统，安装时需要以本机管理员身份进行安装。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方

法：在程序上右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第一次安装软件后启动软件时，如遇到操作系统中杀毒软件的示警，请“添加信任”，

即可顺利应用本软件。 

 

四、加密锁驱动（自动安装） 

装加密锁驱动随程序安装包自动安装，如果安装后出现“未找到加密锁提示”，检查是否

插锁；插锁仍出现此提示，需要用户手工安装加密锁驱动。 

安装方法：程序安装路径 D:\盛华实科技\石化工程造价\Drivers，运行“InstWiz3.exe”，

即可。    

第二章  软件项目架构 

 

一、 软件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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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整体分服务端与客户端二个部分，服务端部署在用户公司服务器上，通过浏览器访

问；客户端安装在每台电脑上，专业编制是在本地（客户端）操作，存储在客户端，同步到服

务端；汇总是在服务端完成。 

 

二、web 端 功能界面 

 

1.项目列表 

 

2.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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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总概算表 

 

4.字典维护 

维护专业名称等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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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项维护 

单项维护，主要维护单项或单元名称，在客户端新建项目是可以选择标准的名称，形成统一的名称库。 

 

6.专业维护 

专业维护，维护专业名称及代码，统一专业基础数据 

 

7.CBS维护 

维护各专业的 CBS名称，设置 CBS分部主要工程量汇总规则等，基础数据标准化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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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单项费用和项目费用 

主要是针对项目和单项二三类费用的维护，统一二三类费用名称及计算规则，设置费用编码，便于事后数

据汇总及分析。 

 

 

9.流程设置 

流程设置，对估算编制工作流程进行定义，可按照本公司的工作流进行修改和调整，是系统应用更符合本

企业的质量控制和工作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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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户端初始界面   

    

图中： 

标示 1  协同编审：编审中是当前登录人参与的所有未完成项目，大部分操作都在这里执行；已完成是当

前登录人参与的已经完成归档的项目。 

标示 2  功能按钮：针对项目进行操作的一些功能按钮，在操作软件时结合这些按钮可以更加快捷。 

标示 3  项目管理：项目列表，可以选择项目进行操作。 

标示 4  项目构成：和项目列表结合使用，在左侧选择项目，这里就会显示相应详细的项目构成并可进行

项目工作的人员安排。 

标示 5  登录信息：显示当前登录人的用户名，及项目路径信息等。 

 

四、客户端编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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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1.左侧为项目导航区，点击节  点可以进入相应的界面，例如单击构筑物可进入构筑物编制界面，单击项

目名称节  点可进入项目综合概算界面 

2.页面切面，单击可进入安装工程编制、进口费用编制等 

3.概算编制主界面，指标套用编辑调整等操作都在此进行 

4.勾选定额子目后显示，包括定额库、人材机等信息 

5.信息栏，显示当前登录信息和项目位置  

 

项目编辑与项目管理的切换 

在概算费用编辑的任何界面点击 可返回到项目管理器界面。 

 

五、名词解释 

1.概算类别:指概算编制办法中工程费汇总时，各个主项所填入的项目类别。如工艺生

产装置、配套系统工程、厂外工程、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共四大类 

2.单项工程：指工艺生产装置的主项，配套系统的单元； 

3.CBS分类:指安装、建筑专业下单位概算根据汇总的主要工程量，需要分类编制并取费

的各类内容的标题。如：总图专业的围墙大门；静置设备中的塔、反应器 

4.独立装置：所编制的总概算只有一个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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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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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编校审同步流程 

一、 流程图 

 

 
 

二、流程解读 

 

1. 项目流程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质量控制要求进行选择，项目流程一旦确定，且项目已经

启动编审，则该流程将无法修改和调整。 

2.流程节点：编制——编校审同步——项目汇总——项目完成 

 

编制：编制人接到任务后，开始编制工作，编完提交校审后进入编校审同步。 

编校审同步：编制人提交后，校核人和审核人可同时提交校审意见，编制人修改后可再次提交

校审，可重复操作,也可在服务器端限制提交次数。校审结束后，编制人提交下一流程至项目

汇总节点。 

项目汇总：数据汇总节点，也可继续编辑或再次提交校审。汇总完成后可提交下一流程至项目

完成或者返回至编制重新开始。 

项目完成：完成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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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概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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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创建 

第一节 项目创建 

一、项目创建 

鼠标左键点击【项目创建】，选择【新增项目】或点右键【新增项目】，输入项目名称，项

目编号； 

项目模板选择，默认最新 2019安装指标模板； 

选择编制工作【流程模板】，确定该项目编校审的工作流程。 

 

 

注：上图中的内容都为必填（选）项 

 

二、关键字查找项目 

单击工具栏 按钮，输入项目关键字，可快速定位到项目。 

三、项目文件导出、删除、导入 

1.导出：在项目文件名称上点击【导入导出】或在右键菜单选中【导出项目】，选择保存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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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 

 

2.删除：在项目文件名称上点击右键菜单中的【删除项目】 

 

 

3.导入：点击【导出导入】或在右键选择【导入项目】 

 

 

 

四、自定义项目模板 

用户根据本单位情况自定义的项目结构、费率值、材料信息、综合概算中二三类费用明

细、单价公式等信息可以保存为“项目模板”，以便以后直接选择自定义“项目模板”创建新

工程，右键单击项目名称，选择【另存为模板】，输入模板名称，选择保留信息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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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存模板并不保存项目任何基础信息和项目造价金额 

 

五、复制项目 

    用户可把已编制好的项目的数据和基础信息另存为一个新项目，直接编辑新项目名称及

造价数据即可，右键单击项目名称，选择【复制创建】，输入新的项目名称，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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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项目结构建立 

一、建立概算类别 

选中项目名称、点击上方【概算类别】按钮，选择名称、编号，点击【确定】 

 

 

二、手动新建单项、单位工程 

选中项目名称或单元名称，单击上方【单项工程】按钮，输入单项名称编号，同时勾选专

业工程，点击确定。 

注：添加单元和单项时可以选择标准的单元或单项名称也可输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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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项工程导出、删除、导入 

1.导出（备份）：在项目构成界面单击单项名称，选择【导出单项/单位】 

 

2.删除：在项目构成界面单击单项名称，选择【删除】 

3.导入：在项目构成界面单击项目名称或单元名称，点击【单项工程】下拉菜单中的

【导入单项】 

 

 

四、单位工程导出、删除、导入 

1.单位工程的备份、删除与单项工程操作相同 

2.导入：在项目构成界面选中单项名称，点击【单位工程】下级菜单中的【导入单位】 

 

六、单项工程或单位工程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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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构成】界面单击【上移】【下移】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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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导入项目结构及人员安排 

以下为项目创建人（负责人）操作 

 

项目结构也可通过导入电子表创立。 

 

一、导入概算大类、单项（装置）的多级结构 

本功能可导入多级概算类别、单项工程、专业工程，及编校审人员安排。 

如项目结构简单，可略过此部分； 

 

 

 

二、操作步骤： 

第一步，按模板整理 Excel 结构表，根据序号列导入项目结构，支持 5 级以上结构，专

业名称须为标准专业名称。专业可随意组合或在同单元格分行列出，单元行没有对应人员的

专业不创建专业，支持导入单元号、单元名称、业主文件号等。 

模板文件位于 D:\盛华实科技\石化工程造价\用户模板（默认安装位置时）\项目结构导

入模板.xlsx 

 

 

 

 

 

第二步，新建项目，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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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窗口，选结构 Excel 文件，选模板“概算结构”，导入即可。 

结果：概算分类、装置或单元、专业自动创建，编制人、校核人、审核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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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员安排 

以下为项目创建人（负责人）操作 

 

选择编制人、校核人、审核人或审定人， 

可按父子类型选人（父节点选人后会覆盖其包含的子类） 

 

一、 专业工程编制人员安排 

 

如下图：点对应编辑框中的图标按钮，可以调出人员选择列表，可以单选，也可输入姓

名第一个字母，自动定位。如何爱萍，输入 HAP 即可。 

  

 

 

 

 

 

 

 

 

 

 

 

通过右键菜单可以实现快速选人 

 

二、 其他费人员安排 

项目二三类费用编制任务选人同专业选人相同，（‘其他费’代表二三类费用，和专业工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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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走流程）如下图：  

 

  注：项目汇总（最后一个流程节点）选人需在顶级节点处（项目级）选人，确保此节点是同

一人。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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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启动 

以下为项目创建人（负责人）操作 

 

一、【启动项目任务】 

 

点击左侧【启动项目】提交创建好的项目到服务器，并启动该项目的编审流程，系统会

按上边的人员安排把相对应的单位工程发送到该人的待办任务中。 

 

二、【中途换人】 

 

任务安排表中的颜色代表任务目前的状态，当颜色为绿色时表示任务该任务已经完成并

提交，当前人员已经完成该阶段的任务，这时无法替换当前人。当颜色为其他颜色时表

示该任务还未完成，创建人可随时更换人员，系统会自动把相关任务推送到更换后的人

员的待办列表中。 

 

三、【修改项目】再次启动 

 

针对项目结构和人员安排重新做调整，人员更换参见第五条。当项目的结构发生变化时

创建人可在右侧的项目结构中对项目构成进行调整，例如增加单项，增加单位，删除

等，调整完成后，重新点击左侧的【再次提交】即可，项目将按新的结构重新分发到各

接收人的【项目列表】中。 

 

四、【项目同步】 

 

用户自己创建的项目如何不同电脑间同步，当用户在不同电脑间切换时，每个状态下的

项目同步方式不一样，如下说明： 

1.项目列表中的项目，当本地没有该项目时，软件后自动提示该项目不存在请先下载项

目，这时点击确定下载项目，等项目下载完成后，可进行操作，包括项目结构的修改，及人

员的重新安排等。 

 
2.项目列表中已有的项目，如果云端有更新，在软件中也会有提示，在项目结构中，专

业名称会有提示云端有更新，这时双击进入时工程项目时，软件会自动先下载再进入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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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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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接收任务 

一、登录软件客户端 

当前不需要操作时，项目结构中，当前登录人的名称都为黑色 

  

 

 

注：编审同步流程中编制人提交下一流程或提交校审后，校核人和审核人底色为黄色且名字不

会变红，但可提交意见。如图： 

 

    

 

二、 提交下一流程后，下一流程的执行人会收到相应的消息通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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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属性操作 

以下为项目创建人（项目负责人）操作 

一、项目基本信息修改 

在【项目导航】中单击项目名称，在右边的窗口中点击【工程概况】，可以修改项目名称

的基本信息。同理，双击单项工程，在右边的窗口中点击工程概况，可以修改单项工程的基本

信息。 

 

注意：只影响项目构成中内容和打印报表中的内容。 

 

二、查看造价数据 

1. 点击【工程费】，【项目总概算】可查看相应项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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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编制建筑单位工程（专业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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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增加 CBS 分类 

 

点击增加项，然后在新增的分部名称中点击后面的下拉按钮，可以选择标准的 CBS 名称（自

动统计主要工程量）如下图： 

 

也可选中已建立的分部行，单击名称，再选择相应的 CBS分部，根据所选分部名自动统计相应

的主要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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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工程量统计 

  除上述选择默认 CBS 名自动统计外，也可手动修改：分部行填写想要统计的主要工程量单

位， 后面 CBS 统计类别选择类型，台/吨统计选择双单位统计，其他统计选择多单位统计以逗

号隔开， 需要统计的子目在后方‘是否汇总工程量’打上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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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录入定额子目方法 

一、 为子目选指标号 

勾选工具栏 选项，在下侧的标准定额库可按章、节 选取相应子目（对熟悉此指

标的工程师），对还不熟悉本指标的工程师，可在“条件查询”页面中输入关键字，如“砖

基础”，定额册中名称含此关键字的指标罗列于右边窗口，双击，可添加到上面主窗口中。 

 

 

 

二、输入指标号回车 

在专业概算“编号”列输入指标号，回车，可调出相应子目。 

跟上行：可省略上一行的章  号，如上一行为 G1-1，则输入 5，即为 G1-5。 

三、补充 

1．补充定额 

单价工具栏【补充】，在弹出的窗口中，子目编号自动添加，输入子目的名称、单

位，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主材费，设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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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子目可存入补充库，选择右键菜单中【存入补充库】即可。 

1. 补充费 

在补充的窗口中填入直接费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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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换算子目 

一、自动换算窗口 

石化建筑概算，G2-11~G2-37的桩进行打试验桩换算时，要求是：打试验桩按相应定额子

目的人工、机械乘以系数 2计算。 

在软件中，输入或双击相应子目，如 G2-11，会自动弹出换算窗： 

 

勾选“打试验桩”，人工费、机械费分别乘以换算系数 2，结果见下图： 

 

 

二、每增减换算 

1．厚度换算 

例如输入或从左侧（电子定额本）选取“G6-1 水泥混凝土路面厚 200mm 级配碎石基层

厚 300mm”，自动弹出换算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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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级配碎石基层厚度及水泥混凝土路面厚度，软件自动做每增减换算， 

2．运距换算 

输入“G1-4”回车,自动弹出换算窗口，输入实际运距，确定。 

 

三、手工系数换算 

1．单个子目手工乘系数方法： 

单击子目行，再单击工具栏上“标准换算”，弹出如上图窗口，在人工，或材料，或机

械等处输入相应系数，确定即可。 

2．子目工程量批量乘系数方法： 

在概算编制界面右键菜单，选“批调工程量”，弹出工程量调整窗口，输入调整的百分比，

如增大一倍，需要填写 100。适用范围可以在下方选取，对单个子目、全部工程量（本单位工

程）、分部分项（光标所在分部）的全部子目工程量批量乘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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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目人工等批量乘系数方法： 

右键菜单中“批调人材机”，调出窗口，填写人工、材料、机械、主材、设备系数，如扩

大到 1.3 倍，则填写 1.3。应用范围如是“选中子目”，需要通过 SHIFT 或 CTRL 批量选中子目

再执行此操作。 

  

四、重套子目 

在子目上单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如图： 

 
     (1)保留系统调整(选中子目)  :保留选中子目所乘系数，标准换算不保留； 

     (2)保留系统调整(全部)  : 保留当前专业全部子目所乘系数，标准换算不保留； 

     (3)清除系统调整(选中子目) : 清除选中子目所乘系数及标准换算； 

     (4)清除系统调整(全部) : 清除当前专业全部子目所乘系数及标准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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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导入概算 excel 文件 

一、导入 

单击工具栏【导入】，导入设计条件电子表。 

a 在专业概算编制界面点击  

b 选择要导入 excel 文件 

c 列标题名称与列的内容一一对应选上 

d 设置导入数据的起始行和结束行，也可右键子目选择起始结束行 

e 可按住 Ctrl 键批量选择分部，然后点击批量设置（序号列的一、二、三等大写数字自动

识别为分部） 

f 点击导入按钮 

 

提示：1. 导入的表格时，国内费用在建筑工程或者安装工程中点击调入按钮，进口费用要切

换到进口费用中点击导入按钮。 

2. 最好在导入前把是分部的行，设置分部一下。这样导入后会自动生成分部，不用再

调整 

3. 分部设置错误时，可在‘类型’这一列将分部改为子目 

 

 

二、导入后自动生成导入子目的分部，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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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更新材料信息价 

以下为项目创建人（负责人）操作 

一、下载最新信息价 

在项目节点（单击项目导航最顶级），进入【项目设置】插页，单击“价格信息”，再单击工具

栏上 。在弹出窗口中勾选选择列，单击【下载】按钮，已下载列打勾即下载完毕。 

 

 
 

二、应用信息价 

在需要导入的信息价行单击，再单击工具栏 ，进度条结束在已载入列出现勾选，即载

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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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汇总 

一、查看建筑工程费合计 

单击项目名称，在【工程费】中可查看项目的建筑工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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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编制安装单位工程（专业概算） 

 

 

 

与建筑专业工程相同的操作略去，请参看上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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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入设计条件 

功能简述： 

将委托设计条件中的数据读进软件中，数据包括名称、规格、各类描述参数、单位、数量、

单重等，提高编制概算的效率。 

导入设计条件 Excel 表时，需对应相应的模板。如果模板已与本公司的设计条件格式完全

适应，可实现一键导入设计条件。其中，涉及类不同材质的塔时，不同材质的塔单重会自动汇

总，便于计算非标设计费。其中，如塔器类的多列描述：内径、高度、介质、设计温度、设计

压力等，可合并到设备名称后，套取指标时做参考。 

注：整理设计条件时注意 

软件中只有序号和名称的一般自动识别为分部，相邻分部下方识别为子分部，相邻多个分

部就会出现多级子分部，一般避免出现 3级以上分部，需在整理设计条件电子表时注意。 

只有名称的一般识别为补充描述，会自动合并到上一行名称中，当相邻多行只有名称，是

全部合并到上方非补充描述行的名称中。 

 

 

操作步骤： 

 

 1.在编制页面中，点击‘导入设计条件’，进入导入预处理窗口： 

        

 

  2.Excel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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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择 Excel表 

B：选择 Excel中对应的表单 

C：选择该设计条件对应的模板 

D：单重单位：默认 kg 

E：描述行在下方：默认勾选，不勾选则在上方 

    作用：当某行的类型为描述时，勾选后导入时该行名称会合并到上一行中不勾选则合并

到下一行中。 

F：默认导入的是设备，不勾为主材。 

G：勾选后在导入时，会在设备或主材的上方添加一行空的安装子目，方便计取安装费。 

J：确定导入的起始结束行，也可右键选择。 

K：列类型：选定模板后软件自动对应列类型，如有没对应上的列可以手动对应列类型。 

H：行类型：选定模板后软件自动对应行类型，如有错误可手动重新指定行类型。 

处理完成后点击导入。 

注：只有序号和名称的行会自动识别为分部 

 

提示： 

设计条件模板的设置、新增可请盛华实技术部配合制作，也可在专题操作说明指导下自

己独立完成。设计条件模板设置专题操作说明不在本文件中。 



  石化概算计价 v8.7 企业版操作指南 

41 
 

第二节  智能套指标及换算 

一、智能套指标总体流程 

 
 

二、操作方法 

单击工具栏 ，弹出如下窗口： 

 

 

 

1、智能套指标范围 

（1）工艺管道专业 

一般按整个专业执行智能套指标。 

（2）其他专业 

一般批选部分设备或材料的设计条件，执行智能套指标。 

批选方法：shift 或 Ctrl 批选。 

 

2、补充关键字（条件） 

（1）工艺管道专业 

需要补充业务板块关键字：炼油、化工、煤化工、LNG 等关键字， 

部分管子还需要补充 SHA1 等， 

例 1： 

炼油 

SHA1 

注意：须分行列出关键字 

 

（2）其他专业 

批选的设备或材料，如条件不全的，需补充，补充的关键词为常见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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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阿牛巴 

 

例 3： 

生产给水管道 

 

例 4： 

PW 管道 

 

例 5： 

DIICT 

 

（3）设计条件中出现非常见描述未正确套出唯一指标时 

 

一般补充常见描述词或安装指标中标准名词。 

 

三、结果（蓝、黄、白） 

 

1、蓝色为唯一值，打开电子定额本，双击指标号，直接定位到相应指标，进行校验； 

2、黄色为多个值，在下拉框中选其一，如果只选当前显示指标，按 Ctrl+F5，可批量操作；如

需重新执行智能套指标，撤销，补充关键字重新执行智能套指标； 

3、白色为空，可手动套指标。或补充关键字重新执行智能套指标。 

 

四、注意事项 

1、影响智能套指标的信息 

分部名称、设备材料名称、材质、规格、类型等各参数、所在专业。 

 

例 6： 

如在压缩机分部下有泵，这时泵就无法套出指标。 

 

2、设计条件整理 

设计条件完整与正确是智能套指标效率的决定因素。 

设计条件完整包括：设备材料的本行信息、其上级分部信息组成。 

当出现多级分部时，如 3 级分部以上，一般是错误的，避免错误的方法： 

当只有序号和名称而没有数量，一般会识别为分部，相邻分部下方识别为子分部，当多个分

部相邻，就会出现多级分部，在整理设计条件时，要避免出现相邻的多级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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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批量套指标及换算 

 

单击“子目名称”标头，弹出过滤小窗口，填写关键字“DN25” （支持通配符*单字符?），回

车，标头 图标为筛选状态，如下： 

 

 

再应用 shift 或 Ctrl 多选部分行，先单击编号处再多选，如图： 

 

 

方法一： 

直接输入 2-1036，回车，弹出换算窗口，勾选换算项，即实现多行同时套指标并换算。 

注意：先单击编号处，再按照 shift 或 Ctrl 批选行，再输入指标号。 

 

方法二： 

打开电子定额本，选章  节  相应子目，勾选右侧换算内容，单击【替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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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气专业，电缆安装子目本身含小主材，需要与导入设计条件的电缆主材分行，请执

行如下批操作： 

批选多条电缆主材（Ctrl 或 shift），单击右键菜单的“设备主材添加空子目”—“在上

方”，可在批选行上方添加空行并复制了名称、单位与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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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批量给定设备或主材单价 

在导入设计条件后的编制底稿筛选后，单击某行设备单价，批选（shift 或 Ctrl）多行，直接输

入设备单价，回车即可。 

 

注意：先单击所选某行设备单价，再按照 shift 或 Ctrl 批选行。 

批量给定主材价格、批量给定进口关税税率（注：【进口】中操作）操作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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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智能取价 

一、取价范围 

目前软件支持阀门库、电缆库、非标设备库取价。 

 

二、智能取价总体流程 

 

 

三、操作方法 

单击工具栏 ，弹出如下窗口： 

 
 

选择一期价格文件，设定范围即可。 

 

四、校验方法 

 

打开编制下方阀门（电缆或非标）窗口，在价格标头输入价格，回车，如下图： 

 



  石化概算计价 v8.7 企业版操作指南 

47 
 

 

 

五、取价文件整理 

详见下一节价格文件建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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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非标设备库、电缆库、阀门库应用 

 

一、取价方法 

在编制页面下方电子定额库页面中，有‘非标设备库’‘电缆库’‘阀门库’三个页签，点

击打开。选中编制页面中某条需取价的设备或主材，在下方价格库中双击要取价的行即可取

价。 

 

二、电缆库取价 

电缆库：在右侧‘执行铜价’中填入价格，填的哪种价格就使用价格库中该价格列，配置

加价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勾选，软件自动计算加价。 

 

注：价格库的使用和导入设计条件配套，只有通过导入设计条件后，行类型为设备或主材

时才可以套用价格库。 

 

三、查询功能 

 价格库中在需查找的列标头右键，可按条件进行查找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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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备主材价格库建立、维护 

 

1、功能简述： 

建立设备主材价格库，可以存取不同期非标设备价格、电缆价格、阀门价格，方便概算编

制时取价。 

2、模板文件：D:\盛华实科技\石化工程造价\用户模板（默认安装位置时）\电缆价格库

模板.xlsx、阀门价格库模板.xlsx 

 

3、操作步骤： 

 

软件中进入维护页签，可对‘非标设备库’‘电缆库’‘阀门库’进行建立和维护 

 

 

（1） 价格库的建立：点击进入价格库，点击新建按钮添加新的价格库。其中非标设备库

建好后默认分为‘普通’和‘特殊’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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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格的导入： 

 

A 导入 Excel价格表 

B 选择导入的价格类别 

C 选择需导入的价格文件 

D 选择 Excel表相应的页签 

E 选择适配模板 

F 确认导入价格的起始行和结束行 

G 单价列需在顶端右击指定，其他列类型软件自动识别 

完成后点击导入即可，导入完成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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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设备询价 

一、功能简述： 

是将概算中未知价格的设备材料导出成 excel 表，提供给采购部；采购部填入价格后，可

导入概算中。 

 

二、操作步骤： 

 

1.导出询价单 

在项目级工料机汇总页面中，勾选需询价的设备（可批量选择），点击‘导出询价单’ 

 

 

2.导入询价单 

询价单填写完价格后进行导入，选择 Excel表和页签后，软件自动识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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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后软件自动填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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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设备费其他说明 

 

一、整台设备（台单价） 

在导入的设备名称行，工程量列导入的是台数，在“子目编号”列输入指标号，在“设备

单价”列输入设备单价，设备费和安装费自动算出，移动拉杆到后可看到设备购置费、安装费

数据。 

设备购置费=设备费+设备运费+设备采保费 

设备费=台数*设备单价 

安装费=直接费+综合取费 

直接费=定额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其中，设备运杂费费率、综合费率、增值税税率在【项目设置】中【费率设置】插页指定。 

 

二、整台设备（吨单价） 

如需设备单价为吨单价，需勾选吨单价 

设备合价=设备单价*总重 

 

三、不同材质设备分片分段组对安装 

    导入设计条件自动识别不同材质设备并做降级处理，统计出台单价。 

手动降级方法： 

在导入的设备名称第一行，输入安装指标号，其下的不同材质的设备构件，通过降级（可

批量 Shift选择，批量降级，单击工具栏 ），输入设备单价（吨单价），实现分材质设备“吨”

单价自动合计为子目“台单价”，如下图所示： 

1-1145 的设备单重=∑其下不同材质设备构件的单重， 

1-1145 的设备总重=设备单重*工程量 

1-1145 的设备单价=∑其下不同材质设备构件单重*单价（吨单价）， 

1-1145 的设备总价=工程量*设备单价（台单价） 

其中：设备单重：38.5+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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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单价：38.5*29050+1.5*120000=1298425 

 

四、非标设计费、设备监造费、特种设备检验费 

在“安装工程”窗口中的【编辑非标费等】前打勾，在设备行，输入设计费率、监造费率、

检验费率，会自动计算出非标设计费、设备监造费、特种设备检验费。操作方法：在相应费率

列（%）输入费率。 

计算公式： 

非标设计费=设备单价*复用系数*设计费率 

其中，复用系数=(台数-1)*0.3+1 

监造费=设备合价*监造费率 

特种设备检验费=设备合价*检验费率 

这些费用不出现在专业概算表中，而是汇总在综合概算表与总概算表中。每笔费用

的详细列表可在项目的“非标设计费明细表”、“设备监造费明细表”、“特种设备检验费明细

表”中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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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主材费其他说明 

一、 小主材（安装指标中含的主材） 

在“安装专业”加相应指标号，自动弹出主材窗口，不必点选鼠标，输入工程量，回车即

可。 

二、大主材 

在“安装专业”单击工具栏添加项，在相应格中填写“主材名称”、“单位”、“工程量”、

“主材单价”，即可。 

主材的主材运杂费费率及税率是在【费率设置】插页中确定的，如果主材取合同价只计算

采保费，在右键菜单中切换本子目为“安装（采保费模式）”即可。采保费费率也是在【费率

设置】插页中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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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安装费其他说明 

一、采保费问题 

如果设备采用合同价列入概算而不计运费，但须计算采保费时，需手工切换此行为“采保

费模式”，具体操作方法： 

在“安装专业”主窗口单击右键，在菜单中选择“单价公式”----“安装（采保费模式）”

即可。 

 

 

二、安装费不具备使用概算指标条件时 

1．在“安装工程”主窗口，点中设备行，移动拉杆向后，找到“安装费系数（%）”列，

手工填写。 

 

2．然后单击右键，切换“单价公式”为“系数计安”，即可。其中，“系数计安（采保费

模式）”是设备计算采保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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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进口费用 

一、 进口设备费 

单击【进口费用】，点击“添加进口”输入进口设备的名称、单位、外币价（C.I.F 价或 

F.O.B价）、数量等。 

 

进口设备费自动计算，可滑动拉杆查看进口设备费。具体的进口设备费明细可在下方“单

价分析”中查看 

 

二、进口部分费率 

进口设备的不同关税费率可在此直接填写，运保费费率等进口部分费率，在【费率设置】

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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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专业汇总查询、修改 

一、按专业汇总显示数据 

在项目顶级节  点增加了【专业汇总】插页，选择专业名称，自动筛选出同一专业的 cbs

分部、子目等细项数据。并且在此处可对数据进行编辑修改，及增加删除等操作，具体操作与

单位工程编制相同。 

 

 

二、按专业筛选、修改 

单击“子目名称”标头，弹出过滤小窗口，填写关键字“DN25” （支持通配符*单字符?），

回车，标头 图标为筛选状态，如下： 

 

批量修改、批量套指标、批量指定设备材料单价，都可以在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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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提交专业工程 

一、提交已完成的专业工程 

 

编制完后退出编制界面，回到编审中的项目结构，勾选已经完成的单位工程。可多选也可单

选提交已经完成的项目，提交完成后，任务会自动发送给下一步执行人。 

 

 

二、专业工程的任务状态及流程状态 

1. 任务状态 

任务状态是提示编制人该单位工程目前的状态，一共分为:  

未下载（服务器有该工程，还未下载到本地）， 

云端有更新（已经下载到本地但是服务器有更新，双击该项目、单项或单位后自动更新数

据）， 

特别提示：已提交的任务，请不要再进行编制，如果再进行编制，等该工程再返回到本人

时会把再次编辑的内容给覆盖掉。所有文件都会以待办下载后的文件为准 

2.流程状态 

流程状态是提示当前执行人该任务已经流转到流程的哪个节点，这个状态会根据流程流转发

生变化，颜色是绿色的表示已经完成，红色的表示正在做，白色的表示还未流到。 

编审同步流程下黄色表示可以提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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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校审与修改 

一、校核、审核状态 

1. 当编制人编制完成后，提交下一步流程，单位工程会自动发送给校审人，校审人接收到

任务后，按照接收任务进行操作，然后进入单位工程进行校核或者审核 

2. 双击单位工程名称，进入校核界面，校核人在“校审意见”列填写每条子目的校核意见，

如果是审核则是审核人在“审核意见”列填写每条子目的审核意见。（没意见可不填） 

 

 

图中： 

校审意见：校核人或审核人填写针对概算子目的审核意见 

修改说明：编制人在此填写依据审核意见修改概算子目的内容 

3. 校审状态下修改子目时的状态显示 

（1） 子目临时删除 

单击右键菜单中“取消临时删除”子目名称自动加上“删除线”同时不汇总此项子目

金额 

 

（2） 恢复子目 

单击右键菜单中“取消临时删除”，同时金额重新汇总 

（3） 增加子目：蓝颜色字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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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子目工程量修改：红色字体表示 

 

 

4. 查看数据对比 

单击【审核对比】查看编、校造价数据对比 

 

5.针对单位工程填写总体校核或审核意见 

进入单位工程--【校审意见】--新增即可 

 

 

二、修改状态 

校审人提交意见后，修改人根据意见作出修改，可在修改说明里填写说明或直接勾选后

面的已修改，软件会自动在修改说明中添加‘已修改’三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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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人修改后再次提交云校审（编审同步流程）或提交下一流程（编校审流程）后，针

对子目的修改意见和修改说明自动隐藏，可勾选定额子目后在下方的校审意见中查看或

点击软件上方校审意见按钮（详下节说明）。 

 

三、校审意见汇总 

 

1.打开后可看见整个项目的所有意见，也可根据条件筛选出想看的意见。如图： 

 

2.针对子目的意见双击该子目可自动定位到相应到子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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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专业工程汇总及项目更新 

一、专业工程汇总 

待所有的专业工程完成校审及修改后，提交流程至项目汇总后软件自动汇总数据。 

 

 

二、提交项目文件说明 

 

项目启动后，如果项目设置和工程概况有修改，需创建人提交项目文件，通知其他人员更新 

   1.提交项目文件（.xsdx）到服务器。 

2.通知参与项目的所有人更新下载。 

3.其他人打开项目后可更新数据（包括工程数据，项目设置，费率设置，单价公式，价格

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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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概算项目统一调整 

 

 

以下为项目创建人（负责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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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统一调整费率 

 

双击项目名称，点击【项目设置】中【费率设置】在取费内容内根据条件选择或直接修改右侧

费率值，修改后的费率变为红色，点击【更新专业】按钮 

 

重要提示： 

1.建筑、安装、进口费率都在此窗口中设置 

2.可以将调整好的费率单独保存，以便下次调用。 

保存方法：单击“保存费率”，输入费率文件名，点击“保存”。 

调用方法：单击“读取费率”，选择费用文件名，点击“确定”。 

3.新增加的单位工程及导入的单位工程，软件自动按调整后费率值刷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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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统一修改单价公式 

 

单击【工程设置】中的【单价公式】，可以新增单价公式或修改软件自带的单价公式，修改后

切换到其他页面提示保存，点‘是’ 

 

重要提示： 

保存修改好的单价公式； 

可以调取保存好的单价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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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统一调整人材机市场价 

一、信息价下载 

在【项目设置】中【价格信息】点击“下载”，在需要下载的文件前面打勾然后点击下载 

 

二、市场价调价： 

1．载入市场价：选中价格信息文件点击“载入”按钮，载入后切换到【工料汇总】页面，

发生变化的市场价会变成红色，同时价差列显示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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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修改市场价：在【工料汇总】插页鼠标点击其市场价，直接修改 

 

3．在【工程概况】窗口中显示导入信息价文件名 

 

 

三、载入主材调价系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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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载入市场价格信息方法一致，请参考以上内容。 

 

查看主材系数 

具体系数值在【安装工程】插页中“政策系数”列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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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概算系数调价 

为满足概算初稿完毕后根据业主或甲方的要求对整个概算的人材机、主材、设备费进行系数调

整的需求，在工具栏中点击【造价调整】按钮，可针对工程费进行多种方式的系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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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非标设备批调 

对项目中的非标设备价格进行上下浮动调整，其操作步骤如下： 

 在项目级页面中，点击‘批调非标设备’，在弹出窗口中勾选需要乘系数的非标设备，

填写调整系数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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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安装指标价格按区间调整 

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指定区间内的安装指标的中设备、主材、安装费价格 

 

操作步骤： 

  1.在编制页面点击软件上方“子目批调”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增加’，输入需调整子目的指标范围和调整系数，确定。 

调整范围可进行多次添加，添加完成后‘应用到项目’ 

 

  注：调整完成后，新增的调整范围内子目不会调整，需重新调整。建议在项目做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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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统一进行调整。 

2.指标系数的保存和载入 

如想保存该调整范围，在其他项目中使用：点击‘另存为模板’，给该模板命名后保存 

      

    在其他项目中点击‘从模板载入’选择该系数模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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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增加单位工程费用 

在【工程费】中选中单项名称点击【增加费用】，输入费用名称，在“设备购置费”、“主要材

料费”、“安装工程费”、“建筑工程费”分别输入金额，费用自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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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项目总概算 

第一节  编制二、三类费用 

在项目级【工程费】插页编制特定条件下费和工器具购置费，如下： 

 

 

 

切换到【其他费用】插页，方法如下 

1. 直接在计算式中填写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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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费用计算式中  按钮，选择变量或编辑计算公式 

 

3.“其他费计算器”自动计算费用 

选中要计算的费用名称，填写相关系数，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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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其他费金额=计算式*费率； 

（2）费率列默认为 100%； 

（3）手工填写金额单位是“元”，显示单位是“万元”； 

（4）其他费增值税，软件按照 2018 费用定额规定的费用，默认了相关费用的税率，

增值税可自动计算。新增费用及需要调整的增值税税率可在增值税税率列自行调整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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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三类费用校审 

一、 项目校审（流程和专业工程相同） 

1.提交流程至校审后，校审人可查看二、三类费用数据并提交意见（或流程）。 

2.填写校审意见 

点击【校审意见】在相应阶段中填写，填写完成后提交 

 

3.修改人修改后可再次提交云校审（或下一流程），也可提交至汇总。 

4.查看对比数据 

       在【工程费】和【其他费】页签中，单击某项费用后在下方出现‘审核对比’。 

 

二、 项目审定及完成 

 

1.项目都审核完成后，提交流程至汇总即可。所有数据都会发送到服务器，并通知专业负责

人完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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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项目总概算汇总 

一、项目汇总 

和专业工程走流程相同，流程提交到项目汇总后，【工程费】与【其他费用】数据自动汇总

到【项目总概算】 

 

专业负责人汇总数据后，如还有异议则可提交流程重新返回至校审，没有则可提交至完

成项目。 

 

二、完成项目 

项目汇总负责人汇总后提交至完成，  

 

提交完成后工程将显示在‘已完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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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后可进入报表输出成果文件。 

 

 

  



  石化概算计价 v8.7 企业版操作指南 

83 
 

第四节  专业汇总查询 

一、按专业汇总显示数据 

在项目顶级节点增加了【专业汇总】插页，选择专业名称，自动筛选出同一专业的 cbs 分

部、子目等细项数据。并且在此处可对数据进行编辑修改，及增加删除等操作，具体操作与单

位工程编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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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报表 

第一章  打印与导出 

一、打印 

1．双击项目名称点击【报表输出】在预览报表工具栏上单击  进行打印 

2．勾选多张报表点击 批量打印 

 

二、导出 excel 

1. 在预览报表工具栏上单击  ，在“路径”行单击【打开】图标，更换路径到桌面（或

其他路径），确认即可导出单张表。 

2. 勾选多张报表点击 批量导出。 

三、报表集合 

如果打印专业汇总报表，可以在下拉框选取相应报表集合。也可创建本公司专属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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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多报表系统 

报表中分为“系统报表”和“营业税”报表，用户还可以新增自定义报表，点击 按

钮进入多套报表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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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表编辑 

报表是结果的体现，报表的数据准确、规范、美观，是报表编制的三原则。 

每份报表的 logo、数字签名，都需要用户自己完成，这些是初级篇  讲述的。初级篇  也包

含了部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供用户参考。 

部分单位不同标头位置设定，可发给盛华实技术服务部免费定制完成。 

而涉及到数据字段列的增加、更深层的数据分析、更简洁的报表改进，用户可尝试完成，这是

在中级篇  讲述的。 

以下都是在设计报表模式中操作的 

一、LOGO 置换 

单击 ，选中企业自己 logo 图片文件，点击打开 

二、电子签名 

1.进入“报表设计”，在编制人处单击右键，选择“单元格类型”---“插入图片”。  

 

 

2.双击单元格在弹出窗口载入个人的签名图片即可，每人的电脑上的表格，可以有个人

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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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列宽、行高 

操作同于 Excel 的拖拽功能，编辑时通过预览查看效果。注意边界线。 

 

 

四、 排版功能 

 

与 Excel 功能接近，可进行报表各种编辑操作。见下图工具条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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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审查调整 

第一章 流程设置 

第一节 不同编制版次选不同流程 

一、 操作步骤 

 

编制 0 版时，选如下流程： 

编、校、审修改——项目汇总——完成 

 

项目创建人操作： 

编制 1 版时，复制 0 版项目，具体操作如下：在【项目管理】界面，在 0 版项目上右击，选择

右键菜单中“复制创建项目”， 

 

在弹出窗口版次：1，流程选 带审查调整流程的编校审流程，勾选 复用人员信息，单击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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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复制后项目名称后增加 “ 复件”，如删除会提示错误，请创建项目后在项目【工程概

况】中删除。 

 

启动项目。 

 

各专业编制操作： 

如果开始审查调整，需要各编制人提交流程到“单项汇总”节点。 

 

各单元负责人操作： 

单元（单项）负责人可将本单元提交到“审查调整”节点。 

某装置的专业全部进入“审查调整”节点，才可以开始审查调整。 

导入本单元审查纪要意见（整理好的 excel，2 列，条款号列、修改内容列） 

可随时追加导入或添加补充意见。 

 

各单元的各专业审查调整人操作： 

按审查意见调整，将调整记录归集到相应条款下。 

 

项目创建人可统调 

 

单元各专业调整后， 

 

各单元负责人操作： 

可打印本单元审查纪要落实表、综合概算表、综合概算对比表。 

 

将本单元各专业提交到装置汇总，如需第二次审查调整再提交到“审查调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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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编制各版次选统一流程 

一、 操作步骤 

 

新建项目时，选 带审查调整的编校审流程， 

 

0 版流程为：编制——编校审同步——装置汇总——项目汇总 

 

整个项目编制完成后开始审查调整，将原项目复制，复制项目为 0 版，原走流程项目版

次改为 1 版。 

 

1 版再次走流程为：从“项目汇总”节点发回至“装置汇总”节点，从“装置汇总”节点进

入“审查调整”节点，审查调整结束后发回至“装置汇总”节点，再从“装置汇总”节点到

“项目汇总”节点，进行整个项目汇总打印。 

 

 

 

如果部分装置先进入审查调整，始终在一个流程中操作， 

流程节点为：编制——编校审同步——装置汇总——审查调整——（装置汇总——审查调整）

（多轮）——项目汇总——项目完成 

 

 

开始审查调整前，某装置的专业全部进入“审查调整”节点，才可以开始审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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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导入审查纪要 

本操作为装置复制人操作 

 

一、 按装置导入审查纪要电子表 

 

在【项目构成】界面，双击项目名称，进入项目界面， 

 

单击工具栏 ，弹出“审查纪要管理”窗口，单击工具栏“导入”， 

 
弹出如下窗口，选择 Excel 文件（准备好的审查纪要电子表），在预览窗口设置条款号、审查

意见列，设置方法：右击相应列，弹出右键菜单，选相应列，然后导入； 

 

 

导入结果如下：（自动分树状结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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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单击工具栏 。 

双屏时可以拖动到另屏。 

 

二、 补充导入审查纪要 

 

单击审查纪要管理窗口工具栏导入， 

 

 

导入补充审查意见电子表，自动会追加到其后。 

 

也可单击【新增】，新增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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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始审查调整 

 

一、自动生成调整记录 

 

各专业负责人开始审查调整。调整后每一条新增调整记录，切换到【审查调整记录页签】，

如图： 

 

 

调整记录差值=本次操作调整后专业工程费-本次操作调整前专业工程费 

 

二、调整记录归集 

批量选中调整记录，拖动到相应条款号下，如下图： 

 

 
 

如拖动错，可上下拖动调整。 

 

各专业编制人只能看到自己的调整记录，而装置负责人可看到本装置各专业调整记录。 

 

三、调整记录变化 

 

如一条子目调整后，删除，则相应归集记录也删除。 

如一条子目更改工程量后，又更改设备或材料单价，则新增 2 条调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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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专业处理 

 

新增专业后，设置编制人、校对人、审核人后，单击工具栏再次提交，

， 

勾选本专业，流程进入到“审查调整”节点。 

编制后提交校审，可由校对人、审核人提交校审意见。 

 

本新增专业编制完成后，注意要将全部审查调整记录归集到相应条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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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统调 

在审查调整节点，专业负责人项目统调后，各装置暂不调整。 

当整个项目各装置审查调整全部结束后，各装置提交到“装置汇总”节点，单击工具栏

（生成统调记录），各装置及各专业生成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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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附录 

第一章  编制概算各项操作速查表 

 操作 操作位置 

一 建结构  

1 新建项目工程 项目工具栏【项目创建】图标 

2 新建项目结构:添加装置或主项 项目构成工具栏【单项工程】 

3 装置或主项下新建专业工程(建筑、安装) 项目构成工具栏【单位工程】 

二 导入设计条件  

4 在专业工程导入设计条件电子表 
建筑工程、安装进口工具栏

【导入】 

三 设备费  

5 为设备输入单价 设备单价列 

6 为不同材质设备输入单价 设备降级处理 

7 计算设备的非标设计费 编制非标费填写费率 

8 计算特种设备检验费 编制非标费填写费率 

9 计算监造设备费 编制非标费填写费率 

10 设备只计算采保费 
右键菜单“单价公式”-安装

（采保费模式） 

11 系数安装费 
右键菜单“单价公式”-系数计

安 

四 主材费  

12 更新主材价格等 【项目设置】-价格信息 

五 进口部分  

13 输入人民币外汇牌价 【项目设置】-【费率设置】 

14 修改进口设备材料各项费率 【项目设置】-【费率设置】 

15 修改建筑或安装专业综合费率 【项目设置】-【费率设置】 

六 选子目\换算等  

16 为导入子目快速选择指标号 
专业概算定额上搜索关键字，

相应子目双击 

17 
为建筑物分部工程（如某现场机柜间）

输入建筑面积 

在建筑专业分部的单位列输

入：M2，工程量输入建筑面积 

18 指标中材质换算 有换算子目自动弹出换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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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操作位置 

口，选择材质 

19 指标中每增减换算 
有换算子目自动弹出换算窗

口，输入厚度等参数 

七 项目费用(总概算表数据)  

20 建设期借款利息 
【项目总概算】输入贷款利率

等 

八 报表输出  

21 报表：修改公司 logo 维护修改 logo 图片 

22 报表添加数字签名 报表编辑添加签名图片 

23 项目工程的目录页码 批量打印或批量导出自动生成 

24 
综合概算表中需列进口关税、进口增值税

等数据 
自动汇总在综合概算表中 

25 批量项目报表 打印总概算表 

26 批量打印某装置报表 打印单项工程综合概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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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常用快捷键一览表 

一 功能 快捷键 

1 保存 Ctrl+S 

2 删除子目或分部（专业概算） Ctrl+D 

3 插入分部（专业概算） Ctrl+Q 

4 添加项（专业概算） insert 

5 添加子项（专业概算） Ctrl+insert 

6 复制行 Ctrl+C 

7 粘贴行 Ctrl+V 

8 剪切行 Ctrl+X 

9 粘贴文本 Ctrl+V 

10 撤销 Ctrl+Z 

11 重做 Ctrl+R 

12 连续批量选（导入设计条件、专业概算） 按住 SHIFT 

13 间隔批量选（导入设计条件、专业概算） 按住 Ctrl 

14 标准换算窗口（专业概算） F5 

15 查看章  节  说明（专业概算） F7 

16 字体颜色（专业概算） Ctrl+M 

17 显示工料对应子目（专业工料汇总） Ctrl+D 

二 创建项目结构  

1 新建项目工程 项目工具栏【项目创建】图标 

2 新建项目结构:添加装置或主项 项目构成工具栏【单项工程】 

3 装置或主项下新建专业工程(建筑、安装) 项目构成工具栏【单位工程】 

三 导入设计条件  

1 在专业工程导入设计条件电子表 建筑工程、安装、进口工具栏

【导入】 

四 报表输出  

1 修改公司 logo 
选中报表，点击  

2 报表添加数字签名 
选中报表，点击  

3 批量导出项目报表 
勾选报表，点击  

4 批量打印项目报表 
勾选报表，点击  



  石化概算计价 v8.7 企业版操作指南 

99 
 

五 查询标准、说明  

1 标准文件或通知 系统【帮助】菜单-造价政策-盛华

实文库-文库搜索，输入关键字，

如 960、307、369 等，自动搜索

出相应文件； 

也可手机扫描文库二维码，输入

关键字搜索； 

注：其他快捷键可在操作界面的“右键菜单”中查询，快捷键标注在“菜单项”后，未标

注无快捷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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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软件中概算各项费用计算表 

一、设备购置费计算表 

《石油化工工程建设费用定额》（中国石化建〔2018〕207 号文） 

 费用名称 公式 费率（%） 

1 设备费   

1.1 台单价设备 台单价*台数  

1.2 不同材质设备 （∑不同材质吨单价*单重）*台数  

2 设备运费 设备费*设备运费费率 4、4.64、5.38、6 

 设备采保费 设备费*设备采保费费率 2.43、2.87、3.2、3.64 

3 设备购置费 设备费+设备运费+设备采保费  

 

二、主要材料费计算表 

《石油化工工程建设费用定额》（中国石化建〔2018〕207 号文） 

 费用名称 公式 费率（%） 

1 主材费   

1.1 工艺管道及给排水专业

小主材费 

吨单价*总重  

1.2 大主材费 单价*工程量  

2 主材运杂费 主材费*主材运费率 2.42、3.58 

 主材采保费 主材费*主材采保费率 1.88、2.32 

3 主要材料费 主材费+主材运费+主材采保费  

 

三、安装工程费计算表 

1.使用概算指标 

《石油化工安装工程费用定额》（中国石化建〔2019〕348 号文） 

 费用名称 公式 费率（%） 

1 直接费 定额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2 综合费 定额人工费*综合费率  

3 安装工程费 直接费+综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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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具备使用概算指标条件 

 

 费用名称 公式 费率（%） 

1 设备安装费 设备费*安装费系数  

2 主材安装费 主材费*安装费系数  

 

3. 安装综合费率构成表： 

《石油化工安装工程费用定额》（中国石化建〔2019〕348 号文） 

 

 费用名称 地区类别 

  一 二 三 

 综合费率 119.6 119.52 119.41 

1 措施费 10.52 10.44 10.33 

2 企业管理费 41.34 

3 规费 55.19 

4 利润 12.55 

 

四、建筑工程费计算表 

《石油化工建筑工程费用定额》（中国石化建〔2014〕600 号） 

 费用名称 公式 费率（%） 

1 直接费 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2 综合费 定额人工费*综合费率或 

（定额人工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综合费率 

 

3 建筑工程费 直接费+综合费  

 

一般建筑及装饰工程综合费率构成表：（定额人工费为取费基数） 

  一类工程 二类工程 

程   地区类别 

别 

地区类别 

别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综合费率 84.24 83.58 83.09 79.26 78.6 78.11 

1 措施费 11.84 11.18 10.69 11.84 11.18 10.69 

2 企业管理

费 

32.05 27.07 

3 规费 24.69 

4 利润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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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独立土石方工程与桩基处理工程综合费率构成表：（“定额人工费+机械费”为取费基

数） 

  大型独立土石方工程 桩基处理工程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综合费率 14.87 14.74 14.64 35.71 35.38 35.2 

1 措施费 2.34 2.21 2.11 5.89 5.56 5.38 

2 企业管理费 6.81 11.04 

3 规费 1.85 12.31 

4 利润 3.87 6.47 

五、进口设备主材费用计算表 

一、F.O.B 进口设备主材费 

《石油化工工程建设费用定额》（中国石化建〔2018〕207 号文） 

 费用名称 公式 费率（%） 

1 离岸价（外币） 输入值  

2 海运费 离岸价*海运费费率 平均为 4 

3 海运保险费 
离岸价*(1+海运费费率)*海运保险费率

/(1-海运保险费费率) 

海运保险费率 0.1 

4 到岸价 离岸价+海运费+海运保险费  

5 CIF 人民币价格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  

6 关税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关税税率 一般取 8，可修改 

7 外贸手续费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相应费率 1 

8 银行财务费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相应费率 0.15 

9 国内运费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相应费率 1.08、1.43、1.86、2.47、3.5 

10 国内采保费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相应费率 0.41 

11 进口设备主材费单价 
CIF 人民币价格+关税+外贸手续费+银行

财务费+国内运费+国内采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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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I.F 进口设备主材费 

《石油化工工程建设费用定额》（中国石化建〔2018〕207 号文） 

 费用名称 公式 费率（%） 

1 
到岸价（外

币） 
输入值 

 

2 CIF 人民币价格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  

3 关税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关税税率 一般取 8，可修改 

4 外贸手续费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相应费率

/1.041 

1 

5 银行财务费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相应费率 0.144 

6 国内运费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相应费率 1.08、1.43、1.86、2.47、3.5 

7 国内采保费 到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相应费率 0.41 

7 
进口设备主材

费单价 

CIF 人民币价格+关税+外贸手续费+银行

财务费+国内运费+国内采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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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软件工具按钮、菜单项功能一览表 

序号 位置 名称 功能描述 

1 项目管理 

 新建全厂项目工程或独立单项工程 

 查看文件保存位置 

 项目结构变化后需再次提交 

 将项目文件保存在用户自己选择的路径 

 
将其它目录下的项目文件保存到该项目分类

里 

 仅同步校审流程中，校审人提交意见使用 

 
标准流程中，做完工作后提交至下一人 

 删掉所选中的单项、单位工程 

2 
软件上方工具

栏 

 

下载主材调价文件或价格信息 

 

关闭当前界面 

 

可设置字体大小、颜色和背景色 

3 
项目级左侧管

理器窗口 

 
双击专业工程可直接进入专业工程进行编制 

4 

项目级选项卡 

工料汇总 查看项目的工料用量及价格，统一修改信息价 

5 其他费用 编辑二三类费用 

6 项目设置 统一调整项目费率、单价公式、价格信息 

7 报表输出 打印整个项目的全部报表或输出 Excel 

8 

项目结构 

 

 
新建子单元或主项 

9 

10 增加单项工程 新建单项工程 

11 增加单位工程 新建专业工程 

12  
 

向上调整单元、专业工程的前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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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名称 功能描述 

13  
 

向下调整单元、专业工程的前后顺序 

14 

项目级项目总

概算费用工具

栏 

 
可展开全部单元下的节点 

15 
 

可折叠全部单元下的节点 

16 

 

对项目的总价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分

别乘调价系数 

17 
单位工程级工

程选项卡 

概算编制 编制国内建筑、安装、进口的主要窗口 

18 工料汇总 查看专业工程的人材机 

19 报表 打印专业报表  

20 

专业概算工具

栏 

添加项 
在分部上单击会添加分部，在子目上单击会添

加子目 

21 添子项 
在分部上单击会添加子目，添加子分部需要在

右键菜单中添加子分部，也可按快捷键 Alt+Q

添加子分部 

22 补充 补充子目 

23 添加进口 添加进口设备、进口主材等 

24  删除，也可按快捷键 Ctrl+D 

25  导入设计电子表 

26  升级 

27  降级，子分部升级 

28  位置上移 

29  位置下移 

30 单价 每条子目的取费公式定义 

31 
 

对厚度或运距等进行换算 

35 
 

查看章节说明 

36 
 

面积或体积等常用公式计算 

37 

专业概算正下

方系列窗口 

人材机 每条子目的工料含量 

38 工程量计算 
每条子目的工程量计算式，可调用图元公式输

入参数，便于用户以后查看工程量的计算过程 

39 单价分析 查看每条子目的综合费用、税金等 

40 子目基价 查看每条子目的基价、市场价 

41 
人材机汇总 

载入信息价 调入某期信息价 

42 显示子目 显示材机对应的子目列表，下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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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名称 功能描述 

主要材料 将普通材料设置成主材 

评标材料 将材料标记为评标材料 

另存为 将调整好的市场价存为模板 

43 报表打印  批量存为 Exce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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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软件中费用计算模式一览表 

 专业 费用计算模式（单价构

成） 

应用范围 

1 建筑 一般建筑装饰工程 总图运输、建筑物、构筑物、给排水井 

2 建筑 大型独立土石方工程 大型独立土石方工程 

3 建筑 桩基处理工程 桩基处理工程 

4 安装 安装概算 安装费、主材费、设备费：（设备主材运

费、采保费） 

5 安装 安装(采保费模式) 安装费、主材费、设备费：（设备主材采

保费） 

6 安装 安装(不计运杂费) 安装费、主材费、设备费：  

7 安装 系数计安 系数计算设备费、主材费 

8 安装 系数计安(采保费模式) 系数计算设备费、主材费（只计采保费） 

9 安装 系数计安(不计运杂费) 系数计算设备费、主材费 

10 安装 CIF 进口设备主材 CIF 进口设备主材 

11 安装 炉罐非标费 安装费、主材费、设备费：（设备主材运

费、采保费） 

12 安装 炉罐非标费 (采保费模

式) 

安装费、主材费、设备费：（设备主材采

保费） 

13 安装 炉罐非标费 (不计运杂

费) 

安装费、主材费、设备费，不计运费、采

保费 

14 安装 FOB 进口设备主材 FOB 进口设备主材 

15 安装 C&F 进口设备主材 C&F 进口设备主材 

16 安装 FOB 进口主材 FOB 进口主材 

费用模式是在单位工程（专业工程）的【建筑、安装、进口】插页中作用。 

软件中费用计算模式，也称为子目取费、子目单价构成，等同于用户在 excel 文件中所做

的单元格或某列的公式，不同的是：软件的费用计算模式对一行或多行有效，同时计算出多列

的值，如安装工程费中的直接费、综合取费、税金、安装工程费、主材费、设备费等。 

软件的一些默认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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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名词解释 

【窗体】也称窗口、窗，就是某长方形区域的操作界面，有主窗口，小窗口等，展现在使

用者面前的程序是由若干窗口组成的。 

【系统菜单】就是在程序最左上方位置的菜单，是软件执行后对全系统有效，可执行相应

功能操作。 

【菜单项】菜单下的选项。 

【工具栏】是指软件中置放多个工具按钮的条状区域，对软件全系统显示并有效的为“系

统工具栏”，对不同窗口有效的，如“分部分项工具栏”。 

【右击】指单击鼠标右键。同理，左击是指单击鼠标左键。 

【右键菜单】在某窗口右击出现的功能菜单，是软件各窗口执行功能的重要部分，是使用

者最频繁使用的功能之一。 

【快捷键】是软件为使用者最常用的操作设置的默认组合键，本软件中通常由 Ctrl+某字

母组成，windows 的常用快捷键本软件支持，如 Shift 全选、Ctrl 批选、Ctrl+C 复制，Ctrl+V 粘

贴等。 

  



  石化概算计价 v8.7 企业版操作指南 

112 
 

第七章  软件系统设置 

软件系统设置在系统工具栏  

 

1、自动弹出标准换算：勾选，遇有换算子目可弹出材质换算或增减换算。 

2、不显示标准换算信息：勾选后，子目名称后换算信息会隐蔽；默认显示（不勾选）。 

 

3、替换当前子目保子目名称：在【分部分项】插页操作时，勾选保子目名称，当光标停留在

某子目行，双击或输入指标号，导入设计条件的子目名称会保留。 

4、替换当前子目保单位名称：在【分部分项】插页操作时，勾选保单位名称，当光标停留在

某子目行，双击或输入指标号，导入设计条件的单位会保留。 

5、显示子目设备或主材：勾选则在子目下方显示子目中所含主材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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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动保存工程：默认不勾选，勾选会按设定时间保存单位工程。 

7、保存工程文件时间间隔：默认 5分钟，会自动保存在程序安装路径中“/自动备份”文件夹

中。 

8、存为默认设置：将新设置的选项固定，再新建工程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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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专业编码维护 

点击菜单栏里的【维护-------专业编码维护】，可以在此设置单位工程的专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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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专业 CBS 分部维护 

点击菜单栏里的【维护---------专业 CBS分部维护】，可以在此增加、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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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费用编码维护 

点击菜单栏里的【维护---------费用编码维护】，可以在此增加、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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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取费编码维护 

点击菜单栏里的【维护---------取费编码维护】，可以在此增加、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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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2019 石化安装概算指标应用注意 

本章内容是依据 2019 石化安装概算指标编制说明中的内容，进行整理和归纳

的一些注意事项，列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指导大家在用新指标编制概算的同时

能够应用好新软件。 

管道专业 

1.全厂工艺及供热外管安装使用本指标时，按照本章第一节化工工艺管道安

装说明中的相关系数调整。软件中套取相关指标时自动弹出换算窗口可选择，也

可按 F5 键或单价工具栏“标准换算”进行系数选取。 

储罐专业 

2.储罐联合平台及其梯子、栏杆的制作安装执行第一章第五节相关指标。直接在

定额号输入指标号或在电子定额本选取。 

 

1-5001 工艺设备平台、梯子制作安装 

1-5002 设备框架制作安装 铺花纹板平台的框架 

1-5003 设备框架制作安装 铺格栅板平台的框架 

1-5004 高强螺栓连接设备框架结构安装 铺花纹板平台的框架 

1-5005 高强螺栓连接设备框架结构安装 铺格栅板平台的框架 

自控仪表专业 

3.第五章自控仪表专业分析小屋体积按 27 立方米以内编制，超过 27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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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体积与 27 立方米的比值计算调整系数，分析小屋超过 27立米时需要在专

业编制时工程量计算式填入工程量*实际体积/27。 

4.第五章自控仪表专业金属支架制作安装执行第四章第二节相关指标。 

在定额号输入指标号或在电子定额本选取。 

 

4-2060 金属支架 镀锌金属支架制作安装 

4-2061 金属支架 非镀锌金属支架制作安装 

给排水专业 

5.第七章给排水专业管沟土方工程量计取方法，在建筑专业添加 G1-6 管沟

土方，单价右键，选取右键菜单最下“管沟土方工程量”，在弹出的窗口中勾

选埋地管道，【确定】即可。 

进口费用 

6.进口设备国内安装费原则执行 2019 版《石油化工安装工程概算指标》和

2019 版《石油化工安装工程费用定额》。不具备使用概算指标条件的进口设备，

安装费计算以到岸价为基数分别乘以下列系数： 

（1）大型机组 2% 

（2）泵及其他机械设备 0.5% 

在专业概算【进口费用】插页某行设备材料的“安装系数”中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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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费 

7.指标未组合吊装能力 150 吨以上的吊装机械和载重能力 60 吨以上的水平

运输机械的使用费用，此费用在单项工程级【工程费】插页增加一笔费用“大型

机械进出场费”，【增加费用】按钮在本插页工具栏上； 

8.系统连接施工降效增加费 

系统连接施工降效增加费是指改扩建工程与原生产装置系统连接施工，在原

有区域内作业，因施工作业条件限制，导致施工降效增加的费用。系统连接工程

执行相应指标时人工费和机械费增加 20%，在专业概算编制时，选取电子定额本

最末“按系数计取的费用”中“改扩建工程系统连接措施费”，再选取工具栏右

上方【降效】中按章节调整（默认），按章节调整为默认可不执行此步操作。 

9.有害环境施工降效增加费 

有害环境施工降效增加费是指改扩建工程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因有害

气体、噪音等环境因素影响，导致施工降效增加的费用，执行相应指标时人工费

增加 5.5% 

方法同上，选取相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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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检索、学习便捷入口 

软件提供检索、学习便捷入口，操作如下： 

单击系统【帮助】菜单，单击 按钮，显示如下： 

 
 

【盛华实官网】为盛华实官网主页，可以浏览新闻、产品案例介绍； 

【盛华实文库】可以关键字搜索相关规范规定通知，如输入 960，结果如下图： 

 
 

【V8.5 新增功能】为新增功能操作说明书，可执行放大、缩小、打印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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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常见问题解答 

第一部分 软件安装及下载问题 

1. 软件如何下载升级？ 

（1）登录网址：www. savas.cn，点击首页上的 SAVASg工程造价计控软件； 

 

（2）点击软件下载列下的下载按钮； 

 

（3）点击“立即下载”开始下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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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完软件后打不开提示找不到加密锁？ 

（1）检查 usb口是否能正常识别硬件； 

       （2）打开软件安装所在目录里的 Drivers 文件夹，软件安装默认的路径是：D：\盛

华实科技\石化工程造价计控系统，双击安装 InstWiz3.exe； 

       （3） 查看 Drivers 文件夹里的精锐 IV 设备不识别解决方法.pdf。 

 

 

第二部分 软件基本操作问题 

1.建好后的项目，项目名称在哪里改？ 

答：在工程概况里改，单项名称也在工程概况里改。项目名称在项目级的工程概况里改，单

项名称在单项级的工程概况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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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录入完一次审核人编制人校核人再换项目还得再输一遍吗？ 

答：是的，需要再输一遍。如果不想每次都输一遍，那么可以在字典维护中找到编制人、校

核人、审核人、审定人进行编辑，在右边窗口中点增加字典，输入名称，把名字输进去保存

后，所有的项目都可以进行选择。 

 
3.用地方地定额做建筑，如何补到到软件中？ 

答：在软件中的建筑专业中[导入 xls],直接将编号、名称、单位、工程量、单价与合价一起导

入专业工程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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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输槽车列在总图专业里怎么计算设备购置费？ 

答：将总图专业设置成双专业，在安装工程中编制。 

 

5.项目级其他费用公式删除了，费用为什么还在？ 

答：检查单项级其他费用，是从这里汇总上去的。 

 

6.删除的项目如何恢复？ 

答：恢复不了，协同版如果其他人下载过这个项目，可以在用户工程中拷出项目，如何通过

链接项目即可。 

 

7. 不小心把专业给删掉了，如何恢复？ 

答：把各单位工程历史记录后缀改为.gsdw，再复制到单位工程位置（相应单元或装置文件夹

下）。 

 

8. 指标号都变成同一个号了？ 

答：多是在做批量标准换算是，批量选中然后勾选右下窗的换算项并替换，为误操作。应该

批量选中后点工具栏“标准换算”。 

 

9. 进口费用里如何填写海运费和海运保险费？ 

答：把单价公式 CIF 切换为 FOB，即可。 

 

10. 导入设计条件后，规格和描述都合并到名称里了，要修改怎么修改？ 

答：在显示设置里把项目特征勾上，然后在项目特征里修改。 

 

11.编制界面如何最大化？ 

答：分部单击左侧及右上收起箭头，如图。 

 

 

 

 

 

 

 

 

12. 新增加了一个用户，登录客户端后，无法创建项目？ 

答：新建用户是只给了编制人权限，编制人只能编制已经创建好的项目，不能新建项目，专业

负责人才有创建项目的权限，在 web 端给下权限就可以了。 

 

13. 如何在下拉列表里增加编、校、审人员信息？ 

答：单机版在维护-字典维护-编制人（校审人）中新增，协同版在 web 端字典维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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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哪里出建筑安装费率表？ 

答：项目级报表输出里有安装工程取费表、建筑工程取费表。 

 

15. 导入设计条件时，单位是 m，指标单位是 10m，套完指标后为什么单位不变? 

答：系统工具栏【工程设置】中，将保单位选项去掉。 

 

16.仪表专业或电气专业的设计条件中同时有设备、主材，导入时怎么处理？ 

答：1）如果设计条件中没给设备或主材价格，则没有任何影响，不需要区分直接导入即可。 

2）如果设计条件中给了价格，则可以分开导入，或在预处理窗口批量选中某一类如设备，在

“类别”列右键菜单批量指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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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报表问题 

 

1.如何调整报表中小数显示位数 

点设计报表 

 

 

 

 

在选中的位置上点右键，点单元格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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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在概算表里不显示子目名称上的换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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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选中概算表，点编辑报表 

 
双击下图中子目名称这个表格 

 
把后面这个公式去掉，然后确认，最后保存表格，退出。 

 
3.单报表打印和导出 excel 和批量报表打印和导出 excel 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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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报表输出这里，下图左边的按钮是批量打印和导出 excel，右边窗口是单报表的打印和

导出 excel。 

 
4.软件如何批量设置报表里的 logo? 

答：在报表列表上方的一排按钮中，最后一个按钮，选择 logo,可以对所有的报表设置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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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业问题处理 

1.国内设备增值税是怎么计算的？ 

答：石油化工工程建设费用定额（2018）里要求 

国内设备原价（不含税价）*16% 

国内设备运费*10% 

国内设备采保费*6% 

 

2.有的设备不计增值税，在软件里怎么处理？ 

答：在编制界面下面的窗口里，单价分析里，把设备增值税的费率改为 0，然后点 [应用

到]，点一个选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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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材现在调整为不含税指标，工程费基数降低了，设计费还是按之前算法，设计费少了？ 

答：价税分离后，目前没有发布最新的勘察设计规定，如“参考”原勘察设计规定，请自行调

整，可以在计算基数公式上乘系数，达到合理预期。 

 

 

4.改扩建系数在软件里是如何实现的？ 

答：v8 版把改扩建系数放到定额库里去了，在单位工程里套完子目后，最后可以套改扩建系

数这一条子目，自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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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选按哪一种情况降效 

 

 

5.安全生产费不计取，在哪里删除？ 

答：软件里安全生产费是自动计算的，如果不计取，可以在单项级工程费页面将安全生产费

的数据删除，项目级里的安全生产费是由单项工程汇总上来的，是不可编辑的。 

 
6.非标设计费在软件中如何操作？ 

答：在编制界面里，在<编制非标费>前打勾，界面上会出现系数费率四列数据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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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费率一栏填写相应的非标设计费率，这时复用系数列会自动计算出来。 

非标设备可以在监造费率和检验费率栏里填写相应费率，软件自动计算设备监造费和特种设

备检验费，数据将出现在其他费用里。 

 

 
还有一种情况是计算炉罐的非标设计费，炉罐非标设计费是按主材费+安装费计算，需要在

单价公式一列选“炉罐非标费”。 

 
在设计费率一栏填写相应的非标设计费率，这时复用系数会自动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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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填写监造费率和检验费率， 

 

 

7.如果指标和实际设备单位不同，软件如何处理？ 

（1）非标费按设备费为基数计算的情况： 

如果指标单位是台，设备费按吨计算，那么要填单重，设备单价填吨单价，吨单价处打勾。

（吨单价打勾则设备单价乘总重，吨单价不打勾则设备单价乘工程量） 

 

如果指标单位是吨，设备费按台计算，那么把指标单位改为台，需要填单重，吨单价处不打

勾，设备单价填台单价。 

 
（2）炉罐的非标费是按主材费+安装费为基数计算的： 

如果指标单位是吨，设备费按台计算，那么把指标单位改为台，需要填单重，吨单价处打

勾，主材单价里填吨单价。 

 

8.第三期主材调整系数，是含税的吗？选完后怎么在软件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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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三期的主材调整系数是含税的，选完之后需要调整一下单价公式。 

在项目级的项目设置里，选安装概算，把主材费的公式/1.16，然后再把关联费用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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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其他问题 

一、 当在已经套了子目的行上，再套别的子目是否保设备主材单价？ 

设备单价 

如果原有子目已经填写了设备单价，在套新子目时设备单价保留原值，直接费单价替换为新

子目的单价 

主材单价 

1. 主材单价为原指标单价时：套新子目将会覆盖原有主材单价 

2. 原主材单价为手工修改时： 

如果新套子目中无主材，则保留原值，只替换直接费单价 

如果新套子目中有主材价格，则替换原有主材价格和直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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