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PK全过程计价管理软件

进度计量与结算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政策性
调整

物价
波动

施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

变更 不可预测
的因素

这些因素如处理不好，轻则损害有关方的利益，
重则影响工程的进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CSPK软件中的“进度计量、支付结算”功
能不仅能按工程进度适时计量、按实际需
要分期结算，而且能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将
各种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及时动态地反
映工程造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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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进度计量文件1



点击此按钮

 启动CSPK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系统软件（12.9.2.1）以上版本；
 点击“进度计量、签证索赔、支付结算”按钮



点击“新建”按钮



选择一个已有的CSPK清单计价文件（.pks)

设置好价格调整的波动幅度，当某期价
格波动幅度超过此值时，将调增（减）

相应的工程造价



确定计量周期2



 新建或打开进度计量结算文件后，进入“预算书”界面；
 计量期是进度计量的主要操作对象，新建选择的计价文件并不
是计量结算要操作的内容，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基础数据平台，
如果没有“计量期”对象，会弹出创建计量期的提示框。



 在预算书界面点击“管理”按钮，可以计量期对象进行管理

点击“管理”按钮



 通过“过程项目列表”对各期进度计量进行管理

添加一期新的
计量或结算 如不再更改，

建议及时锁定



这个地方选择
“进度计量

新建进度计量

名称可修改，无
特殊要求，便于
区分和识别即可



新建结算

这个地方如果选
择“结算”创建
的将是结算对象



关于结算
 一个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有多期结算；
 本系统认为结算并不一个独立的对象，不能针对结算对象
进行工程量的输入，也不能进行材料价格的修改。

 结算对象包含多期进度计量，它的工程量及费用由所包含
的进度计量汇总而成

 结算与进度计量的关系由他们在管理列表中位置决定，如
果某行进度计量上面有结算行，那个这期进度计量会自动
认为是该期结果所含的对象。



这是结算

其下级为结算所
包含的进度计量

通过上下移调整结算
与进度的关系

进度间的上下期关系
不是由它们的日期决
定，而是由它分们在
表格中的相动位置决

定



录入本期工程量3



 在“预算书”中应选择一期进度计量或结算作为当前“工作期”，否
则不能进行任何有效的操作

选择当前操作的进度计量或结算

在更改当前计量期前，前面所选择的计量期对后面的所有（如调差、取费、报表
输出）等操作均有效。



 工程量录入中几个重要的名词解释

增减量。用于填写合同的增减工程
量。此增减不会造成合同单价的变
化，如果需要重新调整清单的单价
时，需解除此合同的锁定，或重新
补充一条新的清单，具体操作见后
面的有关描述。

累计完成和剩余的量和合价，并
非是真正的累计完成和剩余，而
是指绝止至本周期未的累计完成
和剩余。



 清单的锁定与解锁
1、缺省状态下清单是锁定，锁定时名称、
单价等不能修改。
2、解除锁定后不仅可修改编码、名称，
而且可重新组价，与正常计价无异。
3、解锁后可重新锁定，锁定有两种选择，
一种维持修改后的内容、单价；另一方式
是重新恢复成合同状态（或第一次解锁时
的状态）
4、清单解锁后计算所采用的人材机价格
仍为合同价格，并非当前进度期的价格。



 在清单锁定状态下不能删除，在清单解除锁定后，有两种情况下也不
能删除：其一是清单有原始的合同数据，其二是清单已被计量或结算
了，有进度期数据。这两种情况下删除只是对清单作了删除标识，不
是物理上的删除。

 删除清单

工作量作了删除标记，并
隐藏了包含子目，不参与

合同总价计算。

不影响度计量。



 取消删除状态。

双击此格可取消删除标识，
重新展开子目，重新参与
节点合同价的计算。



 进度工程量的批量录入

选定要操作的清单（块选、跳选、
拖选），点击上面的按钮可批量
修改（清除）工程的工程量。



 工程量计算式

为进度计量输入工程量计算式



 使用合同中原有的工程量计算式



 措施项目计算

总价措施项目由于合同工程量一
般为“1”，所以无法输入本期
工程量。对于这类清单，程序会
自动按比例同步计算，无需干预。

单价措施类似于实体清单，
要输入当期工程量



录入补充新增项目4



变化在所难免，怎么办？



 在合同节点的基础上增加新节点

如果补充的项目具有一定的独
立性，可以在合同原有节点的
基础上增加一个独立的节点，
然后再在此节点下根据实际情
况补充或增加清单。



 在已有节点下补充新的清单

这种方式适合于补充的清单与原清单节点
有一定的关联性，例如变更，这种使得数
据更有条理，便于统计，不利的是补充清

单过一分散，不便于管理。



 组价

按正常清单组价即可。



或者全部以补充清单的方。



 签证、索赔

签证一般也称为计日工或零星工作，如果原合同中有计日工列项，那么
只需在相应的项目上填入本期完成量即可，如果合同中没有列项，则需
要采用补充或上述增加（或补充）清单的方式。

费用索赔可参照前面有关防疫费的处理方式，本次疫情防控费用严格来
讲就是一种索赔（不可预测的，不可抗拒的）。



 变更

变更有业主方发起的变更和施工方发起的变量等多种方式，有的变
更只有工程量的变化，有的则需对原有清单重新组价，有的变更甚至还
需增删清单。

变更要根据具体情况，遵照合同的要求来处理。
如果只是清单量的变化，单价不变，在清单增加量处填入增减量，

或直接录入本期量便可。
如果涉及到原有清单单价的变化，可将原清单解锁，或复制粘贴后

重新组价。
如果变动较大，在业主或监理的许可下，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变更节

点，重新组价。



节点的锁定

 与清单锁定相同的是，锁定后都不能删除。
 与清单锁定不同的是，节点没有解除锁定，更无
恢复到合同状态的功能。

 节点锁定后仍可以增加下级节点（在原节点就有
下级节点的情况下），也可以增加清单（在原节
点有清单的情况下）



 进度计量文件虽来源于所选的合同
文件，但自进度计量文件建立后丙
者就再无关联。

 在进度结算时对节点、清单所作的
任何改动，均不会影响原合同文件。
即使在原合同文件删除或挪动的情
况下，清单解锁后仍可恢复成合同
状态。



价格调整5



在人材机界面统计的数量是当
前进度计量期的数量，单价也
是当前进度计量期的单价

由于主要目是调价，所以
默认处于“配合比展开”

的模式

导入的价格也只是针对当前
进度计量期。



 基准价格

基准价格理论是指招投标当月由造价
管理部门发布的信息价，根据普遍的
做法，此处取的是生成进度计量时投
标工程人材机的市场价。基准价格可
以修改，但只能在第一期进度计量时

进行。



 调差数量

调差数量是可以人材机可以计算调差
的合计量，这个量排除了没有锁定清
单的用量，这是因为没有锁定的清单
其人材机单价是开放的，所以不在可

调差的范围之内。



 结果调差



 关于波动幅度
人材机价格波动幅度 = （本期市场价 –基准单价）/基准单价 *100

当本期人材机的市场价波动幅度超过约定幅度时，程序会自动计
算调整人材机的价差。

价差 = ∑（本期市场价 –基准单价） * 本期可调差的数量
波动幅度标准在新建进度计量文件时设定，中间不能修改。
所计算的价差，不反算入清单的综合单价，即使在清单非锁定

状态下，而是在工程取费中体现。



取费计算6



由于现行的取费表没有就价格调整单独
列项，本程序暂时将价差列于现场签证
费用中，并计入其他项目费，计入本期
进度计量的总费用，且带入结算。



其它6



 本软件的进度计量结算是单机版的，如果
需要报送监理只能以文件拷贝的方式。本
公司可以实现在互联上报送、审核、审批
进度计量结算数据。在互联网状态下施工、
监理、业主共享数据，可随时互动，实现
对造价的动态监管。但此系统需要根据各
单位的情况定制，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CSPK软件疫情期间优惠政策
 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的重要指示和省、市政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
部署，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阻击战，我司决定：在疫情防控期间，对所有有
需要的用户提供网络版账号和密码，免费使用。
CSPK计价软件V12版本下载地址：
http://www.cspksoft.com/soft/softlist1_1.html
账号：cspkpm
密码：cspkpm
服务电话：0731-88195392、8629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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