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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项目预计分项工作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预计工程量

小房屋面防水维修维护

1
防水层及防水保护

层拆除
防水层及防水保护层拆除 m2 57.64

2 建渣弃置
1.废弃料品种 :建渣等

2.运距：投标人自行考虑
m3 3.46

3 屋面卷材防水

1.卷材品种、规格、厚度 ：5mm 厚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2.防水层数 ：

一层；3.防水层做法：30mm 厚 M20 干

混砂浆找平，5mm 厚 SBS 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一道，40mm 厚 C20 细石混凝土掺

5%防水剂保护层；4.清单工程量为水

平投影面积工程量，阴阳角附加层、

女儿墙 300mm 以内的反边等单价内综

合考虑

m2 57.64

实验楼屋面防水维修维护

4 保温层拆除
1.保温层拆除（预制板及砖支墩保温

层拆除)；2.建渣弃置另列
m2 166

5
金属压型板屋面拆

除

1.金属压型板屋面拆除；2.包含彩钢

板屋面，钢梁、钢檩条、钢柱等； 3.

建渣弃置另列

m2 145

6
防水层及防水保护

层拆除

1.防水层及防水保护层拆除；2.建渣

弃置另列
m2 511.5

7
墙面抹灰及防水拆

除

1.墙面抹灰及防水拆除,铲至砖墙、砼

墙；2.建渣弃置另列
m2 156

8 建渣弃置

1.废弃料品种 :建渣等；2.运距：建

渣运距投标人自行考虑。金属压型板

屋面运输至甲方指定地点

m3 105.49

9 屋面卷材防水

1.卷材品种、规格、厚度 ：5mm 厚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2.防水层数 ：一

层； 3.防水层做法：30mm 厚 M20 干混

砂浆找平，5mm 厚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一道，40mm 厚 C20 细石混凝土掺 5%

防水剂保护层；4.清单工程量为水平

投影面积工程量，阴阳角附加层、女

儿墙 300mm 以内的反边等单价内综合

考虑

m2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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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预计工程量

10 墙面卷材防水

1.卷材品种、规格、厚度 ：5mm 厚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2.防水层数 ：一

层；3.防水层做法：30mm 厚 M20 干混

砂浆找平，5mm 厚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一道，20mm 厚 M20 干混砂浆保护层

m2 156

室内维修维修维护

11 原墙油漆铲除
1.铲除部位名称 ：墙面油漆涂料等；

2.建渣弃置另列
m2 1400

12 墙面防霉墙固涂刷
1.基层清理；2.墙面防霉墙固涂刷（界

面剂涂刷）
m2 4000

13 墙面乳胶漆

1.基层类型 ：抹灰面；2.腻子种类 ：

综合；3.刮腻子遍数 ：两遍；4.油漆

品种、刷漆遍数：内墙乳胶漆一底两

面；5.部位：室内墙面

m2 4000

14 玻璃栏板

1.栏杆玻璃的种类、规格、颜色、品

牌 ：不锈钢玻璃栏板，60*30*1.5mm

不锈钢矩管扶手，12mm 厚钢板玻璃，5

厘烤漆钢板固定在 8厘烤漆钢板立柱

上； 2.固定方式 ：膨胀螺栓固定；

3.固定配件种类：8 厘烤漆钢板，膨胀

螺栓；4.其他详见设计

m 50

15 水泥自流平

1.先用打磨机对基础地面进行粗磨，

去掉松散的物质；2.涂刷专用界面剂

一遍；3.配制浆体促流和定厚,厚度不

低于 5cm； 4.消泡、成品保护

m2 250

16 防腐地胶楼地面

1、清理基层，结除灰尘。2、涂刷粘

接剂。3 粘贴地胶。4 压实，排气泡。

5、地缝焊接。6.成品保护

m2 250

17 平面砂浆找平层

1、清理基层；2、刷水泥浆一层；3、

铺设 1：3砂浆层厚度不低于 3cm；4、

木抹刮平，打光机搓平；5、分 3次压

光收平；6、养护

m2 100

18
塑料管 PPR25 冷水

管

1.安装部位 ：室内；2.介质 ：给水；

3.材质、规格 ：PPR25；4.连接形式 ：

热熔连接；5.阻火圈设计要求：满足

验收规范和甲方需求；6.压力试验及

吹、洗设计要求 ：满足验收规范和甲

方需求

m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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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预计工程量

19 实验室更换水管

1.实验室更换水管；2.拆除原水管，

更换 PPR25 冷水管，热熔连接；3.建

渣弃置：投标人自行考虑

m 17

20
塑料排水管

PVC-DN110

1.安装部位 ：室内；2.介质 ：排水；

3.材质、规格 ：PVC-110；4.连接形

式 ：粘结；5.阻火圈设计要求：满足

验收规范和甲方需求；6.压力试验及

吹、洗设计要求 ：满足验收规范和甲

方需求

m 9

21 不锈钢防盗栏
1.材料品种、规格 ；2.边框及立柱型

钢品种、规格
m2 15.22

22 金属门窗拆除 1.金属门窗拆除；2.建渣弃置另列 m2 42.31

23 铝合金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 ：铝合金窗； 2.

框、扇材质 ：壁厚 1.8mm，截面 100mm

断桥铝合金边框；3.玻璃品种、厚度：

5+5 中空钢化玻璃

m2 19.72

24 不锈钢伸缩拉闸门
1.不锈钢伸缩拉闸门；2.304 不锈钢

壁厚 1.1mm
m2 3.06

25 铝合金推拉门

1.铝合金推拉门；2.框、扇材质 ：壁

厚 1.8mm，截面 100mm 铝合金边框；3.

玻璃品种、厚度：5+5 中空玻璃

m2 19.53

26 机房木门窗拆除 1.木门窗拆除；2.建渣弃置另列 m2 5.22

27 机房木质隔断拆除

1.拆除隔墙的骨架种类 ：综合；2.拆

除隔墙的饰面种类：综合；3.建渣弃

置另列

m2 10

28 原风管水泥台支柱

1.构件名称 ：原风管水泥台支柱；2.

拆除构件的厚度或规格尺寸 ：综合；

3.构件表面的附着物种类：综合； 4.

建渣弃置另列

m3 0.36

29
混凝土顶面楼梯拆

除

1.构件名称 ：混凝土楼梯、台阶；2.

拆除构件的厚度或规格尺寸 ：综合；

3.构件表面的附着物种类：综合；4.

建渣弃置另列

m3 5.36

30
二楼三楼试验台-

砖砌体拆除

1.二楼三楼试验台-砖砌体拆除。面层

面砖一并拆除；2.建渣弃置另列
m3 2

31
二楼三楼试验台-

混凝土台面拆除

1.二楼三楼试验台-混凝土台面拆除。

面层面砖一并拆除；2.建渣弃置另列
m3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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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预计工程量

32
水池基座及水盆拆

除

1.水池基座及水盆拆除。面层面砖一

并拆除；2.建渣弃置另列
m3 2

33 二楼木质隔断拆除

1.拆除隔墙的骨架种类 ：综合；2.拆

除隔墙的饰面种类：综合；3.建渣弃

置另列

m2 11.55

34 建渣弃置

1.废弃料品种 :建渣等；2.运距：建

渣运距投标人自行考虑，或运输至甲

方指定地点

m3 24.39

单价措施项目清单

35 脚手架
1．搭设方式 ：综合；2．搭设高度 ：

综合；3．脚手架材质：综合
m2 4000

垂直运输

36 垂直运输
1. 建筑物建筑类型及结构形式 :综

合；2. 建筑物檐口高度、层数：综合
项 1

37 高空作业措施

高空作业措施，脚手架、吊篮等投标

人综合考虑。无论采用何种高空作业

措施，结算时不做调整。

项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