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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的工程。电力工程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也越来越多了。但

是，
在电力工程进行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风险。这样就对电力工程的造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
我们必须要有识别风险
的办法，
从而为应对风险提供可行的措施。文章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对应对风险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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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器的保护装置袁还有电容的保护装置袁电抗器应用的保
现在袁电力工程的数量在不断增多袁在电力施工企业

护装置袁对于这些设备的单体进行调试的时候袁在进行综

里面也有了一些工程造价的识别方法袁从概预算袁到投标袁

合造价的时候袁就会出现分析的失灵袁还有不能够确定用

还有施工的管理袁 原材料的价格等很多方面展开了研究遥

那种的三相保护遥

这样就能够对造价形成有效的控制袁 准确识别造价大风
险袁选择有效的办法进行规避袁避免出现经济损失遥

另外袁找到了电力工程里面的不确定因素以后袁就要
分析这些因素袁根据不同的因素进行分类整理遥 所以袁要想
做好电力工程的造价袁就必须要把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进

2.1 确立不确定因素

行分析遥

在电力工程里面袁造价风险非常多袁并且也不容易发

不管做任何事情袁不经过分析就盲目干袁肯定不会有

现遥 比如在电力线路的施工工程里面袁会需要很多的变压

好的效果遥 把不确定的因素分类整理以后袁能够提高我们

器袁并且型号也不尽相同遥 所以袁这些不同型号的变压器之

的电力工程造价的风险管理水平遥 对于变电站进行施工设

间的价格差距也非常大遥 因此袁在变压器的选择上袁要根据

计的时候袁要充分考虑里面用到的元器件还有线路袁尤其

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遥 但是袁在实际工程里面袁有很多不确

是继电保护相关的设备还有装置等一定要考虑到系统不

定的隐蔽因素袁这样袁设计人员就很难再客观的角度进行

能正常工作时候的解决方案袁 或者是压力太大的情况袁还

分析和判断遥

有就是有关三项保护里面袁这时候可以用电气的调试来进

也很容易出现判断错误的情况遥 有时候袁实际工程里
面的变压器要求的规格比较高袁但是实际施工采用的则是
规格低的变压器遥 这样就满足不了实际的需要遥 后期进行

行定额遥
综上袁在进行工程造价的时候袁要能够识别出风险袁形
成一个整体的体系袁这样有利于工作的进行遥

维护的时候袁成本也比较高遥 有时候袁实际工程队变压器的

2.3 风险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要求不高袁不需要很高规格的变压器袁但是由于没有做好

有关风险信息的收集和整体工作袁这是一个专业性很

合理的判断袁购买了规格比较高的变压器袁这样就造成了

强的问题遥 在电力工程的信息进行整理和收集的时候袁一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袁增加了成本遥

定会有各种的专业性的问题袁所以袁可以请相关的专家进

电力工程里面的造价风险袁 都不能够明显看出来袁非

行咨询袁这样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袁把风险的信息找到遥 比

常隐蔽遥 所以袁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不能够及时发现遥 所以

如说袁电力工程里面的量价合一的模式袁这样就没有一个

要求我们平时认真对待遥 尤其是那些不确定的因素袁要特

准确的定额进行指导遥

别加以注意袁区别对待遥

如果遇到指令性不高的情况袁肯定就和市场的动态管

只有我们工作人员把电力工程的不确定因素明确以

理脱节了袁这样就要考虑重新进行定额遥 所以这种情况下袁

后袁才能够识别出造价风险袁有效进行控制袁做好自己的工

也不能只是依靠工程的实践进行总结袁因为内容有可能会

作遥

偏离遥 最好是根据专家的意见袁进行从野定额指导冶和野市场
2.2 打造造价风险系统

量价管理冶方面进行考虑遥 这样就能够满足工程的实践袁了

上文中分析了不确定的因素袁我们掌握了这些不确定

解合理的信息管理的办法遥 我们知道袁电力工程比较复杂袁

的因素遥 我们把这些因素整理以后袁用一个统一的方式进

涵盖很多方面的内容遥 由于电力工程的专业性比较强袁这

行分类袁作为在工程造价进行时候时候的控制根据遥 比如

样在识别出风险袁进行整理的时候袁就会出现很多的专业

说袁对于 110kV 的 变电站里面的施工设计袁里面有很多断

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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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专业问题袁 工作人员要提高自己的学习能
力袁不断学习袁深入到电力工程相关领域去研究遥 有不明白

本还有风险的投资进行考虑遥 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企业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的问题及时请教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还有专家袁提升自己

3.2 施工阶段的风险识别

的工作能力遥 要想做好电力工程造价里面的风险控制袁就

工程在施工的时候袁也有很多的风险遥 施工单位要根

要能够识别出风险袁对风险加以整理遥 对于控制风险来说

据相关造价的法律法规袁爱说说在财务方面袁审批方面等

非常重要遥

科学控制施工施工的工程费用袁 以降低不必要的支出袁增
加相应的利润遥

3.1 招投标阶段的风险识别

具体工程进行的时候袁有很多的人工费用袁材料费用袁

在电力工程进行的时候袁很多都是招投标进行的遥 所

还有施工施工的设备费用袁节能减排的费用袁企业里面的

以袁招投标的工作是进行技术经济管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

管理费用等遥 所以袁费用非常多遥 在实际工程进行的时候袁

分内容遥 造价管理工作就从招投标开始袁要求每个参与的

一定要把合同的内容详细了解袁规避合同的风险遥 如果遇

单位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袁制定合理的目标袁包括长

到索赔的情况袁就要把工程的备忘录袁联系单袁还有具体工

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遥 然后把这些目标和具体的招投标工作

程的照片袁会议的记录等准备好遥

联系起来遥

3.3 其他风险识别

很多时候袁在电气工程里面参与招投标袁是为的挣钱袁

电力工程进行的时候袁也会需要很多的原材料袁所以袁

盈利遥 所以袁这时候选择造价管理袁就是根据投资的多少还

要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袁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技术袁识别

有投资的风险决定的遥 最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挣钱遥 是不是

材料造价的风险遥 形成一个能够查询材料价格的信息系

能够在工期内造成任务遥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研究袁在实际

统袁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遥 这样就能够选

招投标的工作中袁很多单位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袁在写招

择性价比高的材料遥

投标文件的时候袁把很多的不利于施工企业进行造价控制

举一个例子袁在一个工程进行的时候袁甲方能够提供

的内容也写了进去遥 而施工的单位觉得自己的地位很低袁

塔杆的材料袁还有绝缘的材料袁光缆电线等遥 而相关的施工

所以袁就降低了自己的业务袁被迫签下合同遥 这样就形成了

单位就要提供其它的材料遥 工程没有开始之前袁企业要充

风险遥

分进行准备工作袁按照价格低的多准备袁价格高的少准备

所以袁在招投标工作进行的时候袁所有的参与单位都

的原则进行控制遥

要根据实际情况袁把招投标的文件和相关的合同都仔细阅

在工程进行的时候袁要了解工程的进度袁根据工程具

读遥 发现隐晦词语就及时询问袁有不明白的也要及时进行

体需要再进行购买遥 这样做不仅保证了工程材料的正常供

咨询遥 这样避免在工程进行的时候袁有关资金方面出现不

给袁还能节约资金袁实现了材料的有效控制遥 让企业把钱可

必要的争端遥

以投资到更有价值的地方遥 除此以外袁施工相关的单位还

现在工程进行的时候袁比较流行招投标的方式遥 这样

要洞察材料市场的情况袁进行低价采购遥

能够保证各方的利益袁同时选择最适合的施工方遥 所以袁电
力工程里面的招投标工作是技术经济管理里面最为重要
的部分遥
所以袁工程的造价管理也是从招投标开始进行的遥 招

经过文章的分析袁在电力施工施工袁工程造价的风险
非常多遥 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袁积极消除风险带来的影
响遥

投标的时候袁参加活动的相关单位要能够根据自己实际情
况和实际需要袁制定出合理的目标袁而且相关单位在发展
的时候袁每一步都有比较具体的计划袁保证计划能够落地
实施遥
在电力工程里面袁进行招投标的各单位是为了自己的
发展才进行招投标的活动袁 也是为了能够实现稳定的效
益遥 这就更要做好造价的控制袁选择合理的造价管理办法遥
在进行造价管理的时候袁要根据投资情况袁包括投资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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