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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项目变更累积影响索赔
杨 倩

内容提要

吕文学

变更的累积影响是由于多个变更间的“协同效应”和变更部分对未变

更部分的“涟漪效应”所产生的，实质上是由于变更导致生产率下降从而带来的损
失。 本文介绍了变更累积影响的成因，并分析了为了成功地进行累积影响索赔所应
采取的措施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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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对原有的施工方 案 进 行 调 整 ，

资失控和工期延误的 主 要 原 因 ，

一旦发生工程变更， 承包商

以便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顺利实

工程变更对项目的影响主要表现

正常的施工节奏会被打断， 正在

施变更工程， 施工方案的调整为

在工程项目成本增加和工期延

进行的工序可能停下来， 在同一

生产率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

误。 其中成本的增加除了变更的

工作层面上可能有多个工种在施

响：一方面，由于在原有方案的基

直接成本开支外， 多变更的累积

工， 现场各工种搭接交叉施工增

础上，工序搭接优化，也有更多的

影响会降低生产率， 从而也会增

多、协调监督量增加，发生拥挤和

资源投入， 这能够改善生产率降

加工程变更成本。

中断怠工现象； 其次由于新增工

低的状况， 降低变更所带来的干

程的发生，现场有限的设施、施工

扰影响。但另一方面，承包商为了

设备和器具无法满足扩大工作面

按期完工， 可能进行加速施工或

后的施工要求； 同时由于工程资

返工，加班导致工人疲劳度增加；

源投入的强度突然增加， 有可能

现场拥挤引起的停工、窝工、怠工

工程项目变更对生产率的影

导致现场材料供应不足； 另外随

和改变正常的施工节奏导致工人

响是由于变更对工程项目产生干

着现场协调、 参与人员的增加和

的施工情绪变动，产生消极现象；

扰而引起的。 “干扰”一般被定义

正常的施工流中断， 项目各管理

由于工人对工作环境的适应和工

为妨碍项目参与方按设计或计划

层间的信息流增加， 信息处理量

种的了解，如果不变换工作内容，

实施工程或部分工程的行为或事

增加， 这些施工干扰会造成现场

随着工程量的增加， 工人会越来

件”。 变更 是 产 生 干 扰 的 原 因 之

的生产率降低。

越熟练工艺操作， 单位时间内完

一、 变更累积影响的成
因

（一）工程项目变更对生产率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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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干扰的产生会降低生产率并

一旦现场的实际生产率低于

成的工作量增加， 即每单位工程

变更前的计划生产率，如

量所需要的时间逐渐递减， 生产

果继续按照原来的施工

率逐渐递增，但工程变更发生时，

方案实施工作，必然不能

正常的、 重复性的工作活动被变

按期完工， 也会增加费

更打断和干扰， 使得工人对环境

用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承 包

的适应和工艺过程的熟练需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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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成本和变更的累积影响。
单一变更成本是只考虑单个
变更干扰对变更工程本身所带来
的可预见的影响， 即变更时在计
划生产率下完成变更部分的工作
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单一变更成
本没有考虑变更对项目变更部分
和未变更部分所造成的不可预见
的干扰， 即不考虑由于变更对承

图 1 ：工程变更对生产率的影响作用

包商的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影

开始， 因此变更后的平均生产率

越多， 因此计算由于生产率下降

响。 由于造成单一变更成本的干

将低于变更前的劳动 生 产 率 ，相

所引起的增加的人工费是定量化

扰是可预见的， 因此往往是在变

应将需增加更多的人 工 投 入 ，付

分析影响成本大小的依据。 在与

更以前定价的， 由双方协商确定

出更大的变更代价， 造成生产率

人工费有关的生产率下降损失的

变更的价格。

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变更的干扰

确定和责任划分上， 界定却很困

变更的累积影响是指发生多

作用。

难。一方面变更是由业主主导的，

个变更时， 这些变更的总影响超

而变更则是导致生产率下降的直

过了单个变更产生的影响 （一般

接原因，另一方面，生产率下降的

为破坏性影响）的简单累加。累积

工程变更引起了变更干扰，

原因也可能包括承包商的管理能

影响来源于变更的“涟漪效应”和

而工程变更和变更干扰又是导致

力不足、 施工协调不充分等方面

多个变更的“协同效应”。 当同时

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变更成本除

的因素。在实际工程中，由于双方

实施多个变更时， 变更间的交互

了考虑直接成本外， 还需考虑由

的责任混杂在一起， 很难准确量

作用， 破坏了工程项目的原有协

于生产率下降所导致的间接成

化各自的责任。

同秩序， 这些变更产生的总影响

（二）生产率对工程变更成本
的影响

本。

（三）工程项目变更的两类成
生产率下降是间接成本的最

本

超过了由单个变更产生的破坏性
影响的简单累加， 这种不相关的

主要和最终的表现形式， 在变更

变更所造成的干扰有些是可

变更的“协同效应”对生产率将会

成本中， 间接成本是主要针对生

预见的，有些是不可预见的，可预

产生不可预见的干扰。 某些变更

产率损失的。 因此这部分成本的

见的干扰只发生在变更工程的部

工作的实施可能只影响项目的某

补偿也主要体现在生产率损失的

分， 而不可预见的干扰还可能对

些特定活动， 但显然这种情况是

补偿。

其他未变更的部分造 成 影 响 ，因

很少发生的。 变更能够干扰未变

此可以把变更成本分 为 两 类 ，单

更部分的工作，换而言之，特定的

从 合 同 价 格 的 构 成 上 看 ，工
程的直接费包括人工、 材料和机
械三部分。 生产率下降并不会影
响材料的使用额， 只是增加了人
工和机械的投入。 机械部分的投
入根据机械台班的使用量容易进
行测算， 而增加的人工费的确定
较为困难，从表面上看，增加的人
工费大小由生产率下降的比率决
定，生产率下降越大，人工费增加
国际经济合作 2009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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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变更实施前的定价阶段无法
预见累积影响； 在协商进行变更
时， 承包商没有放弃累积影响索
赔的权力。
多个变更的发生是容易被证
实的， 而判断多个变更是否影响
了承包商的生产率一般通过 △ 方
法来界定。 △ 被定义为完成项目
所需的总的实际劳动时间与预算
的基本时间加上批准的变更时间
之和之间的差异。
△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

值。 正值表明完成工程比计划需
图 3 ：△ 的定义

变更能够对整个项目的生产率都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换而言之，实
为了成功地进行累积影响索

际生产率低于计划或估计的生产

产生影响，这常被称为变更的“涟

赔， 承包商必须证明自己有权获

率；另一方面，负值表明实际生产

漪效应”。

得补偿， 即需要证明累积影响索

率比计划生产率要高， 意味着在

因此， 工程项目的总变更费

赔的有效性。 证明累积影响索赔

此项目上将花费比计划更少的时

用为工程项目所有单一变更成本

的有效性一般包括五个基本要

间。 要保证 △ 只是项目变更影响

之和加上变更累积影响成本。

素：发生了多个变更；承包商的生

的结果， 必须建立并统一使用

累积影响由于其不可预见

产率受到了影响； 对生产率的影

△ 方法评价累积影响的标准。 因

性，往往是变更发生后定价，一般

响来自于这些变更的实施； 承包

此， 为了在不同规模的项目之间

在项目完工后由遭受变更的累积

表 1 ：影响因素与 % △ 之间的关系

影响损失的一方以索赔的形式要
求业主进行补偿。

二、变更累积影响索赔
在国外， 变更的累积影响已
经被法庭所承认， 但是要成功地
进行累积影响索赔， 承包商需要
有证据证明其获得补 偿 的 权 利 、
累积影响的原因及变更所导致的
损失。 实施多个变更并不能说明
一定导致了累积影响， 但是由于
承包商的确承受了累积影响的损
失，承包商为了得到补偿，不可避
免地需要承担找出遭受变更累积
影响损失的证据， 才有可能索赔
成功。
（一）累积影响索赔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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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比而提出了%△的概

导致工期延误和生产率降低

度及现场的人员配置也关系着变

念。 % △ 定义为 △ 除 以 完 成 项 目

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由业主主导的

更对生产率的影响。 项目经理的

花费的总实际工作时间。

变更所引起的。 而承包商却可能

从事类似项目的年限越长， 项目

%△=[ 总实际工作时间 - （预

将此损失归咎于业主并要求业主

管理经验越丰富， 越容易控制变

算 时 间 + 变 更 时 间 ）]/ 总 实 际 工

进行补偿。同样，业主可能认为是

更的干扰； 承包商根据生产率越

作时间 ×100%

承包商的低价中标导致变更费用

密切， 越能及时对现场工作进行

在确定项目是否受影响时，

不合理或者认为承包商项目管理

调整；而现场人员配置不足、或配

在预算工作时间的基础上将项目

不善， 并以此为理由拒绝对生产

置超标造成工作面拥挤都不利于

分为“预算内”和“超预算”项目。

率损失的补偿。因此，为了对承包

降低变更的累积影响。

是否超预算与项目是否受影响属

商遭受的变更累积影响损失进行

5.建筑师 / 工程师的协调

于同一范畴。 项目分为受影响的

补偿， 必须识别与变更相关的因

无论变更前还是变更实施期

（超预算的）和未受影响的（预 算

素与累积影响结果之 间 的 关 系 。

间，建筑师 / 工程师对 Partnering

内 的 ）， 是 通 过 是 否 超 出 ±5%

变更可能造成干扰的相关因素主

团队成员的协调越充分， 越容易

△ 进行划分。 此划分标准的提出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团队成员的协作， 从而降低

是按照一般保守认为承包商的估

1.变更强度

计能力为 ±5%△ ，因此作为工程

变更的强度可从以下几个方

以 %△ 表示劳动生产率降低

面来理解：变更的数量；变更发生

的程度， 用来衡量变更的累积影

的频率； 批准的变更工期与总合

响， 变更的各相关因素与 %△ 之

更的部分的影响是可 预 见 的 ，在

同工期的比率。

间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变更定价过程中， 这种影响就应

2.变更时机

该包含在变更价格内， 之后这部

变更越早做出，造成的不利影

分就不能够进行补偿。 在分别对

响也越小，设计阶段进行变更比施

对于多变更的累积影响所带

单个变更进行定价时， 承包商一

工阶段进行变更对项目造成的累

来的损失， 目前还没有很精确的

般都不会考虑变更之间的协同效

积影响小；变更在整个项目阶段中

量化方法， 常用的方法主要是总

应及对未变更部分的影响。 如果

所处的时间越晚，对未变更工程产

费用方法、测量时段分析方法、基

在实施变更前就已经预计到可能

生的涟漪效应的影响越大，生产率

准生产率方法等， 但这些方法都

变更可能会导致生产 率 下 降 ，变

损失越大；从决定进行变更到业主

无法区分业主和承包商对累积影

更价格里已经包含了对由于生产

指示实施变更的变更处理时间越

响的责任， 而在实际的索赔案例

率下降可能给承包商带来的损

长，越容易产生累积影响。

中， 业主常常列举承包商对工程

是否受影响的划分标准。
一般而言， 如果变更对未变

失，此时承包商不能得到补偿。

累积影响。

（三）变更累积影响损失额度
的确定

3.变更工作的类型

项目所做出的干扰以驳回承包商

不同类型的变更工作 （如土

的索赔， 即业主认为导致变更产

证明业主主导的变更是累积

木、设计、电气、机械等），变更 对

生额外费用的原因是承包商自身

影响发生的原因及因此导致的损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

的责任， 如承包商的管理能力不

失是累积影响索赔的核心， 而原

的。 这是由于各类工作所需的工

足， 计划不合理或资源投入不足

因往往是累积影响索赔中最难证

艺水平和复杂程度都是不相同

等。承包商为了成功地实施索赔，

明的部分。 只证明发生了多个变

的， 各种工作对其他工作的依存

通常需要一名专家来分析与变更

更及费用超支不足以证明变更是

程度也是不相同的。

累积影响相关的各类文件， 从而

累积影响损失的原因。 承包商必

4.现场管理

判断变更累积影响 损 失 的 额 度 。

须把变更与费用超支之间的因果

承包商项目经理的项目管理

按照国外此类索赔案例的法庭经

经验、 承包商对生产率的关注程

验来看， 原则上并不需要承包商

（二）导致累积影响的原因

关系联系起来。
国际经济合作 2009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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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每项变更如何影响各部

索赔， 而不是以累积影响的形式

Napolitan.

分工程实施的证据， 承包商只需

进行索赔， 这类索赔成功的可能

construction

要关注多个变更如何导致工作环

性远远高于累积影响索赔。 同样

productivity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境的变化，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

的， 为了进行变更的累积影响索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1995, 121

例如在美国的一例累积影响索赔

赔， 承包商应多准备一些索赔途

(3): 290-296.

的案例中， 法庭同意补偿承包商

径以提高成功索赔的机会。

的累积影响损失，法庭认为：业主
对原合同的众多变更影响了承包

Quantitative
changes

effects
on

of
labor

William Ibbs. Impact of Change ’s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学
院）

Timing on Labor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商按照计划生产率完 成 项 目 ，实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5(11): 121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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