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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建筑
设计参数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研究

吕浩鹏　谭思琦　张　帆　张　铎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辽 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　本文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以实际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参数为因变量，以建筑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为自变

量的多元回归模型。通过利用 SPSS17.0 软件建立逐步回归模型，找到影响工程造价的建筑设计变量参数，根据得到的回

归模型，以及实际建筑工程项目进行分析，分析建筑设计参数对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为建设工程项目在设计与决策阶段

的造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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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劳动密集且具有动态

性复杂性，随着人们对工程项目设计要求的提升，导致工

程项目在设计过程中涉及到的参数越来越多。建筑项目设

计参数的增多，必定会给工程造价管理以及成本管理带来

一些难度以及负面的影响，也会导致管理人员对工程造价

管理与成本控制的把握出现偏差。

2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建筑设计参数对工

程造价的影响

2.1 数据来源

本数据库为辽宁亿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17 栋

高层住宅楼项目的造价数据，层数为 18 层至 29 层，结构

形式均为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基础类型均为钢筋混

凝土筏板基础。

首次选择 8 个建筑设计参数，分别为建筑物总高度、

层高、净高、户型、平面形状、建筑规模、层数、进深。

建筑规模量化处理为总建筑物面积；建筑物总高度量化处

理为建筑屋顶最高点的标高；层数量化处理为地上总层数；

平面形状量化处理为建筑周长与建筑占地面之比；层高量

化处理为建筑标准层的层高；户型量化处理为套内面积与

套型面积之比。

2.2 多元线性回归

采用SPSS17.0 软件对建筑设计参数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其运行皆如下表 1- 表 3 所示。通过使用全部设计参数对工

程造价进行拟合，得到的拟合优度 R² 为 89.5%，调整的 R²

为 79.1%，说明拟合值对观测值的效果拟合程度较好，但是

在模型结果中发现，许多解释变量没有通过 t 检验，所以本

文选择的部分变量是不显著的，需要对变量进行逐步回归。

2.3 逐步回归

本文选取 1 号楼至 16 号楼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选择

用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变量的时候需要绘制残差图检验是否

存在异方差性，通过残差值与预测值的对比判断该回归模

型的异方差性，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筛选出显著性变量，

筛除引起多重共线性的变量，选择拟合优度 R² 最大值作为

表 1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1

( 常量 ) 8065727.905 13971649.229 .577 .580

建筑物总高度 -300184.368 113739.672 -1.017 -2.639 .030

层高 -28113219.628 19300837.807 -1.950 -1.457 .183

净高 31947990.481 18858775.986 2.261 1.694 .129

户型 -32082287.212 16508967.734 -.290 -1.943 .088

平面形状 52498006.668 18038630.821 .399 2.910 .020

建筑规模 2301.402 423.447 .843 5.435 .001

层数 1151134.769 373148.625 1.136 3.085 .015

进深 21742.653 40030.798 .075 .543 .602

a. 因变量 \：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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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模型结果（如表 4- 表 5 所示）。

2.4 回归方程结果

从上表 6 得出的标准化系数的回归方程如下：

工程造价 = -13982867 +5153532.54* 净高 +2018.462 建

筑规模

2.5 回归方程检验

假设 17# 项目为相似类型的拟建项目，根据方案设计

能获取上述 2 个变量的取值，建筑规模与净高的设计参

数分别为 5913、3.25，将数据带入多元回归公式可得工程

造价 =14701279，根据提供的信息 17# 的实际工程造价为

15491190，由此估算的偏差为 5%。

3 结语

为了有效地控制全过程项目管理的工程造价控制，尤

其是在设计与决策阶段，利用有限的信息与数据进行准确

的工程估算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可根据建设工程项目前期的企业内部有限的数据利用较少

的建筑设计参数，建立投资估算的模型，得到较为合理的

工程估算，并且与实际造价相比，使估算误差保证在可控

的范围之内，为工程项目的建筑设计参数与工程造价之间

的关联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

表 2 模型汇总

模型 R R2 调整 R2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946a .895 .791 1378979.86080

a. 预测变量：（常量），进深，建筑规模，平面形状，净高，户型，层数，建筑物总高度，层高。

表 3 Anova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30052825507279.940 8 16256603188409.992 8.549 .003b

残差 15212683651905.973 8 1901585456488.247

总计 145265509159185.900 16

表 4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79473976214886.800 1 79473976214886.800 18.119 .001b

残差 65791532944299.130 15 4386102196286.609

总计 145265509159185.900 16

2

回归 98790440211885.700 2 49395220105942.850 14.880 .000c

残差 46475068947300.210 14 3319647781950.015

总计 145265509159185.900 16

a. 因变量 \：工程造价
b. 预测变量：（常量），建筑规模。
c. 预测变量：（常量），建筑规模，净高。

表 5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1
( 常量 ) 3340709.620 3416286.452 .978 .344

建筑规模 2018.462 474.185 .740 4.257 .001

2

( 常量 ) -13982867.448 7772278.325 -1.799 .094

建筑规模 2034.436 412.582 .746 4.931 .000

净高 5153532.541 2136422.837 .365 2.412 .030

表 6 模型汇总

模型 R R2 方 调整 R2 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740a .547 .517 2094302.31731

2 .825b .680 .634 1821990.06088

a. 预测变量：（常量），建筑规模。
b. 预测变量：（常量），建筑规模，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