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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考试大纲使用范畴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贵州省建筑工程类初、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 “以考代评”考试。本大纲以建筑工程系列各专业基本

要求为出发点，涉及相关法律法规、相关知识、技术规范运用范

畴，制定本考试大纲。考试试题侧重于考核常用、必备知识点，

并要求考生要区分掌握、熟悉、了解的不同层次要求。

二、考试方式及内容

考试采取闭卷笔答方式，专业设置为：１、建筑工程管理 （含

建筑材料、建筑机械、工程管理）；２、建筑结构；３、建筑专业

（含建筑学、建筑装饰）；４、建设工程造价；５、风景园林绿化；

６、暖通与燃气；７、给排水；８、岩土工程；９、建筑电气；１０、市

政道桥隧工程。共十个专业。

考试科目为 《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原则上 ９５％的考

试内容在此大纲范围内，５％的考试内容为新发布的法律法规、技

术标准、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等。

三、考试题型设置

考题设置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

论述题、计算题、案例分析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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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筑工程管理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了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熟悉）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熟悉）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了解）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三）《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四）《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六）《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掌握）

（七）《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熟悉）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了解）

三、地方性行政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熟悉）

（三）《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熟悉）

（四）《贵州省消防条例》（了解）

（五）《贵州省招标投标条例》（熟悉）

四、规章及其它

（一）《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九部委第５６号令）（熟悉）

（二）《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九部委第５６号令）（熟悉）

（三）《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掌握）

（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管理办法》（掌握）

（五）《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了解）

（六）《建筑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了解）

（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办法》（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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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了解）

（九）《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熟悉）

（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熟悉）

（十一）《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３７号令）（熟悉）

（十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了解）

（十三）《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了解）

（十四）《贵州省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了解）

（十五）《贵州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了解）

（十六）《贵州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２０１６版）（了解）

（十七）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 （熟悉）

（十八）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

题的通知 （建办质 〔２０１８〕３１号）（熟悉）

（十九）《建设工程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熟悉）

（二十）《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贵州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黔建建通 〔２０２０〕７９号 （熟悉）

（二十一）《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熟悉）

（二十二）《建设部关于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熟悉）

（二十三）《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熟悉）

（二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２０２０（熟悉）

（二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掌握）

第二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建筑制图基础知识

（一）了解画法几何的基本知识以及投影的基本知识；熟悉剖面图、截面图、轴测图的概念及

画法；了解透视图。

（二）熟悉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０１）、《总图制图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３）、《建筑

制图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４）、《建筑结构制图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５）；了解给排水制图标准、建筑电气

制图标准和暖通空调制图标准等相关的国家标准。

（三）掌握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的常用表达方式 （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面整体表达方

式）；熟悉一般室内、住宅小区给排水施工图、建筑物的一般电气施工图的表达方式；具备正确阅

读理解上述施工图的能力。

（四）熟悉道路施工图、桥梁施工图的图示内容和特点。

二、房屋构造基础知识

（一）了解建筑、结构设计原理；了解建筑构造设计原则及建筑的分类。

（二）熟悉民用建筑物的等级划分 （包括耐久年限和耐火等级）。

（三）熟悉民用建筑的构造；了解建筑模数协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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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了解常用的结构型式及其特点、适用范围；了解结构型式选择的原则。

（五）了解民用建筑各种基础的类型及构造。

（六）熟悉民用建筑墙体的类型及墙体的构造要求。

（七）熟悉楼地面的种类、组成和材料；掌握楼地面的构造做法。

（八）熟悉门窗的作用、类型与构造。

（九）了解顶棚的构造组成。

（十）熟悉楼梯的作用、类型和组成；掌握各类建筑物中楼梯的尺度要求及相关构造措施。

（十一）熟悉屋顶的作用、组成、类型和防水等级；掌握平屋顶的排水与防水、保温与隔热的

要求和构造做法；熟悉地下室、厨、卫防水构造做法。

（十二）熟悉单层工业厂房的结构形式；熟悉厂房建筑模数协调标准；掌握单层厂房的柱网布

置和定位轴线。

（十三）熟悉单层厂房的基础类型、柱的形式及预埋件、屋盖系统的构造组成、吊车梁、连系

梁、圈梁的作用与构造；熟悉支撑系统的组成和构造要求。

（十四）熟悉单层厂房的外墙、侧窗与大门、屋面及天窗、地面和其他构造；了解多层厂房的

特点、适用范围、结构类型和构造。

三、力学基础知识

（一）掌握静力学基本概念。

（二）掌握力在坐标轴上的投影的概念及力的投影计算；掌握力对点之矩的概念及力矩的计算；

了解力偶和力偶矩的概念及其计算。

（三）熟悉平面力系的简化方法；掌握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并能熟练应用平衡方程求解物体

系统平衡问题；熟练掌握静定结构的支座反力和平面静定桁架的内力计算。

（四）了解空间力系及空间力系的平衡方程。

（五）了解材料力学对于变形固体的基本假设；熟悉杆件的基本变形。

（六）掌握轴力的概念和轴力的计算；掌握轴力图的意义与绘制方法；熟悉应力的概念；掌握

轴向拉压杆横截面和斜截面上的应力计算；掌握强度条件及其应用；掌握胡克定律；熟悉轴向拉压

杆的变形计算、应变计算；了解位移计算和应变能的计算。

（七）熟悉剪切和挤压的实用计算方法；了解剪切胡克定律；了解剪应力互等定理。

（八）了解杆件的扭转变形。

（九）掌握受弯杆件横截面上的内力—弯矩和剪力；熟悉弯矩方程和剪力方程；了解受弯构件

上的荷载与剪力、弯矩间的微分关系；熟悉梁的剪力图、弯矩图的绘制方法。

（十）熟悉截面的静矩、形心、惯性矩、惯性积的概念。

（十一）掌握受弯构件横截面上的弯曲正应力和弯曲剪应力的分析计算方法；了解梁的合理截

面的概念。

（十二）了解平面应力状态的分析方法；熟悉求一点的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的方法；了解广义

胡克定律；了解四个常用的强度理论。

（十三）熟悉组合变形的概念；掌握斜弯曲和偏心受压 （拉）杆件横截面上的应力分析方法。

（十四）掌握压杆稳定的相关概念；掌握欧拉临界力公式；熟悉欧拉公式的适用范围；了解临

界应力总图和经验公式；掌握压杆稳定校核的实用方法—折减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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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熟悉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方法；掌握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律及其应用。

（十六）了解结构力学原理。

（十七）掌握静定结构特别是多跨静定梁和平面静定刚架的反力、内力计算和内力图的绘制方

法；了解静定结构的特性及其应用。

（十八）了解支座位移和温度变化引起的位移。

四、建筑材料基础知识

（一）熟悉材料的化学组成、矿物组成及其对材料性质的影响；熟悉材料的微观结构及其对材

料性质的影响；熟悉材料的宏观结构对材料性质的影响。

（二）掌握材料的基本性质的定义：密度、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孔隙与孔隙特征、亲水性与

憎水性、吸水性与吸湿性、耐水性、抗渗性、抗冻性、导热性、强度与变形性能、脆性与韧性等。

（三）熟悉建筑钢材的品种规格；掌握建筑钢材的技术性能；了解钢材的冷加工及焊接等过程

对钢材性能的影响；了解钢材的化学成分对钢材性能的影响；熟悉钢材的腐蚀与防护；掌握建筑钢

材的标准和选用。

（四）熟悉气硬性胶凝材料—石灰和石膏的技术性能与应用。

（五）熟悉水硬性胶凝材料—水泥的组成、水化与凝结硬化机理、性能与应用。

（六）熟悉砖、石的材料性能。

（七）熟悉混凝土的原材料及其技术要求；了解拌合物的和易性及其影响因素。

（八）掌握混凝土的强度性能和变形性能。

（九）熟悉混凝土的耐久性的定义；了解混凝土的抗渗性、抗冻性、抗侵蚀性；了解混凝土的

碳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了解混凝土的碱集料反应。

（十）熟悉常用的混凝土外加剂的组成与特性；了解常用外加剂的应用技术。

（十一）掌握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基本要求和配合比设计的步骤；熟悉实验室配合比的试拌调

整方法；了解施工配合比与实验室配合比的差别。

（十二）熟悉沥青与改性沥青的组分和技术性能；了解沥青基防水材料的种类与性能。

（十三）熟悉建筑保温隔热、节能材料。

五、工程测量基础知识

（一）熟悉测量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先整体后局部，先控制后碎部，高精度控制低精度）。

（二）掌握水准测量原理；熟悉水准仪的构造、使用和检验校正；掌握水准测量方法及成果整

理方法。

（三）熟悉经纬仪的构造、使用和检验校正方法；掌握水平角和垂直角的观测方法。

（四）掌握卷尺量距特别是钢卷尺精密量距的方法；掌握视距测量的方法；了解光电测距的基

本原理及红外测距仪的使用方法。

（五）熟悉全站仪的使用方法；了解ＧＰＳ测量。

（六）了解测量误差的分类与特征；熟悉评定精度的标准；了解观测值算术平均值的计算及其

精度的评定；了解误差传播定律及其应用。

（七）了解图根导线的技术要求；了解图根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和内业计算方法。

（八）掌握建筑工程控制测量、施工放样测量、建筑安装测量和建筑工程变形测量的操作方法

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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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程经济基础知识

（一）了解建筑技术经济学的理论。

（二）熟悉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及其相关计算；了解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概念；熟悉利息计

算方法；熟悉现金流量计算。

（三）了解价值工程的基本理论。

（四）掌握建设部、财政部建标 〔２０１３〕４４号文件规定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的组成与建筑

安装工程计价程序。

（五）熟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ＧＢ５０５００）；熟悉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工程

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了解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及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掌

握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了解 《１３规范》中工程量清单计价的相关规定。

（六）熟悉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的组成。

（七）熟悉建设工程定额的分类和应用。

（八）了解建设工程项目估价。

（九）了解ＰＰＰ项目融资模式。

（十）ＢＯＴ、ＥＰＣ等各类项目建设管理模式

七、混凝土结构

（一）熟悉结构的功能及其极限状态；掌握结构极限状态的设计表达式；了解建筑结构的设计

使用年限和安全等级；掌握结构可靠度的概念、荷载分类及其代表值；掌握荷载效应组合的概念及

分项系数、正确理解材料强度的标准值和设计值。

（二）熟悉混凝土的强度、变形、收缩与徐变等力学性质和强度等级的划分；掌握减小混凝土

收缩与徐变及其影响的措施；熟悉钢筋的品种、规格和强度等级及其力学性质；熟悉钢筋与混凝土

共同工作原理及钢筋锚固长度的计算及构造要求。

（三）掌握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应力分布、变化及破坏过程；掌握单、双筋矩形截面

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原理及计算方法；掌握受弯构件斜截面破坏的形态、影响斜截面承载力

的因素；掌握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了解受弯构件裂缝和变形验算；掌握

受弯构件的一般构造要求。

（四）熟悉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与步骤；了解偏心受压构件的破坏特征及其

分类；熟悉矩形截面对称配筋偏心受压构件的相关构造要求。

（五）了解受扭构件的特点和计算方法；了解受扭构件的一般构造。

（六）了解钢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有关概念及耐久性设计的内容。

（七）掌握钢筋混凝土楼梯的类型、组成、及构造要求；熟悉装配式楼盖的结构组成、承重方

案、结构平面布置；熟悉单向板肋形楼盖的结构平面布置及计算方法；了解双向板肋形楼盖和无梁

楼盖的结构平面布置方法。

（八）熟悉单层厂房的结构组成、结构布置、荷载及传力路线。

（九）了解钢筋混凝土多层与高层房屋的结构体系和类型；熟悉多高层结构选型的主要考虑因

素和方法。

（十）熟悉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组成、结构布置及受力特点；掌握框架梁、柱和框架节点的

有关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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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熟悉单层厂房的结构组成、结构布置、荷载及传力路线；了解钢筋混凝土多层与高层

房屋的结构体系和类型；熟悉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组成、结构布置及受力特点；了解框架梁、柱

和框架节点的有关构造要求。

（十二）熟悉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知识；熟悉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设计的一般规定；熟悉预应力

混凝土构件的构造要求。

（十三）了解建筑结构抗震的基本概念；熟悉地震震级、地震烈度等概念和地震震害现象；掌

握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提出的 “三水准”抗震设防目标；了解建筑抗震设防分类和设防标准；

熟悉建筑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

（十四）熟悉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震设计的一般规定；了解框架梁、柱与节点的抗震设

计内容与方法；掌握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

八、砌体结构

（一）掌握砌体结构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熟悉砌体结构材料：块材的品种、规格、强度等级

和性能；砂浆的品种、强度等级与性能；砌体的种类、规格与性能。

（二）熟悉砌体结构的基本设计原则；了解砌体结构的设计表达式；熟悉材料性能分项系数和

砌体强度标准值、设计值的概念。

（三）熟悉砌体结构承载力的计算。

（四）熟悉混合结构房屋的结构布置和承重方案；掌握混合结构房屋的静力计算规定。

（五）掌握墙、柱的允许高厚比要求；熟悉砌体结构的一般构造要求；熟悉加强房屋整体性、

防止和减轻墙体开裂的主要构造措施。

（六）熟悉墙体中的圈梁、过梁、墙梁、挑梁、构造柱等部件的构造。

（七）掌握砌体结构房屋 （多层砖房和底层框架—抗震墙房屋）抗震设计的一般要求和抗震构

造措施。

九、钢结构

（一）了解钢的种类；熟悉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的品种规格；熟悉钢材的强度和

破坏形式、塑性、韧性、可焊性、冷弯性能和耐久性等力学性能；熟悉影响钢材力学性能的因素；

掌握钢材的选用原则。

（二）熟悉钢结构的焊缝连接、铆钉连接、螺栓连接等连接方式；熟悉钢结构常用的焊接方法、

焊缝连接形式及焊缝形式；了解焊缝缺陷及焊缝质量检验；掌握焊缝代号、螺栓及其孔眼图例；熟

悉角焊缝的构造要求；熟悉螺栓连接的构造；熟悉普通螺栓连接和高强度螺栓连接的工作性能。

（三）掌握轴心受力构件的强度和刚度计算；掌握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的概念；

熟悉柱头与柱脚的构造。

（四）熟悉钢梁整体稳定概念和支撑的构造要求；熟悉钢梁受压翼缘和腹板的局部稳定的概念；

熟悉钢梁的拼接、连接和支座构造；了解钢与混凝土组合梁。

（五）熟悉拉压弯构件的强度；了解压弯构件在弯矩作用平面内和弯矩作用平面外的稳定；熟

悉压弯构件的局部稳定；了解格构式压弯构件的构造；了解框架柱的构造和框架柱的柱脚构造。

（六）熟悉钢结构构件的一般构造要求；了解钢结构构件的制作、运输和安装特点；了解钢结

构的防护和隔热措施。

（七）了解钢屋盖的组成；掌握钢屋盖的支撑系统；了解简支钢屋架的设计计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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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了解钢结构在重工业厂房、大跨度房屋结构和高层房屋结构中的应用。

（九）掌握钢结构的破坏型式和特点。

十、地基与基础

（一）了解土的生成与组成；熟悉土的物理性质；掌握土的工程分类。

（二）了解地基土中自重应力和附加应力的概念。

（三）了解土的压缩性；了解土的固结试验及压缩系数和压缩模量的定义及测定；了解地基变

形与时间的关系。

（四）了解土的抗剪强度的概念。

（五）了解静止土压力、主动土压力、被动土压力的概念；熟悉挡土墙的抗倾覆和抗滑移稳定

性验算；了解土的强度极限平衡理论和地基承载力理论；了解边坡稳定分析方法。

（六）了解工程地质勘察方法；熟悉地质勘察报告的分析与应用。

（七）熟悉浅基础的类型；掌握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 ｆａｋ的概念和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的修正

方法；熟悉减少不均匀沉降损害的措施；了解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共同工作的概念。

（八）了解深基础的类型；熟悉桩与桩基础的分类。

（九）熟悉地基处理原理；掌握几种常用地基处理方法的方案选择和必要的计算与测试方法；

熟悉地基处理的质量要求。

（十）了解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对建筑场地类别的划分；熟悉建筑场地评价及有关规定；了

解地基基础抗震设计的一般要求；熟悉地基土液化的概念和液化地基的判定方法；掌握地基的抗液

化措施。

十一、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一）土石方工程方面：熟悉岩土的工程分类和工程性质；掌握土石方工程的施工要求；熟悉

主要土方机械施工的适用范围和施工方法；掌握常见基坑开挖及边坡支护方法；熟悉人工降低地下

水位的方案选择；熟悉基坑验槽方法；熟悉场地平整土方调配的原则；掌握相关的土石方工程量的

计算方法；熟悉土石方工程的安全施工技术。

（二）地基与基础工程方面：熟悉常用的地基处理施工方法 （换土垫层法、夯实法、挤密桩施

工法、深层密实法、预压法等）及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掌握刚性基础的施工要点；掌握混凝土扩

展基础的施工工艺和要求；掌握筏板基础的施工要点和要求；掌握箱形基础的施工要点和要求；掌

握钢筋混凝土预制桩基础施工工艺和技术要求；掌握混凝土灌注桩的种类和施工工艺；了解地下连

续墙的工艺原理和施工工艺；熟悉基础工程特别是桩基工程的安全技术。

（三）混凝土工程和预应力混凝土工程方面：掌握混凝土结构施工的技术要求和方法，特别是

模板工程、钢筋工程和混凝土工程的工艺要求和标准；了解冬雨期混凝土工程施工的特点；熟悉冬

雨期混凝土工程施工的技术措施和安全注意事项；了解预应力原理、预应力损失种类；熟悉预应力

钢筋张拉的方法和工艺特点；掌握先张法和后张法预应力张拉设施、机械和工艺流程；了解无粘结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的特点和施工工艺；熟悉混凝土工程和预应力混凝土工程的安全技术。

（四）砌体工程方面：掌握砌体结构施工的技术要求和方法，特别是砌筑砂浆的技术要求、砌

砖工程 （砌块砌体工程）的技术要求和施工方法；熟悉砌体工程的质量要求和砌体工程质量通病与

防治措施；了解冬雨期砌筑施工的特点；熟悉冬雨期砌筑施工的技术措施和安全注意事项；了解砌

筑用和装饰用脚手架的技术要求；熟悉砌体工程和脚手架工程的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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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钢结构工程方面：熟悉钢结构施工的技术要求和方法，特别是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加工、

钢结构的焊接和螺栓连接、钢结构构件的防腐与涂饰、钢结构构件的安装等工艺要求；熟悉钢结构

施工的安全技术。

（六）结构安装工程方面：熟悉常用的起重安装机械、索具设备和锚碇装置；掌握相关的起重

量和稳定性计算方法；掌握单层工业厂房结构的各类构件的吊装工艺；掌握相应的构件平面布置与

运输堆放的要求；掌握安装工程的安全技术。

（七）防水工程方面：熟悉各类常用的防水卷材、防水涂料和防水措施；了解屋面卷材防水施

工、屋面涂膜防水施工和刚性防水屋面施工的技术要求和方法；掌握地下工程卷材防水施工、地下

工程涂膜防水层施工、地下工程水泥砂浆防水层施工和地下工程防水混凝土施工的质量要求和工艺

技术要求。

（八）装饰工程方面：了解抹灰的分类与组成；熟悉抹灰工程的常用材料、机具设施和施工工

艺；掌握抹灰工程的质量要求；了解楼地面的组成及其分类；熟悉楼地面的常用材料性能和施工工

艺；掌握楼地面的质量要求和检查方法；熟悉各类墙面饰面材料的性能和饰面工程的施工工艺；掌

握饰面工程的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熟悉油漆涂料的施工工艺、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九）了解高层建筑施工工艺要点。

（十）了解建筑工程常规的给水、排水、电气、暖通的施工要点。

（十一）熟悉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ＧＢ５０３００）、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

（ＧＢ５０８７０）、《工程结构通用规范》（５５００１）、了解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５５００８）及各类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及施工工艺标准。

（十二）了解给水排水、消防及建筑电气 （强、弱电）、建筑暖通基本知识。

十二、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一）熟悉建筑施工的特点、生产的过程；掌握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的基本原则；熟悉 《建筑

工程施工项目管理规范》；熟悉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二）熟悉施工准备工作的意义；掌握施工准备工作的分类和内容；熟悉调查研究、收集资料

的范围和方法；熟悉阅读、理解和审查图纸的步骤、方法和要点；了解施工现场准备的合理施工顺

序和一般工程施工现场准备的主要内容；了解施工物资资源、施工人力资源及设备资源准备的内

容。

（三）熟悉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熟悉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熟悉单位工程施工平面

图的设计依据、内容和设计原则；掌握单位工程施工平面图的设计步骤和要点；掌握现场平面管理

和现场场容管理的内容；熟悉施工日志的内容；掌握记录施工日志的重点。

（四）熟悉技术管理的概念和作用；掌握技术管理的任务和要求；掌握图纸的熟悉、审核和管

理制度、技术交底制度、施工组织设计制度、材料检验与施工试验制度、工程质量检查和验收制

度、工程技术档案制度、技术责任制度和技术复核及审批制度的内容；熟悉图纸审查的步骤和施工

单位审查图纸的组织；掌握审查图纸的重点；熟悉对审查提出的问题的处理；掌握技术交底的内容

和方法；了解技术交底的分工。

（五）熟悉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的依据；掌握竣工验收的标准和交工验收的几项主要

工作；熟悉工程技术档案及交工资料；熟悉工程验收工作程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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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专业知识部分

项目管理基础知识

一、工程项目管理概述

（一）熟悉建筑施工的特点、生产的过程；掌握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了解 《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规范》；熟悉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规范》。

（二）掌握项目、建设项目、项目管理和建设项目管理的概念。

（三）掌握施工项目和施工项目管理的概念。

（四）掌握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五）了解建设程序六个阶段的主要内容。

（六）了解施工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和整体内容。

（七）掌握施工项目管理方法的应用原则和步骤。

（八）了解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的基本概念。

（九）了解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及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基本概念。

二、施工方的项目管理

（一）了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类型。

（二）熟悉施工方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三）了解各种组织形式的特征、优点、缺点和适用范围。

（四）熟悉施工管理的基本组织结构模式及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图。

（五）掌握施工项目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原则和程序。

（六）了解施工项目经理部的作用和规模设计。

（七）掌握建立施工项目经理部的原则、部门设置和人员配备的一般规律。

三、施工项目经理

（一）掌握施工方项目经理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掌握施工方项目经理的资质等级和申请条件。

（三）掌握施工方项目经理的任务和责任。

四、施工项目管理规划

（一）掌握建设项目、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的区别。

（二）了解施工项目管理与工程项目分解的关系。

（三）掌握施工项目管理工作体系建立的三大要点。

（四）了解目标管理的实质，目标控制方法。

（五）掌握施工项目管理应用目标管理的５个阶段。

（六）熟悉目标展开系统图及职能部门目标展开图。

（七）掌握施工项目管理规划实施要点。

五、建设工程监理

（一）了解我国推行建设监理工程监理制度的目的、熟悉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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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建设工程监理的一般工作程序。

（三）了解工程建设监理大纲、监理规划、实施细则、旁站监理的内容。

（四）熟悉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性质。

（五）熟悉工程施工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六）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管理。

（七）建筑工程项目信息管理。

（八）了解ＦＩＤＩＣ条款

施工项目投资 （成本）控制

一、施工项目成本管理概述

（一）了解施工项目成本的概念。

（二）了解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在施工项目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三）掌握施工项目成本的构成。

（四）掌握施工项目成本管理的任务。

（五）掌握施工项目成本管理的措施。

二、施工项目成本预测

（一）了解施工项目成本预测的作用以及定性和定量预测方法。

（二）掌握施工项目成本近似预测和详细预测的方法与过程；熟悉量本利分析在施工项目成本

预测中的应用。

三、施工项目成本计划

（一）掌握施工项目成本计划的编制原则和依据。

（二）掌握施工项目成本计划的编制。

四、施工项目成本控制

（一）施工成本控制的依据。

（二）施工成本控制的步骤。

（三）施工成本控制的方法。

施工项目质量控制

一、施工项目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

（一）熟悉工程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的概念

（二）熟悉施工质量控制的特点。

（三）掌握施工质量的影响因素。

二、施工质量管理体系

（一）熟悉施工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二）了解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三、施工质量控制的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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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熟悉施工质量控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二）掌握施工准备的质量控制。

（三）掌握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

作业技术准备状态的控制，包括质量控制点、技术交底、测量控制、计量控制；

作业技术活动运行过程的控制，包括施工自检与专监、技术复核、见证取样、工程变更、材料

质量控制、工序施工质量控制、特殊过程的质量控制、成品保护的控制；

作业技术活动结果的控制，包括作业技术活动的控制内容、作业技术活动结果检验程序与方

法；

施工阶段质量控制手段。

（四）掌握常见质量通病的防治措施。

四、掌握工程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的的处理

（一）熟悉工程质量事故的特点及分类。

（二）掌握工程质量问题的成因及处理。

（三）掌握工程质量事故处理的依据和程序。

（四）掌握工程质量事故处理的基本要求及处理方法。

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规定与方法

（一）掌握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的基本规定。

（二）掌握质量验收的程序和组织。

（三）掌握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验收的规定。

六、掌握常用的工程质量控制方法，常见的工程质量管理工具

（一）了解分层法。

（二）熟悉因果分析图法。

（三）熟悉排列图法。

（四）熟悉直方图法。

施工安全生产

一、掌握施工安全技术及施工安全管理体系

（一）熟悉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技术。

（二）熟悉施工安全管理体系概述及施工安全保证体系。

（三）熟悉施工安全管理的任务。

（四）掌握施工安全管理策划原则、基本内容和目标策划。

二、施工安全管理实施

（一）熟悉施工安全管理实施的基本要求。

（二）掌握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的编制要求、主要内容、审批管理及技术交底。

（三）熟悉施工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的内容。

三、掌握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的应用

（一）熟悉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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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安全检查的内容。

四、掌握工程施工安全控制的方法

（一）熟悉危险源的概念及识别。

（二）掌握重大危险源控制的方法。

（三）掌握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的实施。

（四）熟悉应急预案的编制。

五、熟悉职业安全健康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一）了解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特点和目标。

（二）了解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分类。

（三）掌握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四）掌握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的要求。

（五）掌握建设工程环境事故的处理。

工程项目工期控制

一、工期控制的基本概念

（一）理解施工工期控制在施工项目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熟悉施工工期组织的一般要求和方法。

（三）掌握施工工期计划的横道图表达方法。

（四）掌握施工工期计划的斜线图表达方法。

（五）了解施工工期计划的网络图表达方法。

二、流水施工原理

（一）了解流水施工原理；了解流水施工的特点与组织流水施工的基本要求。

（二）了解分别流水、专业流水的概念；熟悉有节奏专业流水、无节奏专业流水和一般搭接施

工的组织要点和组织方法。

（三）掌握流水施工时间参数的确定和计算方法。

三、网络计划技术

（一）了解网络计划技术；熟悉 《工程网络计划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１２ｌ）。

（二）掌握采用双代号网络图、双代号时标网络正确表达逻辑关系的方法。

（三）掌握双代号网络图时间参数计算方法。

（四）掌握单代号网络图、单代号搭接网络图正确表达逻辑关系的方法及时间参数的计算方法。

（五）熟悉网络进度计划关键线路的确定。

（六）了解网络计划的优化方法。

四、进度检查与调整

（一）了解施工进度检查的要求。

（二）掌握施工进度检查记录的方法；熟悉横道图记录方法、前锋线记录方法。

（三）掌握进度计划调整的目标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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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合同管理

一、掌握工程项目招投标的相关内容

（一）掌握工程项目招投标方式。

（二）掌握工程项目招投标程序。

（三）掌握投标技巧。

二、掌握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内容

（一）掌握施工合同类型。

（二）掌握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及解释顺序。

三、掌握建筑工程施工索赔的相关内容

（一）掌握工程索赔的相关知识。

（二）掌握施工索赔成立的条件。

（三）掌握索赔程序。

（四）熟悉工程承包合同管理。

建设工程造价

一、建筑工程造价计价的基本方法

（一）了解工程建设项目不同阶段对应工程造价计价形式、计价方法。

（二）了解建筑工程造价和造价管理概念、特点。

（三）了解建筑工程造价控制的方法。

（四）了解工程造价计价依据。

（五）熟悉工程建设定额的作用、特点及定额编制方法。

（六）了解工程定额的应用方法；熟悉贵州省２００４版计价定额的应用方法。

（七）了解人工、材料、机械台班单价的确定方法。

（八）熟悉工程量清单的概念和内容；熟悉工程量计算规则。

（九）熟悉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基本方法及程序。

（十）熟悉工程造价信息管理；了解工程价款价差调整方法。

（十一）了解贵州省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了解安装工程、市

政工程及园林绿化工程的计价定额。

二、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与合同签订

（一）熟悉建设项目招投标的内容和招投标文件的编制。

（二）掌握招标拦标价的编制和审查，投标报价编制和投标策略的选择。

（三）掌握评标、定标方法和工程合同价的确定。

（四）掌握施工合同的风险管理和测算方法。

三、建设项目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的计价与控制

（一）了解工程价款的确定方法。

（二）掌握工程变更和合同价款的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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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悉工程索赔的概念及分类。

（四）掌握索赔费用的组成和计算方法。

（五）掌握工程价款的支付和结算方法。

（六）熟悉保修费用的处理方法。

四、竣工决算的编制和竣工后保修费用的处理

（一）熟悉工程竣工结算、竣工决算的概念及其作用。

（二）掌握编制竣工决算书的原则和依据以及方法。

（三）掌握建筑施工单位工程竣工决算的内容及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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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筑结构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了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了解）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了解）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了解）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了解）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熟悉）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三）《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四）《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了解）

（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六）《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熟悉）

三、地方性行政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了解）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了解）

（三）《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了解）

（四）《贵州省消防条例》（了解）

四、规章及其它

（一）《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掌握）

（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熟悉）

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一）《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０６８（掌握）

（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掌握）

（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ＧＢ５０２２３（掌握）

（四）《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１（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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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掌握）

（六）《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０（熟悉）

（七）《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２（了解）

（八）《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掌握）

（九）《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了解）

（十）《砌体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３（掌握）

（十一）《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３（了解）

（十二）《钢结构设计 ［１］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７（掌握）

（十三）《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５（了解）

（十四）《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１０８（熟悉）

（十五）［２］《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熟悉）

（十六）《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２９（了解）

（十七）《工程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１（熟悉）

（十八）《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２（熟悉）

（十九）《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３（熟悉）

（二十）《组合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４（熟悉）

（二十一）《木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５（了解）

（二十二）《钢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６（熟悉）

（二十三）《砌体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７（熟悉）

（二十四）《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８（熟悉）

（二十五）《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设计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１（熟悉）

二、行业标准规范

（一）《建筑桩基技术规范》ＪＧＪ９４（掌握）

（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３（掌握）

（三）《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４９（熟悉）

（四）《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１（熟悉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建筑制图

（一）掌握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结构施工图的编制深度要求。

（二）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面整体表达方式以及制图方法。

（三）熟悉钢结构施工图的制图方法。

（四）了解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建筑施工图、给排水施工图、电气施工图、采暖通风施

工图的表达方式。

二、建筑构造

（一）了解民用建筑的功能分类；了解建筑物功能和消防的等级划分。

（二）熟悉民用建筑各类墙体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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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各类屋面的排水和防水要求。

（四）了解地下室防水等级及构造做法；了解厨房、卫生间防水构造要求。

（五）了解楼地面、阳台和雨篷的构造做法。

（六）熟悉楼梯间的基本尺寸要求；了解其相关构造的措施。

（七）掌握单层厂房的柱网布置和轴线定位。

（八）掌握单层厂房的基础类型、支撑系统组成和构造要求、屋盖系统的构造要求。

（九）了解民用建筑墙体、屋面保温隔热的要求和构造做法。

（十）了解装配式建筑墙体连接节点、柱连接节点、叠 ［３］合梁及板的要求和构造做法。

（十一）了解不同加固 ［４］方法的的要求和构造做法。

三、力学

（一）掌握静力学的基本概念；掌握受力分析方法。

（二）掌握力在坐标轴上的投影概念和计算；掌握力对点之矩的概念和计算；掌握力偶和力偶

矩的概念和计算。

（三）掌握平面力系的简化方法；掌握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并熟练应用平衡方程求解物体系统

平衡问题。

（四）掌握静定结构、超静定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熟练掌握静定结构的支座反力和平

面静定桁架的内力计算。

（五）掌握轴力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掌握轴力图的意义和绘制方法。

（六）熟悉空间力系及平衡方程。

（七）掌握应力的概念；掌握轴向拉压杆件横截面和斜截面上的应力计算；熟悉虎克定律。

（八）熟悉轴向拉压杆件的变形、应变计算；了解位移计算。

（九）了解杆件的扭转变形；了解杆件横截面上的扭转计算方法。

（十）掌握受弯杆件横截面上的内力—弯矩和剪力；熟悉弯矩方程和剪力方程；了解受弯杆件

上的荷载与剪力、弯矩间的微分关系；掌握梁的剪力图、弯矩图的绘制方法。

（十一）熟悉截面的静矩、形心、惯性矩、惯性积的概念；掌握截面的静矩、形心、惯性矩的

计算；掌握惯性矩的平行移轴公式并能够计算组合图形的惯性矩；了解坐标轴旋转时惯性矩、惯性

积的变化；了解平面图形的主惯性轴和主惯性矩的概念。

（十二）掌握受弯构件横截面上的弯曲正应力和弯曲剪应力的分析计算方法；熟悉受弯构件正

应力和剪应力的强度条件及其应用；熟悉梁的合理截面的概念；了解弯矩中心的概念；了解梁的变

形积分法。

（十三）了解平面应力状态的分析方法；了解广义虎克定律；了解四个常用的强度理论。

（十四）熟悉组合变形的概念；掌握斜弯曲和偏心受压 （拉）杆件横截面上的应力分析方法。

（十五）熟悉压杆稳定的相关概念；熟悉欧拉临界力公式；了解欧拉公式的使用范围；了解临

界应力总图和经验公式；熟悉压杆稳定校核的实用方法—折减系数法。

（十六）熟悉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方法；掌握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律及其应用。

（十七）掌握静定结构特别是多跨静定梁和平面静定刚架的反力、内力计算和内力图的绘制方

法；熟悉静定结构的特性及其应用。

（十八）了解虚功原理和求解静定结构位移的单位荷载法；了解静定结构位移计算的图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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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静定结构支座移动的位移计算；了解位移互等定理及其应用。

（十九）了解超静定结构的特性及其应用；掌握超静定次数的概念及确定方法；熟悉求解超静

定结构的基本方法—力法和位移法；熟悉用力法求解一、二次超静定结构内力和用位移法求解一个

基本未知量的超静定结构方法；掌握力矩分配法。

（二十）了解影响线的概念；了解单跨静定梁和多跨静定梁反力和内力影响线的画法；熟悉利

用影响线求解最不利荷载位置和最不利活荷载布置的方法；熟悉内力包络图的概念。

（二十一）了解单自由体系的自振周期、频率。

四、建筑材料

（一）熟悉材料的基本性质的定义：密度、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孔隙与孔隙特征、亲水性与

憎水性、吸水性与吸湿性、耐水性、抗渗性、抗冻性、导热性、强度与变形性能、脆性与韧性。

（二）熟悉建筑钢材的品种规格；掌握建筑钢材技术性能；了解钢材的冷加工及焊接等过程对

钢材性能的影响；熟悉钢材的腐蚀与防护；掌握建筑钢材的标准和选用。

（三）熟悉混凝土的原材料及其技术要求；了解拌合物的和易性及其影响因素。

（四）掌握混凝土的强度性能和变形性能。

（五）掌握混凝土耐久性的定义；了解混凝土的抗渗性、抗冻性、抗侵蚀性；了解混凝土的碳

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了解混凝土的碱集料反应。

（六）熟悉常用混凝土外加剂的组成与特性；了解常用外加剂的应用技术。

（七）掌握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基本要求和设计步骤；熟悉实验室配合比的试拌调整方法；了

解施工配合比与实验室配合比的差别。

（八）了解加固用混凝土、结构胶、纤维及纤维复合材等材料的性能要求。

五、工程测量与工程地质

（一）了解建筑场地总图地形标高和坐标。

（二）了解工程勘察报告的主要内容。

六、工程经济

（一）了解建设程序各阶段的主要内容。

（二）了解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的组成。

（三）了解建设工程招投标的形式和程序。

（四）了解施工组织总设计的概念及其作用；了解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混凝土结构

（一）熟悉结构的功能及其极限状态；掌握结构极限状态的设计表达式；了解建筑结构的使用

年限和安全等级；掌握结构可靠度的概念。

（二）熟悉混凝土的强度、变形、收缩与徐变等力学性质和强度等级的划分；掌握减小混凝土

收缩与徐变及其影响的措施；熟悉钢筋的品种、规格和强度等级及其力学性能；熟悉钢筋与混凝土

共同工作的原理及确定钢筋锚固长度的原则。

（三）掌握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应力分布及破坏形态；掌握单筋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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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计算原理及计算方法；掌握受弯构件斜截面破坏的形态、影响斜截面承载力的因素；掌握受

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掌握受弯构件的一般构造要求。

（四）掌握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与步骤；熟悉偏心受压构件破坏特征及其分

类；熟悉矩形截面对称配筋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计算公式与计算方法；熟悉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

截面复核及箍筋的配置；掌握受压构件的相关构造要求。

（五）熟悉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刚度验算方法；熟悉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计算方法；

了解钢筋混凝土耐久性的有关概念及设计方法。

（六）掌握钢筋混凝土楼梯的类型、组成、设计计算及构造要求；掌握装配式楼盖的结构组成、

承重方案、结构平面布置；掌握单向板肋形楼盖、双向板肋形楼盖和无梁楼盖的结构平面布置及计

算方法。

（七）熟悉单层厂房的结构组成、结构布置、荷载及传力路线；了解利用国家标准图集选用标

准单层厂房的方法。

（八）掌握钢筋混凝土多层与高层房屋的结构体系和类型；掌握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组成、

结构布置、荷载及受力特点；掌握框架梁、框架柱的有关构造要求；掌握框架结构内力计算、内力

组合、结构设计计算的内容。

（九）熟悉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知识；熟悉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设计的一般规定；掌握预应力混

凝土轴心受拉构件的应力分析；了解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力分析方法；了解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计算的步骤和方法；熟悉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构造要求。

（十）掌握建筑结构抗震的基本概念、地震震级、地震烈度等概念和地震震害现象；掌握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提出的 “三水准”抗震设防目标；了解建筑抗震设计规范采取的二阶段设计法；掌握

建筑抗震设防分类和设防标准；熟悉建筑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

（十一）掌握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震设计的一般规定；掌握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设

计内容与方法；掌握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震设计的构造措施。

二、砌体结构

（一）熟悉砌体结构材料：块材的品种、规格、强度等级与性能；熟悉砂浆的品种、强度等级

与性能；了解砌体的种类、规格与性能。

（二）掌握砌体结构的基本设计原则；熟悉砌体结构的设计表达式；熟悉各类计算中所采用的

荷载分项系数、组合系数；熟悉材料性能分项系数和砌体强度标准值、设计值的概念。

（三）掌握砌体结构承载力的计算；掌握无筋砌体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和局部受压承载力

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了解无筋砌体轴心受拉构件、受弯构件、受剪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了解网

状配筋砌体和组合砌体的承载力特点。

（四）掌握砌体结构房屋的结构布置和承重方案；掌握砌体结构房屋的静力计算规定；掌握确

定房屋的静力计算方案。

（五）掌握墙、柱的允许高厚比要求；熟悉砌体结构的一般构造要求；掌握加强房屋整体性、

防止或减轻墙体开裂的主要构造措施。

（六）熟悉墙体中的圈梁、过梁、墙梁、挑梁等构件的构造预压设计计算要求。

（七）掌握砌体结构房屋 （多层砖房、底部框架－抗震墙房屋）抗震设计的一般要求和抗震设

计构造措施；了解多层砖房抗震验算的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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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钢结构

（一）了解钢材的种类；了解结构钢的品种规格；熟悉钢材的强度和破坏形式、塑性、韧性、

可焊性、冷弯性能和耐久性等力学性能；了解影响钢材力学性能的因素；了解在复杂应力作用下钢

材的屈服条件；了解钢材疲劳现象与疲劳强度验算方法；掌握钢材的选用原理。

（二）熟悉钢结构的焊接连接、铆钉连接、螺栓连接等连接方式；熟悉钢结构常用焊接方式、

焊缝连接形式及焊缝形式；了解焊缝缺陷及焊缝质量检验；掌握焊缝代号、螺栓及其孔眼图例；熟

悉角焊缝的构造要求；掌握直角焊缝强度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了解焊接应力和焊接变形产生的原

因及其对结构性能的影响；熟悉螺栓连接的构造；熟悉普通螺栓连接和高强螺栓连接的工作性能；

掌握螺栓连接的设计计算方法。

（三）掌握轴心受力构件的强度和刚度计算；掌握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的概念；

掌握实腹式轴心受压构件的设计计算步骤与方法；了解格构式轴心受压构件的设计计算步骤与方

法；熟悉柱头与柱角的构造。

（四）掌握钢梁的强度和刚度计算；熟悉钢梁整体稳定概念和支撑的构造要求；掌握钢梁整体

稳定的计算方法；熟悉钢梁受压翼缘和腹板局部稳定概念；掌握钢梁局部稳定和腹板加劲肋设计计

算方法；掌握型钢梁和组合梁的设计步骤与方法；熟悉钢梁的拼接、连接和支座构造；了解预应力

钢梁、钢与混凝土组合梁。

（五）掌握压弯构件在弯矩作用平面内和平面外的稳定；熟悉压弯构件的局部稳定；熟悉实腹

式压弯构件的设计计算步骤；了解格构式压弯构件设计计算步骤；了解框架柱的构造和柱脚构造。

（六）熟悉钢结构构件的一般构造要求；了解钢吊车梁或吊车桁架的构造要求和计算特点；了

解钢结构构件的制作、运输和安装特点；了解钢结构的防护和隔热措施。

（七）了解钢屋盖的组成；掌握钢屋盖的支撑系统；了解简支钢屋架的设计计算步骤。

（八）了解钢结构在工业厂房、大跨度房屋结构和高层房屋结构中的应用。

四、地基基础

（一）了解土的组成和物理性能；了解岩土的物理性质；了解岩土的工程分类。

（二）了解地基土中自重应力和附加应力的概念；熟悉自重应力和附加应力的实用计算方法。

（三）了解土的压缩性；了解土的固结试验及压缩系数和压缩模量的定义及测定；熟悉基础沉

降计算方法；了解地基变形与时间的关系。

（四）了解静止土压力、主动土压力、被动土压力的概念；熟悉郎肯土压力理论和库伦土压力

理论；熟悉挡土墙抗倾覆和抗滑移稳定性验算；了解土的强度极限平衡理论和地基承载力理论；了

解边坡稳定分析方法。

（五）了解影响边坡稳定的因素与边坡破坏的类型和特征；了解岩土边坡坡度的确定方法；了

解土质边坡的稳定分析方法；了解土质边坡坡度的确定方法。

（六）了解工程地质勘察方法；熟悉地质勘察报告的分析与应用。

（七）熟悉浅基础的类型；掌握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概念和修正方法；掌握天然地基上浅基础

的设计方法；熟悉减少不均匀沉降破坏的措施；了解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共同工作的概念。

（八）了解深基础的类型；熟悉桩与桩基础的分类；掌握单桩承载力的确定方法；熟悉群桩的

确定方法、群桩地基强度和变形验算及群桩中各桩的受力验算；掌握桩基础的设计步骤及方法。

（九）熟悉地基处理原理；掌握几种地基处理方法与方案选择和必要的计算和测试方法；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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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处理的质量要求。

（十）了解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对建筑场地的划分；熟悉建筑场地的评价及有关规定；了解地基

抗震设计的一般要求；了解天然地基在地震作用下的承载力验算方法。

五、施工技术

（一）掌握常见基坑开挖与支护方法；熟悉人工降低地下水位的方案选择；熟悉基坑验槽方法。

（二）熟悉常用的地基处理施工方法 （换土垫层法、夯实法、挤密桩施工法、深层夯实法、预

压法等）及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掌握混凝土扩展基础的施工工艺和要求；掌握筏板基础的施工要

点和要求；掌握箱型基础的施工要点和要求；掌握混凝土灌注桩的种类和施工工艺；熟悉基础工程

特别是桩基工程的安全技术。

（三）掌握混凝土现浇结构工程施工的一般规定；了解混凝土浇筑、振捣、养护的施工规定；

了解混凝土施工后浇带的施工规定；了解大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方法；熟悉混凝土结构外观缺陷分

类；了解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检查的内容、方法和规定。

（四）掌握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的一般规定；了解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的生产、运输、安

装、养护的要求；熟悉装配式混凝土入场检验要求；了解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检查的内容、

方法和规定。

（五）熟悉冬季、雨期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措施和安全注意事项；了解预应力原理、预应力损

失种类；熟悉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方法和工艺特点；掌握先张法和后张法预应力张拉设施、机械和工

艺流程；了解无粘结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的特点和施工工艺。

（六）掌握砌体结构施工技术要求和方法；掌握砌筑砂浆的技术要求；熟悉砌体工程 （砌块砌

体工程）的技术要求和施工方法；熟悉砌体工程的质量要求和砌体质量通病与防治措施。

（七）熟悉钢结构施工的技术要求和方法；了解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加工、焊接、螺栓连接、防

腐、涂饰、安装等工艺要求。

（八）了解各类构件的吊装工艺。

（九）了解地下水工程水泥砂浆防水层施工和地下工程防水混凝土施工的质量要求和工艺要求。

（十）了解不同加固方法施工的技术要求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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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专业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熟悉）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了解）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四）《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五）《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六）《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三、地方性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熟悉）

（三）《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熟悉）

（四）《贵州省消防条例》（熟悉）

四、部门规章

（一）《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掌握）

（二）《城市蓝线管理办法》（掌握）

（三）《城市紫线管理办法》（掌握）

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一）《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５２（掌握）

（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掌握）

（三）《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掌握）

（四）《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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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６７（掌握）

（六）《无障碍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６３（掌握）

（七）《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ＧＢ５０３２５（掌握）

（八）《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０（掌握）

（九）《住宅建筑规范》ＧＢ５０３６８（掌握）

（十）《住宅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９６（掌握）

（十一）《建筑制图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４（掌握）

（十二）《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０１（掌握）

（十三）《总图制图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３（掌握）

（十四）《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Ｔ５０６６８（掌握）

（十五）《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掌握）

（十六）《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掌握）

（十七）《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１０８（掌握）

（十八）《屋面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４５（掌握）

（十九）《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掌握）

（二十）《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掌握）

（二十一）《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掌握）

（二十二）各类民用建筑设计规范 （掌握）

二、地方标准规范

（一）《贵州省坡地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ＤＢＪ５２－０６２（掌握）

（二）《贵州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Ｊ５２－４９（掌握）

说明：凡是未注明日期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文件，均指最新版本。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建筑知识

（一）设计原理：掌握建筑设计基础理论、公共和居住建筑设计原理；掌握建筑类别、等级的

划分及各阶段的设计程序及深度要求；掌握技术经济综合评价标准；了解建筑与环境、建筑与技

术、建筑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关系；了解绿色建筑的设计理论和相关知识；了解既有建筑改造的设计

原则与方法。

（二）建筑历史：了解中外城市、建筑历史发展进程及规律；了解古代中外建筑与园林的主要

特征和技术成就；了解近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作品；了解历史建筑保护

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三）规划知识：了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居住区规划、景观设计及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基

础理论和相关知识。

二、建筑结构

（一）结构力学：了解结构力学的基本概念；了解常见荷载、一般建筑结构形式的受力特点；

了解一般杆系结构在不同的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图及变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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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性能与技术应用：了解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木结构等结构的力学性能、

结构形式及应用范围。

（三）结构设计：了解多层建筑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及中小跨度单层厂房建筑结构选型与布

置的基本知识；了解建筑抗震基本知识；了解各类结构在不同抗震烈度下的适用范围；了解地质条

件的基本概念；了解各类天然地基及人工地基的类型及选择原则；了解装配式结构及新型建筑结构

体系的概念和特点。

三、建筑设备

（一）建筑给排水：了解中小型建筑中给水储存、加压及分配的基本知识；了解热水加热方式

及供应系统、室内外消防给水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排水系统、通气系统、雨水系统及小型污

水处理的基本原理；了解机房主要设备和土建关系；了解建筑节水、雨水控制与利用的基本知识。

（二）建筑暖通空调与动力：了解中小型建筑中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基本概念；了解建筑

防烟、排烟的基本要求；了解建筑节能、燃气系统及安全措施的基本知识；了解机房主要设备和土

建关系；了解建筑设计与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节能的关系；了解暖通空调的节能技术；了解环境健

康卫生对暖通空调系统的要求。

（三）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了解中小型建筑供配电系统、常用电气设备、安全防护、智能化系

统及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基础知识；了解照明配电设计、建筑物防雷接地及绿色节

能的基础理论；掌握线路敷设和电气消防设计方法。

四、经济、施工及实务

（一）建筑经济：了解建筑工程投资构成的概念；了解建筑工程全过程投资控制的知识，以及

各阶段工作内容与作用；策划阶段，了解投资估算的作用、编制依据和内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技术经济分析的作用和基本内容；设计阶段，了解设计方案经济比选和限额设计方法，估

算、概算、预算的作用、编制依据和内容；招投标阶段，了解工程量清单、标底、招标控制价、投

标报价的基本知识；施工阶段，了解施工预算、资金使用计划的作用、编制依据和内容，工程变更

定价原则；竣工阶段，了解工程结算、工程决算的作用、编制依据和内容，工程索赔基本概念；运

营阶段，了解项目后评价基本概念。掌握建筑面积的计算规则。

（二）建筑施工：了解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方法、程序和原则；了解砌体工程、混凝土结

构工程、防水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地面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基本知识。

（三）设计业务管理：了解设计业务招标投标、承包发包及签定设计合同等市场行为方面的规

定；熟悉设计文件编制的原则、依据、程序、质量和深度要求，及修改设计文件等方面的规定；熟

悉运用工程建设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管理方面的规定；了解工程项目建设程序和建设工程监理

的有关规定；了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管理内容；了解对工程建设中各种违法、违纪行

为的处罚规定。

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场地与建筑设计

（一）场地设计：了解建筑基地的区位、生态、人文等环境关系；理解城市设计、城市规划等

要求；掌握一般建设用地的场地分析、交通组织、功能布局、空间组合、竖向设计、景观环境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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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设计能力；能按设计条件完成一般场地工程的设计，并符合有关法规、规范等要求。

（二）建筑设计：理解建筑设计的基础理论，掌握中小型民用建筑的场地环境、道路交通、功

能分区、流线组织、空间组合，以及建筑结构、防灾、安全、建筑物理性能等设计能力；掌握既有

建筑的更新改造策略；能按设计条件完成中小型民用建筑的方案设计，并符合有关法规、规范等要

求。

二、建筑材料与构造

（一）建筑材料：了解建筑材料的基本分类；了解各类建筑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材料规格、

使用范围；了解常用建筑材料耐久性、适应性、安全性、环保性等方面的要求。

（二）建筑构造：了解建筑常用构造的原理与方法，能根据建筑使用功能、技术性能、维护维

修及品质要求，正确选用材料和部品，合理采用构造与连接方式；了解建筑新技术、新材料在建筑

构造中的应用及相关工艺的要求。

（三）综合能力：熟悉中小型民用建筑中有关结构、设备、电气等专业的系统与设施的基本知

识；掌握其与建筑布局的综合关系。

（四）安全设施：掌握中小型民用建筑相应法规中的安全防护规定及其针对儿童、中小学生、

老年人、残疾人的特殊防护要求；掌握一般建筑防火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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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工程造价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熟悉）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熟悉）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熟悉）

（三）《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熟悉）

（四）《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三、地方性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了解）

（三）《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熟悉）

（四）《贵州省消防条例》（了解）

四、规章及其它

（一）《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令第３０号）（熟悉）

（二）《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１６号）（熟悉）

（三）《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 〔２００４〕３６９号）（熟悉）

（四）《贵州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黔建施通 〔２００６〕６７号）（熟悉）

（五）《贵州省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８８号）（了解）

（六）建设工程造价专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 （熟悉）

（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制度 （熟悉）

（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法释 〔２０２０〕２５号）（熟悉）。

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一）《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ＧＢ５０５００－２０１３（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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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ＧＢ５０８５４－２０１３（熟悉）

（三）《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ＧＢ５０８５６－２０１３（熟悉）

（四）《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ＧＢ５０８５７－２０１３（熟悉）

（五）《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ＧＢ５０８５８－２０１３（熟悉）

（六）《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ＧＢ／Ｔ５１０９５－２０１５（熟悉）

（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５３－２０１３（熟悉）

二、地方标准规范

（一）《贵州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项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２０１６版 （熟悉）

三、相关政策性文件

（一）《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设部、财政部建标 〔２０１３〕４４号 （掌握）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建筑制图识图的基础知识

（一）掌握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的常用表达方式和制图方法。

（二）熟悉一般建筑给排水施工图、建筑电气施工图的表达方式。

（三）熟悉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面整体表达方式和工程量计算。

二、房屋构造基础知识

（一）熟悉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分类、组成。

（二）熟悉民用建筑建筑基础的类型及分类。

（三）熟悉民用建筑墙体的类型及各类墙体的构造要求。

（四）了解民用建筑屋顶的类型；熟悉各类房屋的排水与防水、保温与隔热的要求和构造做法；

熟悉地下室防水、厨卫防水等级及构造做法。

（五）熟悉民用建筑楼板与地面的构造做法。

（六）了解民用建筑阳台和雨蓬的构造做法。

（七）熟悉民用建筑门窗的作用、类型与构造。

（八）熟悉民用建筑楼梯、台阶、坡道的作用、类型。

（九）熟悉民用建筑装饰的类别及构造做法。

（十）了解工业建筑工程构造。

三、建筑材料基础知识

（一）熟悉建筑安装工程常用材料的分类、基本性能及用途。

（二）掌握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配合比计算；了解施工配合比与定额配合比的差别。

（三）掌握砌筑砂浆强度等级及配合比计算；了解施工配合比与定额配合比的差别。

（四）了解磷石膏建材等新型材料的性能。

四、工程施工基础知识

（一）熟悉建筑工程主要施工技术。

（二）了解施工验收规范及质量评定标准；熟悉施工组织设计的概念、作用、编制原则和审批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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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悉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原理和主要内容。

（四）掌握施工流水作业的基本概念和表达方式；熟悉网络计划技术的基本原理；了解双代号

网络图的概念和表达方法。

（五）了解常用施工机械分类与适用范围。

五、工程项目管理基础知识

（一）了解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组织形式及项目计划的基本内容。

（二）熟悉工程项目的组成和分类。

（三）熟悉建设项目的建设程序。

（四）了解建设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及风险管理。

六、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基础知识

（一）了解建设工程合同的概念及种类。

（二）熟悉建设工程合同订立的程序。

（三）掌握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关内容：主要条款、订立和履行、违约责任、变更与解

除等；掌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及解释顺序。

（四）熟悉建设工程招标方式及招标程序；了解招投标的内容和招投标文件的编制。

（五）熟悉开标、评标与定标的相关内容和工程合同价的确定原则。

（六）熟悉施工合同的风险管理和测算方法。

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工程造价构成

（一）熟悉我国建设工程造价的含义与特点。

（二）掌握建筑安装工程费的组成内容；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包括的内容；措施

项目费包括的内容；规费、管理费包括的内容；税金包括的内容。

（三）熟悉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内容及有关规定。

（四）了解预备费及建设期利息的内容。

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一）熟悉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的分类和作用。

（二）熟悉工程建设定额的分类、作用和特点；了解工程计价定额的编制原则和方法；熟悉工

程计价定额的适用范围。

（三）熟悉建筑安装工程人工、机械台班、材料的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方法及补充定额编制方法。

（四）掌握建筑安装工程人工单价、机械台班单价、材料价格的组成和计算。

（五）掌握２０１６年贵州省工程计价定额的适用范围、费用组成及计取标准；了解定额的套用、

调整与换算方法。

（六）了解贵州省装配式计价定额、综合管廊计价定额的使用。

（七）了解工程造价信息管理、资料积累与造价指数、造价数据标准、数据指标的内容及应用。

三、建设工程计量、计价

（一）掌握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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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工程量计算规则与方法。

（三）掌握工程量清单的概念和内容。

（四）熟悉各专业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及其他项目、零星工作项目清单的编制。

（五）熟悉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的编制方法。

（六）熟悉建设项目设计概算的编制方法。

（七）熟悉建设项目施工图预算的编制方法。

（八）掌握招标控制价和投标报价的编制方法。

（九）掌握工程变更的处理及合同价款的调整方法；了解工程价款的支付和结算方法。

（十）了解工程竣工结算文件包括的内容；熟悉工程竣工结算的编制与审核。

（十一）了解工程索赔的概念及分类；熟悉工程索赔费用的组成和计算方法。

（十二）熟悉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工程造价编制方法。

（十三）了解全过程造价控制的工作内容、方法。

（十四）了解工程造价争议的产生及解决途径；了解工程造价鉴定的组织、程序和方法。

（十五）了解计算机软件在工程计量计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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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风景园林绿化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熟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熟悉）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三）《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了解）

（四）《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了解）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了解）

（八）《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了解）

（九）《城市绿化条例》（掌握）

三、地方性法规

（一）《贵州省消防条例》（了解）

（二）《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三）《贵州省绿化条例》（掌握）

（四）《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掌握）

四、部门规章

（一）《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了解）

（二）《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掌握）

（三）《湿地保护管理规定》（了解）

五、地方政府规章

（一）《贵州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掌握）

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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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４（掌握）

（二）《公园设计规范》ＧＢ５１１９２（掌握）

（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０（熟悉）

（四）《城市绿地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４２０（熟悉）

（五）《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Ｔ５１１６８（熟悉）

（六）《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ＧＢ／Ｔ２３４８６（了解）

（七）《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５６３（掌握）

（八）《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ＧＢ５０１３７（熟悉）

（九）《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ＧＢ５０８５８（掌握）

（十）《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ＧＢ／Ｔ５１１６３（熟悉）

（十一）《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ＧＢ８４０８（熟悉）

（十二）《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和应用技术规程》ＧＢ／Ｔ３１７５５（熟悉）

（十三）《城市绿地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４６（熟悉）

二、行业标准规范

（一）《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ＣＪＪ８２（掌握）

（二）《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ＣＪＪ７５（熟悉）

（三）《园林绿化养护标准》ＣＪＪ／Ｔ２８７（熟悉）

（四）《湿地公园设计标准》ＣＪＪ／Ｔ３０８（熟悉）

（五）《园林绿化木本苗》ＣＪ／Ｔ２４（熟悉）

（六）《城市绿地分类标准》ＣＪＪ／Ｔ８５（掌握）

（七）《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ＣＪＪ／Ｔ９１（掌握）

（八）《绿化种植土壤》ＣＪ／Ｔ３４０（掌握）

（九）《镇 （乡）村绿地分类标准》ＣＪＪ／Ｔ１６８（了解）

（十）《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２３６（熟悉）

（十一）《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５５（熟悉）

（十二）《边坡喷播绿化工程技术标准》ＣＪＪ／Ｔ２９２（熟悉）

（十三）《风景园林制图标准》ＣＪＪ／Ｔ６７（了解）

三、地方标准规范

（一）《城镇山体公园化绿地设计规范》ＤＢＪ５２－５３（熟悉）

（二）《贵州省城镇园林绿化管护规范》ＤＢＪ５２／Ｔ１０７（熟悉）

（三）《贵州省小微公园设计与建设管理标准》ＤＢＪ５２／Ｔ１０８（熟悉）

（四）《贵州省城镇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ＤＢＪ５２／Ｔ１０９（熟悉）

四、相关政策文件

（一）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２日）

（掌握）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１〕１９号）（熟悉）

（三）国务院关于印发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２１〕２３号）（熟悉）

（四）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２１〕３７号）（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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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 “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４４号）

（熟悉）

（六）《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建城 〔２０１７〕２５１号）（熟悉）

（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２０１５年５月６日）（熟悉）

（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７５号）（掌握）

（九）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３〕３６号）（熟悉）

（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环发 〔２０１０〕１０６号）（掌握）

（十一）关于印发 《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审办法》、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的通知 （建城

〔２０２２〕２号）（熟悉）

（十二）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 （建规 〔２０１７〕５９号）（熟悉）

（十三）关于印发 《绿道规划设计导则》的通知 （建城函 〔２０１６〕２１１号）（熟悉）

（十四）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２０１４年）（熟悉）

（十五）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的意见 （建城 〔２０１３〕７３号）（熟悉）

（十六）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县城城镇标准和申报评审办法的通知 （建城

〔２０１２〕１４８号）（熟悉）

（十七）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建城 〔２０１２〕１６６

号）（熟悉）

（十八）国家园林城市遥感调查与测试要求 （建城园函 〔２０１０〕１５０号）（了解）

（十九）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 （建城 〔２０１０〕１７２号）（熟悉）

（二十）关于加强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提高城市防灾避险能力的意见 （建城 〔２００８〕１７１号）

（熟悉）

（二十一）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 （建城 〔２００７〕２１５号）（熟悉）

（二十二）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 （建城 〔２００２〕２４９号）（熟悉）

（二十三）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试行）（建城 〔２００５〕１６号）（熟悉）

（二十四）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建城 〔２０００〕１９２号）（熟悉）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生态学基础

（一）生态学基本原理与基本规律。（了解）

（二）植物生态学中植物与环境 （光、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其它生物等）的关系。（了

解）

（三）园林植物群落的基本知识。（植物群落、优势树种、伴生种等概念）（了解）

（四）植物生态学原理在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如阳性植物、耐荫植物、旱生植物、水

湿生植物、地带性植被、非地带植被、乔木、灌木等。（熟悉）

二、植物学基础

（一）植物叶、花的基本形态和植物系统等基础知识。（了解）

（二）被子植物分类的一般知识和重要科的特征。如松科、杉科、罗汉松科、杨柳科、木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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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樟科等、杜鹃花科、杜英科、槭树科、壳斗科、茜草科、菊科等。（了解）

三、园林植物学

（一）园林植物的分类方法 （了解）

１．园林植物人为分类方法。

２．金缕梅科、榆科、槭树科、樟科、木犀科、银杏科、松科、木兰科等常见园林树种的系统

分类的分科检索表编制以及同科植物的分属、分种检索表编制。

（二）园林植物的形态、习性、繁育及栽培管理方法 （了解）

１．常见观花植物，如紫玉兰、二乔玉兰、樱花、月季、玫瑰、蔷薇、山茶、茶梅、桂花、杜

鹃、金花茶、牡丹、三角梅、凤仙、三色堇、菊花、大丽花、翠菊、雏菊、毛地黄、一串红、百

合、水仙、石蒜、萱草等。

２．常见观果植物，如石榴、火棘、金桔、花楸、佛手、栾树等。

３．常见观叶植物，如鸡爪槭、红枫、秋枫、八角金盘、土麦冬、沿阶草、玉簪、紫萼、桃叶

珊瑚、洒金珊瑚、苏铁、银杏、枫香、黄连木、黄栌、蓝果树等。

（三）园林植物生长调查方法、步骤以及树种规划的原则 （熟悉）

１．园林乔木树种的树高、胸径、冠幅、枝下高、生长势、病虫害等调查方法。

２．园林灌木的高度、冠幅、地径、生长势、病虫害等调查方法。

３．树种规划的原则。

（四）贵州乡土园林植物的种类与观赏特性、用途。（了解）

１．常见的松、杉、柏、苏铁、银杏、罗汉松科等裸子植物，如华南五针松、冷杉、柳杉、水

杉、柏木、翠柏、侧柏、罗汉松、百日青、竹柏等。

２．樟科、木兰科、杨梅科、蔷薇、蓝果树科、杜鹃花科、柿树科等。

（五）贵州乡土园林植物的形态特征 （了解）

鹅掌楸、乐昌含笑、黄心夜合、石山木莲、梅、野山楂、火棘、短萼仪花、大果油麻藤、小果

冬青、冬青、铁冬青、青榨槭、三峡槭、七叶树、掌叶木、贵州泡花树、红枝柴、山杜英、仿栗、

假苹婆、蓝果树、四照花、九管血、红凉伞、虎舌红、白辛树、香果树、半边月、小琴丝竹、黔

竹、慈竹等或参照 《贵州省乡土园林植物图谱》内容。

（六）贵州乡土园林植物的应用与栽培管理 （熟悉）

１．主要裸子植物的栽培与应用。如银杏、柳杉、罗汉松、柏木、水杉等的栽培与管理。

２．主要被子植物的栽培与应用。如香樟、猴樟、女贞、桂花、海桐、乐昌含笑、玉兰、朴树、

榆树、梅、樱花、慈竹、毛竹等。

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中国园林史

（一）中国园林发展的历史 （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特点、代表作品集、代表人物）。（了解）

（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园林设计的影响。（了解）

（三）明清园林的主要特点。（掌握）

二、外国园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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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造园史。（了解）

（二）东方古代造园史，包括日本古典园林和伊斯兰古典园林。（了解）

（三）中外古典园林比较。（掌握）

三、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一）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与相关专项规划的关系。（了解）

（二）城市环境容量的概念。（熟悉）

（三）城市生态系统的定义及特点。（熟悉）

（四）城市绿地系统概念。（掌握）

（五）城市绿地类型。（掌握）

（六）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概念、基本原则和依据。（熟悉）

（七）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分类规划、专业规划内容。（熟悉）

（八）城市蓝线、绿线、黄线、紫线等四线的概念及绿线管理规定。（熟悉）

四、园林设计 （熟悉）

（一）园林设计的依据与原则。（熟悉）

（二）园林设计程序：园林设计的前提工作、总体设计方案阶段、局部详细设计阶段。（熟悉）

（三）园林设计类别。（了解）

（四）植物景观设计

１．植物景观设计的原则。（了解）

２．植物景观的类型。（了解）

３．乔木、灌木、草本植物、攀缘植物、水生植物的种植设计。（熟悉）

（五）公园、广场绿地设计 （熟悉）

１．综合公园设计。

２．专类公园设计。

３．社区公园、游园设计。

４．郊野公园设计。

５．城市广场的类型及设计。

（六）绿地设计

１．城市道路绿化设计：道路绿化的作用、道路绿地布置形式及设计要点。（熟悉）

２．居住区绿地设计。（熟悉）

３．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绿地的特点及设计要点。（了解）

４．校园及其他单位附属绿地：各类校园绿地的特点及设计要点、其他单位绿地的特点及设计

要点。（熟悉）

５．种植屋面设计要点。（熟悉）

６．绿道的概念、作用、分级、分类及设计要点。（熟悉）

五、园林工程施工工艺及技术

（一）种植土

１．土壤、土壤肥力、土壤酸碱度、土壤有机质、土壤密度、孔隙度、土壤质地等概念。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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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土壤形成过程及土壤分类、各种土壤特点。（了解）

３．绿化栽植土壤理化性质要求及绿化栽植土壤有效土层要求。（熟悉）

４．土壤改良方法 （掌握）

（二）乔木、灌木、绿篱、竹类、藤本、草本等苗木质量要求。（了解）

（三）园林工程乔木、灌木种植工程

１．种植前的相关准备工作。（了解）

２．种植工程中乔木、灌木定点、放线的方法。（熟悉）

３．挖种植穴、槽的质量标准。（熟悉）

４．掘苗 （起苗）、装运、卸苗和假植苗木的要求。（了解）

５．乔木、灌木修剪的目的、方法及要求。（熟悉）

６．种植方法、种植注意事项及要求。（掌握）

７．种植后的养护管理。（熟悉）

（四）大规格苗木移植、种植工程

１．大规格苗木移植、种植准备工作。（了解）

２．非适宜季节移植、种植注意事项。（了解）

３．大规格苗木起苗包装、吊装方法和运输要求。（熟悉）

４．大规格苗木种植方法及要点。（掌握）

５．大规格苗木种植后的养护管理。（熟悉）

（五）花卉种植工程

１．花卉的分类及生长习性。（了解）

２．花卉种植前的整地、种植土换填。（熟悉）

３．花卉种植的方法及要点。（掌握）

４．浇水注意事项、施肥方法及要点。（熟悉）

５．种植后其他养护管理环节要求。（了解）

（六）草坪种植工程

１．常用草种分类及建植草皮应满足的条件。（了解）

２．草皮建植前的整地要求及其他准备工作。（熟悉）

３．草种播种方法及要点。（掌握）

４．新建草皮浇水注意事项。（熟悉）

５．新建草皮施肥方法及要点。（熟悉）

６．草皮修剪及其他养护管理。（熟悉）

（七）水、湿生植物种植工程

１．水生植物种植最适水深要求。（了解）

２．水、湿生植物土壤要求。（了解）

３．水、湿生植物种植技术。（掌握）

４．水生植物放水注意事项。（熟悉）

５．种植后的养护管理。（熟悉）

（八）园林场地工程

—５３—



１．地形设计

（１）园林地形设计的基础知识、内容、方法及各类方法的优缺点。（熟悉）

（２）设计等高线法竖向设计的要点。（掌握）

２．土方工程量计算

（１）土方工程量计算基本方法及适用范围。（熟悉）

（２）方格网法进行土方工程量计算。（掌握）

（３）土方平衡与调配的步骤与方法。（熟悉）

３．土方工程施工

（１）土方工程施工准备工作。（熟悉）

（２）挖土、回填土工程施工方法、操作工艺及应注意的质量问题。（熟悉）

（３）土壤的工程性质。（了解）

（４）土方工程特殊问题的处理。（掌握）

（九）园林给排水工程

１．园林给水工程的特点。（熟悉）

２．给水管网基本布置形式，常用供水管种类。（了解）

３．管网布置的一般规定。（熟悉）

４．园林喷灌系统的构成。（熟悉）

５．喷灌形式的选择，喷头的布置形式。（了解）

（十）园林排水工程

１．园林排水的意义和特点。（熟悉）

２．园林排水的主要形式；防止地表径流冲刷地面的措施。（熟悉）

３．园林中各种排水构件，园林污水的处理方法。（了解）

４．海绵城市建设指南相关内容。（熟悉）

（十一）水景工程

１．静态水景与动态水景的形式及适用环境。（熟悉）

２．驳岸的作用和形式、驳岸的施工、护坡的形式、驳岸和护坡的区别。（熟悉）

３．水池的施工。（了解）

４．喷泉的类型、喷泉水型的基本形式、常用喷头的类型。（熟悉）

５．喷泉管道布置要点、喷泉控制方式的种类。（了解）

（十二）园路工程

１．园路的种类及其特点、园路的功能、园路的线形要求。（掌握）

２．园路的结构与铺装类型：园路结构的组成部分、园路铺装类型及材料、园路施工的方法及

验收标准、园路常见 “病害”种类、不良施工条件下园路施工注意事项。（掌握）

３．园路照明的布置要求。（了解）

４．园桥的分类及园桥工程组成内容。（了解）

（十三）假山工程

１．景石常用种类、景石常用组景手法。（掌握）

２．景石施工要点及注意事项。（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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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假山的功能和假山材料的种类。（了解）

４．假山的基本结构。（了解）

５．塑石塑山的种类。（了解）

（十四）园林供电设计

１．园林照明的意义以及公园、绿地的照明原则。（了解）

２．园林照明设计。（了解）

３．园林供电设计内容及程序。（了解）

（十五）园林建筑

１．园林建筑的概念、类型、功能、特点。（了解）

２．贵州乡土园林建筑的类型和特点。（了解）

（十六）园林植物养护管理工程

１．园林植物养护管理的主要内容。（了解）

２．园林植物整形修剪原则、修剪时期及注意事项。（掌握）

３．主要园林用途植物整形修剪方法。（掌握）

４．花坛、花境及草坪的养护管理技术措施。（熟悉）

５．园林植物施肥方法及注意事项。（熟悉）

６．垂直绿化、屋顶绿化及顶板绿化的养护管理措施。（了解）

７．灾害性天气对园林植物的影响及其防治。（了解）

８．古树名木的养护管理措施。（了解）

９．园林植物病虫害基本知识。（了解）

１０．常见园林植物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措施、常用农药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熟悉）

１１．园林植物养护管理分类、分级标准及技术档案内容。（了解）

（十七）园林绿化工程管理

１．园林施工管理概论

（１）施工方项目管理的任务。（掌握）

（２）施工管理的组织结构图的含义及编制。（了解）

（３）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原则、依据及程序。（熟悉）

（４）施工组织设计的基本内容及编制方法。（掌握）

（５）项目经理与建造师的定义以及二者关系。（了解）

（６）施工方项目经理的任务和责任。（了解）

２．园林工程成本管理

（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的组成。（熟悉）

（２）工程量清单计价概念、特点及计价规则。（熟悉）

（３）园林绿化工程计价定额。（了解）

（４）施工图预算的编制方法。（了解）

（５）竣工结算：程序和依据、编制方法、编制内容。（熟悉）

３．园林工程施工进度控制

（１）施工方进度控制的任务。（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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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施工进度计划的类型及其作用。（了解）

（３）横道图进度计划的编制方法。（了解）

４．园林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１）影响园林工程施工质量的因素。（掌握）

（２）施工质量保证体系。（了解）

（３）施工质量控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质量文件审核、现场质量检查的内容、质量检查的方

法。（熟悉）

（４）园林工程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的措施。（熟悉）

（５）园林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熟悉）

５．园林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１）园林工程施工安全技术交底的主要内容。（熟悉）

（２）安全文明施工的措施。（掌握）

（３）施工安全检查的内容和方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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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暖通与燃气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熟悉）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熟悉）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三）《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四）《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熟悉）

（五）《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六）《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七）《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熟悉）

三、地方性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熟悉）

（三）《贵州省消防条例》（熟悉）

（四）《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熟悉）

（五）《贵州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熟悉）

四、规范性文件

（一）贵州省关于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了解）

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一）《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３６（熟悉）

（二）《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９（熟悉）

（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熟悉）

（四）《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ＧＢ５１２５１（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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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６７（熟悉）

（六）《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９８（熟悉）

（七）《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３８（熟悉）

（八）《建筑环境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６（熟悉）

（九）《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熟悉）

（十）《锅炉房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１（熟悉）

（十一）《城镇燃气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８（熟悉）

（十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熟悉）

（十三）《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熟悉）

（十四）《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７３８（熟悉）

（十五）《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３（熟悉）

（十六）《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４１１（熟悉）

二、行业标准规范

（一）《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ＣＪＪ３３（熟悉）

（二）《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ＣＪＪ９４（熟悉）

（三）《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４（熟悉）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了解热力学系统及气体状态方程式。熟悉气体的基本热力过程。

二、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与热力学第二定律。

三、了解混合气体基本概念，熟悉湿空气的状态参数及基本热力过程。

四、了解动力循环与制冷循环。

五、熟悉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掌握流体静压强概念。

六、了解流体的恒定流动与非恒定流动，熟悉总流能量方程式。

七、熟悉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掌握流体管路计算。

八、熟悉流体运动参数 （流速、流量、压强）的测量。

九、了解泵与风机的原理及运行曲线，掌握泵与风机的选择方法。

十、掌握稳态平壁导热计算。

十一、熟悉对流换热分析；了解凝结与沸腾换热。

十二、了解基本辐射换热计算。

十三、了解暖通空调控制系统的分类及基本要求；了解开环及闭环控制系统构成。

十四、了解绝热材料及制品的性能掌握管道和设备的绝热计算。

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供热

１、熟悉供暖建筑物围护结构建筑热工要求及建筑热工节能设计；了解对建筑围护结构建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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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限值的强制性规定。

２、掌握建筑供暖通风系统热负荷计算方法。

３、掌握热水、蒸汽供暖系统设计计算方法；掌握热水供暖系统的节能设计要求和设计方法。

４、熟悉各类散热设备主要性能；熟悉各种供暖方式；熟悉散热器供暖、辐射供暖和热风供暖

的设计方法和设备、附件的选用；熟悉空气幕的选用方法。

５、掌握分户热计量热水集中供暖设计方法。

６、掌握热媒及其参数选择和小区集中供热热负荷的概算方法。

７、熟悉汽－水、水－水换热器选择计算方法。

８、熟悉小区锅炉房设置及工艺设计基本方法；了解供热用燃气锅炉的主要性能；熟悉小区锅

炉房设备的选择计算方法。

二、通风

１、熟悉通风设计方法、通风量计算以及空气平衡和热平衡计算。

２、熟悉机械全面通风、事故通风的条件；了解其计算方法。

３、了解排风罩种类及选择方法。

４、掌握防烟分区划分方法；熟悉防火和防排烟设备和部件的基本性能及防排烟系统的基本要

求；熟悉防火控制程序；掌握防排烟方式的选择及自然排烟系统及机械防排烟系统的设计计算方

法。

５、了解除尘和有害气体净化设备的种类和应用，了解设计选用方法。

６、熟悉通风机的类型、性能和特性；熟悉通风机的选用、计算方法。

三、空气调节

１、熟悉空调房间围护结构建筑热工要求；了解对公共建筑围护结构建筑热工限值的强制性规

定；了解人体舒适性机理；了解舒适性空调和工艺性空调室内空气参数的确定方法。

２、了解空调冷 （热）负荷、湿负荷形成机理；了解空调冷 （热）负荷、湿负荷计算以及热湿

平衡、空气平衡计算。

３、熟悉空气处理过程；了解湿空气参数计算和焓湿图的应用。

４、熟悉常用空调系统的特点和设计方法。

５、掌握常用气流组织形式的选择及其设计计算方法。

６、熟悉常用空调设备的主要性能；了解空调设备的选择计算方法。

７、熟悉常用冷热源设备的主要性能；熟悉冷热源设备的选择计算方法。

８、掌握空调水系统的设计要求及计算方法。

９、熟悉空调自动控制方法及运行调节。

１０、熟悉空调系统的节能设计要求和设计方法。

１１、了解空调、通风系统的消声、隔振措施。

四、制冷与热泵技术

１、熟悉热力学制冷 （热泵）循环的计算、制冷剂的性能和选择。了解常用制冷剂对环境的影

响。

２、了解蒸汽压缩式制冷 （热泵）的工作过程；熟悉各类冷水机组、热泵机组 （空气源、水源

和地源）的选择计算方法和正确取值；掌握现行国家标准对蒸汽压缩式制冷 （热泵）机组的能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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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规定。

３、了解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热泵）的工作过程；了解蒸汽型和直燃式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热泵）装置的组成和性能；掌握现行国家标准对溴化锂吸收式机组的性能系数的规定。

４、了解蒸汽压缩式制冷 （热泵）系统的组成、制冷剂管路设计基本方法；熟悉制冷自动控制

的技术要求；掌握制冷机房设备布置方法。

５、了解冷藏库温、湿度要求；掌握冷藏库建筑围护结构的设置以及热工计算。了解装配式冷

藏库的选择与计算。

６、了解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的使用条件、系统组成和设备选择。

五、空气洁净技术

１、掌握常用洁净室空气洁净度等级的选用方法；了解与建筑及其他专业的配合。

２、熟悉空气过滤器的分类、性能、组合方法及计算。

３、了解室内外尘源；熟悉各种气流流型的适用条件和风量确定。

４、熟悉洁净室的室压控制设计。

六、燃气供应

１、了解用气量及燃气质量。

２、熟悉燃气输配系统，掌握燃气管道计算流量和水力计算。

３、掌握室内燃气供应系统设计与计算。

七、绿色建筑

１、了解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

２、熟悉暖通空调技术在绿色建筑的运用。

３、熟悉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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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给排水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熟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了解）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熟悉）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熟悉）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了解）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熟悉）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熟悉）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了解）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了解）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三）《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六）《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熟悉）

（七）《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熟悉）

（八）《城市供水条例》（熟悉）

（九）《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熟悉）

（十）《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了解）

（十一）《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熟悉）

三、地方性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熟悉）

（三）《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了解）

（四）《贵州省消防条例》（熟悉）

（五）《贵州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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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贵州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熟悉）

（七）《贵州省节约用水条例》（熟悉）

四、规章及其它

（一）《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熟悉）

（二）《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熟悉）

（三）《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熟悉给水排水部分内容）

（四）《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熟悉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部分内容）

（五）《贵州省消防设施管理规定》（熟悉）

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一）《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７８８（掌握）

（二）《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０（掌握）

（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掌握）

（四）《室外给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３（掌握）

（五）《室外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４（掌握）

（六）《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掌握）

（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７４（掌握）

（八）《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８４（掌握）

（九）《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４０（掌握）

（十）《住宅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９６（掌握）

（十一）《泵站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２６５（掌握）

（十二）《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库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６７（熟悉）

（十三）《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７０（了解）

（十四）《建筑中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３３６（熟悉）

（十五）《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２（熟悉）

（十六）《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３２（熟悉）

（十七）《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９８１（熟悉）

（十八）《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００（掌握）

（十九）《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５５５（掌握）

（二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熟悉）

（二十一）《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２１９（了解）

（二十二）《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１（了解）

（二十三）《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９８（了解）

（二十四）《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３８（掌握）

（二十五）《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９８（掌握）

（二十六）《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１１７４（熟悉）

—４４—



（二十七）《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５（熟悉）

（二十八）《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３８（熟悉）

（二十九）《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熟悉）

（三十）《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熟悉）

（三十一）《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熟悉）

（三十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８９１８（熟悉）

（三十三）《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１２２１（掌握）

（三十四）《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掌握）

（三十五）《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６８（掌握）

（三十六）《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１４１（掌握）

（三十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０２６１（掌握）

（三十八）《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６３（了解）

（三十九）《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４（熟悉）

（四十）《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１３４－１１．３（了解）

二、行业标准规范

（一）《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ＣＪＪ１４０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水力学

（一）水静力学

１、掌握静水压强的定义及特性。

２、掌握压强的表示方法及计量单位。

３、掌握液体平衡微分方程。

４、掌握水静力学的基本方程。

５、掌握作用在平面、曲面上的静水总压力的计算方法。

６、了解潜、浮物体平衡与稳定性。

（二）水动力学

ｌ、理解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拉格朗日法和欧拉法。

２、掌握柏努利方程及实际应用。

３、掌握动量方程及实际应用。

４、掌握动矩量方程及实际应用。

５、了解总水头线、测压管水头线的含义及之间的区别。

６、了解孔口、管嘴出流和有压管路。

（三）水流阻力和水头损失

１、掌握沿程水头损失的计算方法。

２、掌握局部水头损失的计算方法。

（四）明渠均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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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掌握明渠均匀流的水力最优断面和允许流速。

２、掌握明渠均匀流水力计算的基本公式和方法。

（五）明渠非均匀流

１、掌握临界水深的计算方法。

２、熟悉缓流、急流、临界流及其判别方法。

（六）堰流

１、了解薄壁堰、实用断面堰、宽顶堰的水流特点及应用范围。

二、水泵及水泵站

（一）水泵

１、掌握离心泵、轴流泵的工作原理。

２、掌握离心泵的基本性能参数及基本方程式。

３、掌握离心泵定速运行工况及管道系统特性曲线。

４、掌握离心泵并联运行、串联运行、调速运行的计算方法。

（二）给水泵站

１、熟悉泵站分类。

２、掌握泵站水泵机组布置的原则和要求。

３、掌握吸水管路与压水管路的布置原则、要求及计算方法。

４、熟悉泵站水锤的产生原因、特点及防护措施。

（三）排水泵站

１、熟悉排水泵站分类。

２、掌握水泵选择、集水池容积计算、水泵机组布置。

３、掌握雨水泵站及合流泵站的机组布置。

三、水处理微生物学

１、了解细菌的生理特征。

２、了解常见微生物种类。

３、了解水生病原微生物的控制方法。

４、了解污染物的降解、转化及有机物的分解。

５、了解废水处理中的微生物。

四、工程测量

１、了解测量的基本知识。

２、了解地形图的测绘。

３、熟悉地形图的应用。

４、了解建筑安装测量方法。

五、水分析化学

１、熟悉水样的保存和预处理。

２、了解酸碱滴定法。

３、了解络合滴定法及硬度测定。

４、了解氧化还原滴定法、总需氧量、总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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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了解吸收光谱法、电化学分析法。

６、掌握常用水质分析方法。

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给水工程

（一）给水系统

１、熟悉给水系统的组成、分类和影响给水系统布置的因素。

２、掌握设计用水量的组成、定额及计算。

３、熟悉给水系统的流量关系、水压关系。

（二）输配水工程

１、掌握输水管 （渠）、配水管网的定线原则、布置要求、树环状管网的特点。

２、掌握流量计算、水力计算。

３、掌握水塔及清水池的容积计算、水塔高度的确定。

４、了解分区给水系统设计，掌握调节泵站布置原则。

５、熟悉管网方案技术经济比较。

６、熟悉给水管材、接口、管件、附属设施及管道敷设方法。

７、了解金属给水管防腐蚀方法，熟悉管网水质维持方法。

（三）取水工程

１、了解水资源概况、水源选择。

２、了解地下水取水构筑物类型及适用条件。

３、掌握地表水取水构筑物的类型、选址及布置要求，确定防洪等级。

（四）给水处理

１、熟悉给水生活饮用水处理的主要方法、工艺流程及基本理论。

２、掌握混凝、沉淀、澄清、过滤等主流构筑物的工艺设计。

３、熟悉水厂设计原则、厂址选址，掌握水厂设计规模确定、工艺流程及处理构筑物选择、厂

区平面及高程布置。

４、了解常规生活饮用水消毒方法及基本理论。

５、了解国家城市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６、掌握软水、纯水制备的方法和系统设计。

７、了解水处理的其他方法。

（五）水的冷却和循环冷却水水质处理

１、了解水的冷却原理及冷却构筑物，熟悉循环冷却水水质处理。

２、掌握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构成和设计原则。

二、排水工程

（一）排水系统

１、熟悉排水系统的体制、组成、规划设计原则及基本布置形式。

２、掌握排水量预测、污水管道系统及雨水管渠系统设计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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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熟悉暴雨强度公式、雨水量计算。

４、了解合流制管渠的使用条件、布置特点、设计流量计算及城市旧合流制系统的改造方法。

５、掌握排水管渠的断面、材料、接口、基础及敷设；熟悉截流井、检查井、跌水井、雨水口、

出水口的设计；了解水封井、换气井、倒虹管以及调蓄设备的设置。

６、了解排洪沟的设计与计算。

７、熟悉城市污水回用系统及其组成。

８、了解排水管渠系统的管理和养护。

９、了解城市排水系统现代化管理模式与技术手段

（二）城乡污水处理

１、了解城乡污水的性质、污染指标和水体污染及危害，熟悉水体自净的概念及作用。

２、熟悉常用城市污水处理的主要方法、工艺流程及基本理论。

３、熟悉污水处理设施的特点，熟悉生物膜法、活性污泥法处理原理和主要设计参数。

４、熟悉城乡污水处理厂的厂址选择；掌握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内容与要求；熟悉城镇污水

处理厂工艺流程选定；了解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质检测参数。

５、熟悉贵州省污水排放相关规定、了解国家城市污水排放水质标准。

６、了解污水的深度处理和回用技术。

７、了解医院污水基本处理工艺流程。

８、掌握曝气沉淀池、辐流沉淀池的设计与计算。

９、熟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与运行过程的检测。

（三）工业废水处理

１、了解工业废水的分类及排放等相关规定要求。

２、熟悉常用工业废水的物化处理的原理和应用。

（四）污泥处理

１、了解污泥的分类、性质。

２、了解污泥的浓缩方法。

３、了解污泥厌氧消化的机理和影响因素。

４、了解污泥处理新技术。

５、了解污泥的最终处置方式。

三、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一）建筑给水

１、了解建筑室内给水系统分类及组成；熟悉用水定额的确定；掌握建筑给水系统水压的计算；

了解流出压力。

２、熟悉给水系统的组成及管材、管件、设备、附件的选用。

３、掌握用水量、设计秒流量和管网水力计算。

４、熟悉节水措施，掌握水质防污染措施。

５、掌握建筑内部给水方式及适用条件、分区原则及措施、加压及减压方法。

６、掌握变频供水设备在建筑物的使用原理及计算方法。

７、掌握给水管道布置及敷设，熟悉管道防腐、防冻及防结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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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了解饮用水、回用水水质标准及主要检测措施。

（二）建筑消防

１、了解防火规范中建筑物的分类及消防的相应规定。

２、熟悉室外消防水源形式；掌握室外消防管道与消火栓的布置要求；掌握消防水池有效容积

计算、消防取水口设计。

３、掌握消防用水量及消防给水系统的水力计算；熟悉水泵、水池、水箱、稳压设备的设计。

４、了解高层建筑分类及消防给水系统的工作特点，掌握分区供水原则，熟悉减压、稳压措施。

５、熟悉室内消火栓系统组成及布置原则，掌握室内消火栓、水泵接合器的布置要求；

６、熟悉建筑灭火器配置，了解其他非水消防系统的应用。

７、熟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分类、工作原理、系统组成及适用条件；掌握湿式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的喷头布置、间距要求及确定供水管道管径计算。

８、熟悉气体灭火系统的分类、工作原理、系统组成及适用条件；掌握管网式气体灭火的喷头

布置要求，确定管道压力级别、材质、连接方式。

（三）建筑排水

１、了解排水系统的组成及管材、管件、设备、附件的选用。

２、熟悉水封及通气管的作用；熟悉排水附件的作用及设置。

３、掌握排水量、设计秒流量和排水管网的水力计算。

４、了解屋面雨水排水方式 （主要压力流、重力流等），熟悉屋面雨水系统重力流、压力流设

计。

５、了解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化粪池、隔油池、降温池）的计算与选型。

６、熟悉常用卫生器具的分类及安装方法，掌握地漏及存水弯的选用、水封及最小水封深度的

规定。

７、掌握排水管道的布置原则与敷设方法。

８、熟悉污水、废水局部处理设施的设计。

９、了解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熟悉回用系统设计。

（四）建筑热水

１、熟悉热水和饮用水系统的组成及管材、管件、设备、附件的选用。

２、了解热水供应系统对水质、水温的要求及热水供应系统的安全措施。

３、掌握热水量、耗水量的计算及一般水加热、贮热设备的选用。

４、掌握热水供应系统与冷水供应系统供水压力平衡及热水循环管网的计算。

５、熟悉高层建筑热水供应系统中开水与饮用净水的制备方法及保证饮用水水质的技术措施。

６、了解太阳能热水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７、了解热泵系统工作原理及应用。

（五）建筑中水

１、了解建筑中水处理工艺及中水水量平衡计算。

２、了解污水、废水再生利用资源化。

３、熟悉中水回用系统工艺流程及平面设计

（六）室内游泳池

—９４—



１、了解室内游泳池的循环及净化、消毒、加热系统布置，掌握系统机房布置及设备安装措施。

２、了解水质平衡、系统运行、维护和管理措施。

（七）人防地下室设计

１、了解人防地下室常用术语及基本要求。

２、熟悉战时用水要求、平战结合布置。

３、掌握水源选择、水量标准、水量计算、贮水供水设施及管道布置。

４、了解排水种类，选择排水方式，掌握排水管道、污水集水池及水泵房设计。

５、熟悉洗消系统、柴油发电站给排水以及消防系统、消防排水设计。

６、熟悉给排水管材、附件及灭火设备布置。

（八）海绵城市设计

１、了解海绵城市的定义及实现途径。

２、熟悉 《贵州省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实行）》

３、了解各类ＬＩＤ雨水控制利用设施，熟悉适用场所及优缺点；

４、掌握雨水浸透、储存、调节、转输、截污、净化措施；

５、掌握典型用地的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及具体作法。

四、施工及验收

（一）城镇给水排水工程施工

１、熟悉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准备、管渠施工及施工排水要求。

２、了解管道沟槽开挖、支撑与回填的基本要求，了解管道工程质量检查与验收内容。

３、熟悉给排水管道主要管材、接口、防腐、试验、消毒及冲洗措施。

４、熟悉钢管、铸铁管及复合管安装，了解支、吊架选型、布置及安装要求，熟悉装配式管道

支吊架设计。

５、了解附属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施工要求：井室、雨水口、支墩、镇墩。

６、了解取水、排水及水处理、调蓄构筑物、泵房的施工措施及性能试验。

７、熟悉工程验收的基本程序、方法及要求。

（二）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施工

１、熟悉建筑给排水管材特性、接口、防腐、试验、消毒及冲洗措施。

２、了解室内给排水、消火栓、自动喷淋及中水系统安装。

３、了解卫生器具及给排水配件安装程序与注意事项。

４、熟悉工程验收的基本程序、方法及要求。

５、了解建筑给排水、消火栓及自动喷淋、中水、人防及游泳池系统设备安装。

五、给水排水发展及节能、节水技术

（一）了解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

（二）了解国家现行节能、节水政策、法规及地方规定。掌握给排水专业节水技术。

（三）了解建设部推广应用和限制作用技术。

（四）了解贵州省给水排水管材使用的规定。

六、绿色、装配式建筑及综合管廊设计

１、掌握给排水专业绿色建筑评价控制项内容，熟悉评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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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掌握装配式整体卫生间、厨房应用技术。

３、了解 《贵州省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技术导则 （试行）》、入廊分析、断面及节点设计，熟悉管

廊消防、排水及标识设计，掌握管廊雨、污水管道敷设及安装措施。

七、防冻、抗震措施

１、了解防冻要求和采取措施的种类、施工工艺和要求，熟悉规范执行条款。

２、了解抗震要求和主要抗震措施，掌握抗震支架的造型、布置和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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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岩土工程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熟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熟悉）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了解）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了解）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三）《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四）《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六）《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了解）

（七）《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熟悉）

（八）《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３９４号）（了解）

三、地方性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熟悉）

（三）《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熟悉）

（四）《贵州省消防条例》（了解）

四、规章及其它

（一）《勘察设计职工职业道德准则》（熟悉）

（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熟悉）

（三）《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建市 〔２０１３〕９号）（掌握）

（四）《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掌握）

（五）《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有关岩土工程内容）》（掌握）

（六）《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熟悉）

（七）《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４〕６９号文及附件）、《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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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文本》（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熟悉）

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一）《岩土工程勘察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１）（掌握）

（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熟悉）

（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１）（熟悉）

（四）《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ＧＢ１８３０６）（了解）

（五）《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ＧＢ５０２２３）（了解）

（六）《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０）（掌握）

（七）《建筑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４３）（了解）

（八）《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９７）（了解）

（九）《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７）（掌握）

（十）《工程岩体分级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８）（掌握）

（十一）《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５０２６６）（熟悉）

（十二）《土工试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２３）（熟悉）

（十三）《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ＧＢ５０３０７）（熟悉）

（十四）《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０８６）（熟悉）

（十五）《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２）（了解）

（十六）《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了解）

（十七）《岩土工程基本术语标准》ＧＢ／Ｔ５０２７９（熟悉）

（十八）《工程地质手册》（第五版）（熟悉）

（十九）《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３）（掌握）

（二十）《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２）（掌握）

（二十一）《工程勘察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７）（掌握）

（二十二）《岩溶地区建筑地基基础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８）（掌握）

（二十三）《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０６８）（熟悉）

（二十四）《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熟悉）

（二十五）《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２６（熟悉）

二、行业标准规范

（一）《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８７）（掌握）

（二）《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ＪＧＪ７２）（熟悉）

（三）《建筑桩基技术规范》（ＪＧＪ９４）（熟悉）

（四）《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ＪＧＪｌ０６）（了解）

（五）《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ＪＧＪｌ２０）（掌握）

（六）《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ＪＧＪ７９）（掌握）

（七）《原状土取样技术标准》（ＪＧＪ８９）（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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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ＪＴＧＣ２０）（熟悉）

（九）《市政工程勘察规范》（ＣＪＪ５６）（熟悉）

（十）《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ＪＴＧ３３６３）（熟悉）

（十一）《公路路基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３０）（了解）

（十二）《公路隧道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７０．１）（了解）

（十三）《建筑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标准》（ＪＧＪ８７）（熟悉）

（十四）《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标准》（ＣＥＳＣ９９：９８）（掌握）

（十五）《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ＪＧＪ４７６）（掌握）

三、地方标准规范

（一）《贵州省建筑岩土工程技术规范》（ＤＢＪ５２／Ｔ０４６）（掌握）

（二）《贵州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ＤＢＪ５２／Ｔ０４５）（掌握）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静力学

（一）掌握静力学原理。

（二）熟悉平面汇交力系和空间汇交力系的合成与平衡条件，应用力系的平衡方程求解物体的

受力。

（三）了解力偶的概念，熟练力偶矩的计算。

（四）掌握确定不同物体重心的方法。

二、材料力学

（一）熟悉外力、内力和应力概念；了解物体基本变形的形式。

（二）了解构件 （杆件）的强度和稳定性计算。

（三）了解材料弹性与塑性的概念。

（四）熟悉虎克定律物理含义并能正确计算拉压杆的变形。

三、结构力学

（一）掌握形成平面几何不变体的基本要素。

（二）了解结构的分类；了解 （简单）结构计算简图的绘制原理和方法。

（三）掌握不同荷载形式下结构弯矩、剪力的求解方法及内力图的绘制。

四、弹性力学

（一）了解弹性力学的基本假设。

（二）了解平面应力及平面应变问题。

（三）了解圣维南原理。

（四）了解直角坐标及极坐标求解平面问题。

五、工程地质

（一）掌握第四纪地质、地貌形态的特征和成因。

（二）掌握构造地质和地史、地层及地质年代表。

（三）熟悉岩土的成因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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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掌握岩体结构面和结构体的类型和特征，并能根据结构面和临空面的关系对岩体进行稳

定分析和评价。

（五）熟悉动力地质、地震成因、震级、烈度及地震波传播等基本概念。

（六）掌握滑坡、崩塌、岩溶、土洞、塌陷、泥石流、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现象的成因、发育

过程和变化规律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七）掌握渗透定律；掌握地下水的赋存、补给、径流、排泄规律，地下水对工程的作用及影

响；掌握地下水向集水构筑物运动的计算。

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岩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一）掌握岩石的物理力学指标及其试验方法；了解岩石的强度特性、变形特性、强度理论；

掌握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二）掌握土的工程分类；土的三相组成和三相指标；岩、土各项指标间的相互换算。

（三）掌握土的压缩固结性质；熟悉压缩试验及指标特征。

（四）掌握土的抗剪强度、内摩擦角、粘聚力及土的极限平衡条件；熟悉直剪试验和三轴试验；

熟悉总应力法、有效应力法。

（五）掌握红粘土、软土、填土、膨胀土、风化岩和残积土等特殊性土的性质及对勘察的要求，

并掌握相应分析评价方法。

（六）掌握地基应力计算和沉降计算方法。

（七）熟悉静止土压力、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概念；了解土压力的计算方法。

（八）熟悉地基破坏的形式；掌握确定地基承载力计算方法和原位试验方法。

（九）掌握边坡破环特征；熟悉边坡应力分布、变形、滑动失稳机理。

（十）掌握地基承载力深宽修正的方法和软弱下卧层强度的验算方法。

（十一）了解各种建 （构）筑物对变形控制的要求；了解对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判别及处理方

法。

（十二）了解基础类型，基础的受力特性和适用条件；了解基础平面尺寸确定方法；熟悉各种

基础的构造要求。

（十三）掌握各类桩基的类型、适用条件及桩的设计选型。

（十四）了解单桩在荷载作用下的荷载传递机理和破坏机理；掌握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与极

限承载力标准值之间的关系；了解桩侧产生负摩阻力的条件与机理及中性点的物理意义。

（十五）熟悉主要地基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加固原理、施工工艺；了解复合地基确定承载力

和沉降的计算方法及质量检测手段。

二、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及施工

（一）熟悉与岩土工程有关的规程规范；了解强制性条文的技术要求，根据场地条件、工程特

点和设计要求，能合理布置勘察工作。

（二）掌握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的技术要求和工作方法；了解工程地质测绘图件的编制。

（三）了解工程地质钻探的工艺和操作技术；熟悉岩土工程勘察对钻探、井探、槽探、洞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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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了解主要物探方法的基本原理；了解其适用范围和成果的应用。

（四）熟悉各种试验对岩土试样和水试样要求；熟悉各种取土器规格、性能、适用范围；了解

获取岩土试样和水试样的技术要求。

（五）了解岩土试样和水试样的各种试验方法；熟悉根据岩土特点和工程提出岩土试验和水分

析的要求；熟悉对岩土水试验成果 （指标）的分析、判断及成果应用。

（六）掌握原位测试 （即载荷试验、静力触探、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现场试验、旁压试

验和波速测试等）的方法和技术要求；熟悉原位测试的适用范围和对成果的分析应用。

（七）熟悉地下水的类型、运动规律和对工程的影响；熟悉抽水试验、注水试验、压水试验的

方法及其试验成果资料的编制、分析和应用。

（八）掌握岩土工程特性指标的统计和选用；掌握地基承载力、地基均匀性和稳定性的分析评

价；掌握勘察资料的整理和勘察报告的编写。

（九）了解设计地震反应谱；掌握地震设计加速度反应谱的主要参数及其对勘查的要求。

（十）熟悉各类建筑场地地段的划分标准；掌握建筑场地类别划分的方法。

（十一）了解土的液化机理及其对工程的危害；了解液化判别方法、液化指数的计算和液化等

级的评价方法；了解抗液化措施的选用。

（十二）熟悉作用于支护结构上的侧向岩土压力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熟悉各种土、水压力计

算方法及适用条件。

（十三）掌握基坑稳定性验算和边坡稳定性评价的内容及相关计算方法。

（十四）熟悉各类支护结构体系的总体布置形式、选型原则、设计原理及施工要点；熟悉基坑

开挖及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熟悉支护结构及施工方案的总体设计。

（十五）掌握地表水、地下水对场地及建筑稳定性的影响及处理；熟悉各类降排水措施的适用

条件、布置方式、设计施工方法；掌握水对建筑材料腐蚀性的判别标准。

（十六）熟悉岩土边坡稳定的影响因素及边坡破坏的类型和特征；了解岩土边坡稳定性分析的

方法。

（十七）了解边坡防护的常用技术；熟悉不同防护结构的结构形式、设计方法和施工要点；掌

握边坡排水工程的设计及施工要点。

（十八）熟悉常见地质灾害和险情的预防及抢险措施；了解以滑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

稳定验算方法；了解主要的勘察手段、评价方法并合理选择治理设计方案。

（十九）熟悉岩溶的类型与形态；熟悉岩溶与土洞的发育条件和规律及处理方法；掌握山区和

岩溶地区不同勘察阶段的勘察要求和评价方法。

（二十）了解岩土工程检测的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检测数据分析与工程质量评价方法。

（二十一）了解监测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了解监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三、工程经济与管理

（一）了解工程项目总投资的含义及构成。

（二）了解我国基本建设的基本程序；了解工程建设项目在勘察设计阶段的工作内容和程序；

了解工程勘察和工程施工中设计技术方案经济分析的原则和内容。

（三）了解工程概算的编制步骤及编制方法；了解工程勘察工程量计算及费用的计算方法；了

解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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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了解我国现行招标投标的主要方式；招标投标程序；投标报价的依据和基本原则；编制

标书的方法步骤及注意事项；熟悉工程造价的计算和投标报价的计算。

（五）了解工程建设监理的一般概念及其范围；熟悉岩土工程监理、对象及其业务范围；了解

岩土工程监理与工程建设监理的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及主要关系。

（六）了解工程合同、履行合同的原则、违约责任、合同的管理与监督。

（七）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组织形式的特点、项目经理应具备的条件、项目管理系统与项目管理

软件应用。

四、岩土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一）熟悉岩土工程施工的特点；了解岩土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的基本原则。

（二）熟悉阅读、理解和审查施工图纸的步骤、方法和要点；了解施工物资资源、施工人力资

源及设备资源准备的内容。

（三）熟悉流水施工原理和过程；了解采用横道图、斜线图、网络图表达进度计划的方法。

（四）熟悉岩土工程项目施工方法和施工特点；了解施工进度计划的组成和编制依据；了解劳

动量与机械台班数的确定及施工过程持续时间的计算方法；了解工程施工平面图的设计步骤和要

点；掌握施工日志的编写。

（五）熟悉技术管理和施工组织设计的概念和作用；了解图纸会审、审核和管理制度，技术交

底制度、材料检验与试验制度、工程质量验收制度、工程技术档案制度、技术责任制度等等。

（六）了解工程质量监督体系；了解工程质量检查和评定的方法；了解工程质量管理中的各项

工作质检表格资料的填写方法。

（七）熟悉各类安全生产技术；熟悉项目经理、工长、施工员、班组长、工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了解编制施工项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方法；熟悉工地各种事故的应急救援措施。

（八）掌握岩土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的标准和程序，熟知工程技术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归档。

五、隧道工程设计与施工

（一）熟悉洞口位置选择的一般规定及隧道衬砌类型。

（二）熟悉初期支护包括的内容。

（三）掌握小净距隧道、连拱隧道设计的原则和适应范围。

（四）了解辅助通道的种类。

（五）熟悉管棚法设计、超前小导管、径向锚杆设计及地表注浆加固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六）了解通车隧道内应具有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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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建筑电气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熟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熟悉）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熟悉）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熟悉）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熟悉 ）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三）《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四）《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六）《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熟悉）

三、地方性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熟悉）

（三）《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熟悉）

（四）《贵州省消防条例》（熟悉）

四、规章及其它

（一）《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熟悉）

（二）《贵州省电力设施保护办法》（熟悉）

（三）《贵州省新建住宅区供配电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办法》（了解）

（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了

解）

（五）《１１０ｋＶ及以下配电网规划技术指导原则》（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标准）（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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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一）ＧＢ１４０５０《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熟悉）

（二）ＧＢ１７９４５《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熟悉）

（三）ＧＢ２００５２《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熟悉）

（四）ＧＢ５００１６《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２０１８年版）（熟悉）

（五）ＧＢ５００３４《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熟悉）

（六）ＧＢ５００５２《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熟悉）

（七）ＧＢ５００５３《２０ＫＶ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熟悉）

（八）ＧＢ５００５４《低压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熟悉）

（九）ＧＢ５００５５《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熟悉）

（十）ＧＢ５００５７《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熟悉）

（十一）ＧＢ５００５８《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熟悉）

（十二）ＧＢ５００８４《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了解）

（十三）ＧＢ５０１１６《火灾自动报警设计规范》（熟悉）

（十四）ＧＢ５０１９８《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熟悉）

（十五）ＧＢ５０２１７《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熟悉）

（十六）ＧＢ５０２１９《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了解）

（十七）ＧＢ５０２２７《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熟悉）

（十八）ＧＢ５０３１１《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熟悉）

（十九）ＧＢ５０３１４《智能建筑设计标准》（熟悉）

（二十）ＧＢ５０３４３《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熟悉）

（二十一）ＧＢ５０３４８《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熟悉）

（二十二）ＧＢ５０３７０《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了解）

（二十三）ＧＢ５０３９４《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了解）

（二十四）ＧＢ５０３９５《视频安防系统工程设计规范》（了解）

（二十五）ＧＢ５０３９６《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了解）

（二十六）ＧＢ５１３４８《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共二册）（熟悉）

（二十七）ＧＢ／Ｔ１３８６９《用电安全导则》（熟悉）

（二十八）ＧＢ／Ｔ５００６２《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了解）

（二十九）ＧＢ／Ｔ５００６４《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了解）

（三十）ＧＢ／Ｔ５００６５《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了解）

（三十一）ＧＢ／Ｔ５０２００《有线电视网络工程设计标准》（熟悉）

（三十二）ＧＢ／Ｔ５０２９３《城市电力规划规范》（了解）

（三十三）ＧＢ／Ｔ５０５２６《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了解）

二、行业标准规范

—９５—



（一）ＣＪＪ４５《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熟悉）

（二）ＤＬ／Ｔ８５６《电力用直流电源和一体化电源监控装置》（熟悉）

（三）ＤＬ／Ｔ５２２２《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了解）

（四）ＪＧＪ２４２《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熟悉）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专业理论基础

（一）电路与电磁场

１、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 （熟悉）

２、电路的分析方法 （熟悉）

３、正弦电流电路 （掌握）

４、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 （了解）

５、简单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了解）

６、静电场 （了解）

７、恒定电场 （了解）

８、恒定磁场 （了解）

９、均匀传输线 （了解）

（二）模拟电子技术

１、半导体及二极管 （熟悉）

２、放大电路基础 （熟悉）

３、线性集成运算放大器和运算电路 （了解）

４、信号处理电路 （了解）

５、信号发生电路 （了解）

６、功率放大电路 （了解）

７、直流稳压电源 （了解）

（三）数字电子技术

１、数字电路基础知识 （熟悉）

２、集成逻辑门电路 （熟悉）

３、逻辑代数和逻辑函数的简化 （了解）

４、集成电路组合逻辑电路 （了解）

５、触发器 （了解）

６、时序逻辑电路 （了解）

７、脉冲波形的产生 （了解）

８、数模和模数转换 （熟悉）

（四）电气工程基础

１、电力系统基本知识 （熟悉）

２、电力线路、变压器的参数与等值电路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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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简单电网的潮流计算 （了解）

４、无功功率平衡和电压调整 （熟悉）

５、短路电流计算 （了解）

６、变压器 （熟悉）

７、感应电动机 （了解）

８、同步电机 （了解）

９、过电压及绝缘配合 （了解）

１０、断路器 （熟悉）

１１、互感器 （熟悉）

１２、直流电机基本要求 （熟悉）

１３、电气主接线 （熟悉）

１４、电气设备选择 （熟悉）

二、工程管理

（一）掌握我国工程项目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设计设计依据、内容深度、标准

设计、设计修改等的基本要求。

（二）掌握我国工程勘察设计过程质量管理和保证体系的基本概念。

（三）了解计算机辅助程序在工程设计、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三、节能、环境保护

（一）了解我国工程建筑中电气设备对环境影响的主要内容以及电磁污染和无线电干扰、空气

污染、噪音污染、事故检修对环境的污染、腐蚀污染等。

（二）了解节约电能的基本概念和我国对节约能源的基本要求。

四、安全

（一）掌握我国勘察设计中必须执行的有关人身安全的法律、法规、建设标准 （规程规范）及

强制性条文。

（二）掌握我国工程勘察设计中电气安全的概念和要求。

（三）掌握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

（四）掌握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评定标准。

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负荷分级及计算

（一）掌握负荷分级及原则及供电要求。

（二）掌握负荷的分类及计算方法。

二、电源及供配电系统 （２０ＫＶ以下）

（一）掌握电源供配电技术的一般规定。

（二）掌握高压供配电系统 （２０ＫＶ以下）接线方式及特点。

（三）掌握低压配电系统接线方式及特点。

（四）掌握无功补偿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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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电源

（一）掌握应急电源种类及设置原则。

（二）掌握柴油发电机组选择、布置及控制要求。

（三）掌握不间断电源选择及布置要求。

四、变配电所 （２０ＫＶ以下）

（一）掌握变配电所所址选择的基本要求。

（二）掌握变配电所布置的设计要求。

（三）掌握电气设备继电保护配置、整定计算和设备选型的原则。

（四）掌握交流操作电源的设计要求。

（五）了解变配电所综合自动化的设计原则及远方监控的接口要求。

五、短路电流计算

（一）掌握低压系统短路电流计算方法。

（二）了解影响短路电流的因素及限制短路电流的措施。

六、电气设备选择及安装

（一）掌握电气设备选择的一般条件。

（二）掌握高压电气设备 （２０ＫＶ以下）的选择方法。

（三）掌握低压电气设备的选择方法。

（四）掌握变压器的选择方法。

（五）掌握低压配电线路保护型式的选择及整定方法。

（六）掌握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

七、电线、电缆线路及敷设 （２０ＫＶ以下）

（一）掌握电线、电缆类型及截面选择的方法。

（二）掌握电缆电线的敷设方式及对应要求。

（三）掌握消防设备供电线路选择的原则。

八、过电压保护

（一）了解电力系统过电压的种类和过电压水平。

（二）掌握交流电气装置过电压保护设计要求及限制措施。

九、建筑设备

（一）掌握建筑设备供电要求。

（二）掌握建筑设备电动启动方式、控制及保护设备的选择方法。

十、电气安全

（一）掌握电气安全的基本概念。

（二）了解电流对人体的作用以及电击防护的基本要求。

（三）掌握低压系统接地故障保护设计原则。

（四）掌握特殊环境下对电力装置的要求。

（五）掌握安全电压选择的有关规定。

十一、照明

（一）掌握照明方式和照明种类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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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照度标准及照明质量的要求。

（三）掌握照明供电的有关规定。

（四）掌握照度计算的基本方法与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的计算方法。

（五）掌握照明控制方法及节能技术的应用。

（六）掌握应急照明的设计原则，熟悉智能疏散系统组成与布置原则。

十二、建筑物防雷

（一）了解雷电活动的规律，建筑物所处地形、地貌与雷击的关系及建筑物易受雷击的部分。

（二）掌握建筑物防雷装置的组成及其作用。

（三）掌握建筑物防雷分类及保护措施。

（四）掌握防雷击电磁脉冲的基本措施。

十三、接地

（一）掌握接地的类型。

（二）掌握等电位联结的作用及措施。

（三）掌握交流供电系统接地制式及其适用范围。

（四）掌握信息设备接地种类及其要求。

（五）掌握临时用电设备接地要求。

十四、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一）掌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置原则。

（二）掌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构成。

（三）掌握火灾探测器的选择及设备要求。

（四）掌握火灾消防联动控制设计内容及逻辑关系。

（五）掌握消防设备的供电原则和线路敷设的要求。

（六）掌握消防验收内容、程序及合格要求。

（七）掌握消防控制室 （安防监控室）布置原则和具体要求。

十五、建筑设备自动控制系统

（一）掌握建筑设备自动控制系统的构成。

（二）掌握数字量、模拟量的基本概念。

（三）了解建筑设备、供配电设备及照明设备的控制要求。

（四）了解传感器变送器等测量装置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五）了解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六）了解电动执行机构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七）了解楼宇自动化系统的组成及基本原理。

十六、安全防范系统

（一）掌握对讲系统的设计方法。

（二）掌握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设计方法。

（三）掌握防盗报警系统的设计方法。

（四）掌握入口门禁系统的设计方法。

（五）掌握安全防范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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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了解停车场管理系统的系统构成。

（七）了解其他安全防范子系统的原理和构成

十七、通信网络及系统

（一）掌握通信系统的设计技术基本原则。

（二）了解通信网的接入技术。

（三）掌握通信系统设计方法。

（四）掌握三网光纤入户系统的基本设计方法。

（五）掌握建筑物管理内部网络设计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六）掌握弱电机房的基本设计方法。

十八、有线电视系统

（一）了解有线电视系统的构成。

（二）掌握有线电视系统设计方法。

（三）了解目前有线电视接入的形式、系统构成及基本设计方法。

十九、扩声和音响系统

（一）了解扩声和音响系统的基本功能和构成。

（二）了解扩声和音响系统的设计方法。

（三）了解同声传译的设计要点。

二十、综合布线

（一）掌握综合布线系统的构成。

（二）掌握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方法。

（三）了解综合布线系统的主要系统指标及测试方法。

二十一、ＢＩＭ

（一）掌握ＢＩＭ的定义及特点，熟悉ＢＩＭ系统包含内容、布置原则和要求。

（二）了解数字孪生、三维可视化。

（三）了解数字化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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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市政道桥隧工程

第一节　法律法规部分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熟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熟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熟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熟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了解）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了解）

二、行政法规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掌握）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掌握）

（三）《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熟悉）

（四）《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熟悉）

（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了解）

（六）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熟悉）

三、地方性法规

（一）《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熟悉）

（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熟悉）

（三）《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熟悉）

（四）《贵州省消防条例》（了解）

四、规章及其它

（一）《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了解）

（二）《市政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熟悉）

（三）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一城市建设部分 （熟悉）

第二节　标准规范部分

一、国家标准规范

（一）《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２８）（熟悉）

（二）《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８（熟悉）

（三）《钢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６（熟悉）

（四）《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２（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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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砌体结构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７（熟悉）

（六）《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０３（熟悉）

二、行业标准规范

（一）《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ＣＪＪ１）（掌握）

（二）《城市桥梁设计规范》（ＣＪＪ１１）（掌握）

（三）《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掌握）

（四）《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ＣＪＪ１９３）（掌握）

（五）《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ＣＪＪ１５２）（掌握）

（六）《公路路基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３０）（掌握）

（七）《公路水泥混凝土路而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４０）（掌握）

（八）《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５０）（掌握）

（九）《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ＪＴＧＤ６０）（掌握）

（十）《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６１）

（十一）《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ＪＴＧ３３６２）（掌握）

（十二）《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６４（掌握）

（十三）《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ＪＴＧ３３６３）（掌握）

（十四）《公路隧道设计规范》（ＪＴＧ３３７０．１）（掌握）

（十五）《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Ｂ０１）（熟悉）

第三节　基础知识部分

一、工程制图基础知识

（一）了解画法几何的基本知识；熟悉点、线、面、体的投影；熟悉剖面图、截面图、轴测图、

透视图的概念及画法。

（二）掌握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的常用表达方式 （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面整体表达方

式）和制图方法；熟悉一般建筑电气、给排水施工图的表达方式；具备正确阅读理解上述施工图的

能力。

二、力学基础知识

（一）掌握静力学基本概念；熟悉静力学公理；掌握受力分析的方法。

（二）掌握力在坐标轴上的投影的概念及力的投影计算；掌握力对点之矩的概念及力矩的计算；

掌握力偶和力偶矩的概念及其计算。

（三）掌握受弯杆件横截面上的内力一弯矩和剪力；熟悉弯矩方程和剪力方程；了解受弯构件

上的荷载与剪力、弯矩间的微分关系；熟悉掌握梁的剪力图、弯矩图的绘制方法。

（四）熟悉截面的静矩、形心、惯性矩、惯性积的概念；掌握静矩、形心、惯性矩的计算；掌

握惯性矩的平行移轴公式并能够计算组合图形的惯性矩；了解坐标轴旋转时惯性矩和惯性积的变

化；了解平面图形的主惯性轴和主惯性矩的概念。

（五）掌握影响线的概念；掌握单跨静定梁的反力和内力影响线的画法；熟悉多跨静定梁的反

力和内力影响线的画法；了解连续梁影响线的形状；熟悉利用影响线求最不利荷载位置和最不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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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布置的方法；了解内力包络图的概念。

（六）建筑材料基础知识

（七）熟悉材料的化学组成、矿物组成及其对材料性质的影响：熟悉材料的微观结构及其对材

料性质的影响：熟悉材料的宏观结构对材料性质的影响。

（八）掌握材料的基本性能的定义；密度、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孔隙与孔隙特征、亲水性与

憎水性、吸水性与吸湿性、耐水性、抗渗性、抗冻性、导热性、强度与变形性能、脆性与韧性等。

（九）熟悉建筑钢材的品种规格；掌握建筑钢材的技术性能；了解钢材的冷加工及焊接等过程

对钢材性能的影响；了解钢材的化学成分对钢材性能的影响；熟悉钢材的腐蚀与防护措施；掌握建

筑钢材的标准和选用；了解钢材加工的方法。

（十）熟悉水硬性胶凝材料一水泥的组成、水化与凝结硬化机理、性能与应用。

（十一）熟悉混凝土的原材料及其技术要求；了解拌合物的和易性及其影响因素。

（十二）掌握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性能。

（十三）熟悉混凝土的耐久性的定义；了解混凝土的抗渗性、抗冻性、抗侵蚀性；了解混凝土

的碳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了解混凝土的碱集料反应。

（十四）熟悉常用的混凝土外加剂的组成与特性；了解常用外加剂的应用技术。

（十五）掌握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基本要求和配合比设计的步骤；悉实验室配合比的试拌调整

方法；了解施工配合比与实验室配合比的差别。

（十六）熟悉沥青与改性沥青的成分和技术性能；了解沥青基防水材料的种类与性能。

三、工程测量基础知识

（一）熟悉测量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先整体后局部，先控制后碎部，高精度控制低精度）。

（二）掌握各种测量仪器的构造、使用和检验校正：掌握其测量方法及成果整理方法。

（三）了解测量误差的分类与特征；熟悉评定精度的标准；了解观测值算术平均值的计算及其

精度的评定；了解误差传播定律及其应用。

（四）了解图根导线的技术要求；了解图根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和内业计算方法。

四、工程经济基础知识

（一）熟悉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及其相关计算；了解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概念；熟悉利息计

算方法。

（二）掌握建设部、财政部建标 （２０１３）４４号文件规定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的组成与建筑

安装工程计价程序。

（三）熟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ＧＢ５０５００）；掌握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工程

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熟悉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及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及计算规则；掌

握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

（四）熟悉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的组成。

（五）熟悉建设工程定额的分类和应用．

（六）熟悉建筑工程招投标的形式和程序。

（七）熟悉工程承包合同管理、工程成本控制和工程索赔的相关知识。

（八）了解建设工程项目估价。

（九）了解国际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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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专业知识部分

一、公路勘测设计

（一）了解我国公路现状与发展规划、公路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国际相比所存

在的问题；了解我国公路网的 “五纵七横”。

（二）熟悉公路各阶段设计的任务和要求、汽车的行驶特性及计算方法。

（三）掌握公路选线定线原则及步骤；熟练掌握线路平面、纵断面、横断面的设计要求和计算

方法、

二、城市道路设计

（一）了解城市道路的功能、组成、特点；了解城市道路发展规划、交通量分析和汽车的行驶

特征；了解交叉口交通组织和信号设置；了解城市道路的分类和道路在城市中所处的地位以及道路

通行能力。

（二）掌握各类各级道路计算行车速度。

（三）熟练掌握城市道路的平面、纵断面、横断面设计的原则和计算方法。

（四）掌握交叉口设计原则和方法以及交叉口通行能力计算。

三、路基工程

（一）了解路基土的工程分类；路基的干湿类型和路基变形、破坏及原因。

（二）熟悉路基受力工作区、临界高度的计算；熟悉路基压实机理与方法。

（三）掌握一般路基设计、路基排水边沟、排水沟、截水沟的设计。

（四）掌握特殊路段路基边坡的稳定性分析、验算；掌握坡面的防护与加固方法。

（五）掌握特殊路基加固处理方法。

（六）掌握挡土墙的结构型式、布置方法和计算；掌握挡土墙设计与稳定性验算。

四、路面工程

（一）了解路面的功能、分级、路面工程的发展、路面的养护。

（二）熟悉路面破坏的原因和型式、各类基层、垫层的强度形成机理和组成、各类路面材料的

力学特性和工艺。

（三）掌握沥青混凝土路面的设计 （表面弯沉、层底弯拉应力、表面最大剪应力计算、多层体

系换算轴载换算与累计当量轴次计算）。

（四）掌握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设计 （板块的划分，缩缝、胀缝、施工缝的设置，角隅和板边的

处理，标准轴载和轴载换算，累计当量回弹模量、疲劳应力计算）。

五、桥梁、涵洞工程

（一）了解桥、涵的划分及相关标准的界定

（二）了解桥涵水文计算方法 （包括桥涵处流量，及确定桥涵孔径的相关计算）。

（三）熟悉各类桥、涵的结构形式及桥位选择。

（四）掌握桥涵结构设计荷载 （永久作用、可变作用、偶然作用和地震作用）

（五）掌握中桥及涵洞结构的构造。

六、市政道路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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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熟悉路基及管道施工的基本知识；掌握路基土壤的分类；掌握人工施工路基 （管道）土

石方施工程序及方法；掌握管道施工的程序、方法、工艺要求；了解特殊地基处理的一般方法。

（二）了解路面结构特点；掌握石灰土、碎石土等路面基层的施工方法；了解沥青路面的分类；

掌握沥青混凝土及沥青碎石路面的施工程序、方法及机械配置。

（三）掌握人行道、路缘石、嵌边石、雨水井等附属工程的施工程序及方法。

（四）了解施工管理的重要性；掌握主要施工管理制度的内容；了解道路工程质量控制与监督

的重要性；了解道路施工中业主、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质量监督部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制约的关

系；掌握施工中主要工序质量控制和监督的方法。

（五）了解道路施工主要工序的安全要求；掌握主要工序的安全检
"

方法；了解施工过程中一

般事故的处理方法。

（六）了解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的一般措施。

七、掌握交通标志的分类、设置原则 （设置地点及形式等）、交通标线的作用及其它防护设施

的设置原则。

八、掌握地下管线的设计原则及综合管道的设置原则。

九、隧道工程

（一）熟悉隧道围岩分级。

（二）了解隧道形式及标准的划分。

（三）了解隧道位置选择、线形和横断面设计。

（四）熟悉隧道进出洞口位置选择的一般规定。

（五）掌握分离式隧道、小净距隧道和连拱隧道设计的原则和适用范围。

（六）了解隧道辅助通道。

（七）了解隧道荷载 （永久作用、可变作用、偶然作用、地震作用）。

（八）熟悉隧道衬砌类型，掌握初期支护及二次衬砌的内容。

（九）熟悉管棚法设计、超前小导管、径向锚杆设计及地表注浆加固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十）了解隧道在运营阶段启用的辅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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