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材料》考试大纲 
1．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 
（1）密度、表观密度、堆积密度的定义、公式、计算及三者关系； 
（2）密实度、孔隙率、空隙率、填充率的定义、公式及计算；  
（3）憎水性材料、亲水性材料的区分； 
（4）吸水性、吸湿性的定义、公式及计算； 
（5）耐水性、抗冻性、抗渗性的表示方法； 
（6）强度的定义及分类。 
2．气硬性胶凝材料 
（1）气硬性胶凝材料、水硬性胶凝材料的定义、举例说明。 
（2）石灰石、生石灰、熟石灰的分子式； 
（3）石灰的熟化定义、特征、陈伏期； 
（4）石灰硬化的两个过程； 
（5）石灰的特性； 
（6）建筑石膏的特性。 

    3．水泥 
（1）硅酸盐系五大品种水泥名称、特点与选用； 
（2）硅酸盐水泥生产两磨一烧、熟料主要矿物成分及性质； 
（3）水泥细度表示方法；初凝、终凝时间规定；体积安定性定义、不良原

因；水化热定义、对大体积混凝土影响； 
（4）水泥石腐蚀类型、原因及防治措施； 
（5）水泥的保管。 
4．混凝土 
（1）普通混凝土组成材料； 
（2）砂子粗细程度定义、细度模数计算、颗粒级配的定义、三个级配区； 
（3）石子的最大粒径规定及计算； 
（4）混凝土和易性包括三个性质、和易性试验结果评定；影响和易性的因

素及改善和易性的措施； 
（5）立方体抗压强度、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强度等级； 
（5）影响混凝土强度的因素及提高强度的措施； 
（6）配合比设计的三个参数、实验室配合比转化为施工配合比的计算。 
5．砂浆 
（1）砂浆的组成材料； 
（2）新拌砂浆和易性包括的内容及各自指标； 
（3）砌筑砂浆的强度及强度等级；影响砂浆抗压强度的因素。 
6．砌墙砖和砌块 
（1）烧结普通砖的尺寸、强度等级； 
(2)泛霜及石灰爆裂的定义。 
（3）推广使用多孔砖、空心砖的经济意义。 
7．建筑钢材 
（1）主要化学成份对钢材性能的影响；钢材的主要技术性能包括的内容。 
（2）钢材拉伸性能四个阶段、强度指标、塑性指标、屈强比的含义及屈强

比的大小对钢材应用的指导意义； 
（3）冷加工、时效的定义及冷加工、时效后钢材的性能发生了哪些变化。 



（4）碳素结构钢牌号、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牌号的表示方法。 
（5）钢材的腐蚀类型及防止钢材腐蚀的措施。 
8．防水材料 
（1）石油沥青的组分、主要技术性质及指标表示； 
（2）石油沥青牌号与性质的关系。 

 

《建筑施工技术与机械》  考试大纲 

1．土方工程 

（l）土的工程分类；土的可松性的定义及计算；土的含水量及最佳含水量的定义。 

（2）基槽（坑）土方量的计算；场地平整中的土方调配的原则。 

（3）轻型井点降水的定义、布置、施工安装程序；流砂发生的原因和防治措施。 

（4）土方边坡坡度与坡度系数；土壁支撑的方式；基坑开挖方法及要求。 

（5）单斗挖土机的种类、挖土特点及适用范围；施工机械的选择。 

（6）土方填筑与压实的方法、填土压实的质量影响因素。 

2．桩基础工程 

（1）混凝土预制桩的预制、起吊、运输与堆放的要求；打桩的施工工艺及施工注意事

项，预制桩停锤的原则。 

（2）混凝土灌注桩成孔的方法及工艺流程；灌注桩施工质量的要求。 

3．砌筑工程 

（l）脚手架的作用及要求；钢管扣件式脚手架的基本构造、搭设要求、拆除及安全措

施。 

（2）砌筑砂浆的搅拌要求及使用要求；砌筑用砖的要求；皮数杆的作用、制作内容及

立设要求。 

（3）砖墙的组砌形式及要求；砖砌体的砌筑工艺过程。 

（4）砖砌体总的质量要求和保证质量的措施。 

（5）构造柱的施工要求。 

4．钢筋混凝土工程 

（l）模板的作用及要求；组合钢模板的组成；模板拆除的强度要求及拆模顺序。 

（2）钢筋的分类及表示方法，钢筋检验；钢筋冷拉的作用和控制方法；钢筋焊接的方

法及适用范围；钢筋连接（焊接、机械连接、绑扎）的技术要求；钢筋安装的技术要求；钢

筋配料的方法和计算。 

（3）混凝土的投料顺序、运输、浇筑的要求；振捣方法及适用范围；混凝土的自然养

护。 

（4）混凝土施工缝的留设原则和处理方法；柱、梁、板施工缝的留设位置。 

（5）混凝土试块的留置规定；每组试块强度的确定；混凝土质量缺陷（强度不足、蜂

窝、麻面、露筋）的原因分析及缺陷处理的方法。  

5．防水工程 

（1）防水工程的分类。 



（2）卷材防水屋面中隔气层、保温层、找平层、防水层的技术要求； 

（3）刚性防水屋面隔离层的作用、分格缝留设的原因和原则、钢筋网片施工的技术要

求。 

（4）地下防水工程目前常用的防水方案。 

（5）外贴法和内贴法的施工顺序。 

（6）防水混凝土施工缝的留设，防水混凝土的养护。 

6．预应力混凝土工程 

（1）预应力混凝土的定义。 

（2）先张、后张法施工的定义 

7．结构安装工程 

（1）起重机械的种类、三个主要参数。 

（2）单层工业厂房的柱、屋架的吊装工艺过程及各过程的技术要求。 

（3）分件安装法和综合安装法的定义。 

8．冬季与雨季施工 

（1）砌体结构冬季施工的规范规定、施工方法及适用范围。 

（2）钢筋混凝土结构冬季施工的规范规定；混凝土的临界强度；混凝土冬季施工的方

法及适用范围；混凝土的冬季施工工艺及技术要求。 

（3）雨季时土方工程、砌筑工程、及钢筋混凝土工程应注意哪些问题？ 
 
 

            《建筑构造》考试大纲 
1．建筑构造绪论 

（1）我国现行建筑业“八字方针”。 
（2）建筑按使用功能、规模、结构材料和结构形式及按层数或高度的分类。 
（3）民用建筑的耐久年限等级划分为哪四级，适用范围是什么？ 

民用建筑按耐火等级的分类，燃烧性能、耐火极限的定义。 
（4）模数的定义、分类；标志尺寸、构造尺寸、实际尺寸的定义及关系；定位轴线的定义

及分类；层高、净高的定义。 
（5）影响建筑构造的因素，民用建筑的构造组成及作用。 
2．基础与地下室 
（1）基础和地基的关系。 
（2）对地基的要求是什么，人工地基的加固方法，桩基受力情况分类。 
（3）建筑物对基础的要求。 
（4）基础的埋置深度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5）基础的构造类型、无筋扩展基础和扩展基础的构造特点。 
（6）相邻建筑基础的处理、不同埋深的基础处理。 
（7）地下室的类型、组成。 
（8）地下室的防潮与防水构造（内包法与外包法的构造做法）。 
3．墙体构造 
（1）墙体的结构布置方案（横墙承重、纵墙承重的适用范围）。 
（2）影响砖墙强度的主要因素。 
（3）砖墙组砌的种类及区别。 



（4）圈梁的作用、圈梁在墙中的位置、圈梁中断的补救措施。 
（5）构造柱的作用、构造柱的布置位置及构造做法。 
（6）变形缝的作用和种类。 

4．楼板层与地面构造 
（1）楼板层的组成。 
（2）楼板的类型。 
（3）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的特点、类型及适用范围。 
（4）装配式混凝土楼板的类型、布置及板缝的构造做法、板与墙、梁的连接、梁与墙的连

接构造。 
（5）地面的构造；水泥及地面砖地面的施工方法。 

5．垂直交通设施 
（1）垂直交通设施的种类，各垂直交通设施的坡度要求。 
（2）楼梯的组成与尺度（楼梯段的宽度的定义、中间平台宽度的定义、踏步高与踏步宽的

尺寸要求、楼梯净空高度的定义、楼梯间的形式、栏板高度要求、楼梯井宽度要求）。 
（3）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梯特点及分类。 
（4）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梯的分类。 
6．屋顶构造 
（1）屋顶的作用和组成。 
（2）屋顶的设计要求。 
（3）屋顶的形式有哪些。 
（4）屋面防水等级和设防要求。 
（5）平屋顶的组成。 
（6）平屋顶的排水坡度形成方法和排水方式。 
（7）平屋顶的细部构造，柔性防水屋面中卷材防水和涂膜防水的构造、平屋顶的保温与隔

热途径。 

 

《建筑工程测量》考试大纲 

一、 建筑测量概述 
1. 测量平面直角坐标系与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不同 
2. 绝对高程，相对高程的概念 
3. 我国先后采用的几种高程基准 
4. 高差概念 
5. 测量工作的基本原则 
6. 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 
7. 测量误差按其性质的分类 
8. 中误差的计算 

二、 测量的基本工作 
1. 水准测量原理 
2. 计算待定点高程的方法 
3. 水准测量使用的仪器和工具 
4. DS3 水准仪中各个字母数字的含义 
5. 微倾式水准仪组成 



6. 水准仪的基本操作程序 
7. 视差的概念，产生原因，如何消除 
8. 水准点种类 
9. 水准路线的种类 
10. 水准测量的施测方法 
11. 测站检核的方法 
12. 路线成果的检核（闭合和附合水准路线） 
13. 微倾式水准仪主要轴线及轴线间应满足的条件 
14. 水平角概念，范围 
15. 竖直角概念，范围 
16. 光学经纬仪组成部分 
17. 光学经纬仪的使用 
18. 水平角的观测方法（测回法观测水平角的步骤） 
19. 竖直角的计算，竖盘指标差的计算 
20. 经纬仪的主要轴线及应满足的条件 
21. 距离丈量的工具 
22. 直线定线概念 
23. 直线定线的方法 
24. 钢尺的检定 
25. 尺长改正，温度改正，倾斜改正 
26. 直线定向 
27. 标准方向 
28. 直线方向的表示法 
29. 正反坐标方位角及推算 

三、 控制测量 
1. 控制网种类 
2. 导线测量概念 
3. 导线的布设形式 
4. 导线测量的内页计算 
5. 闭合导线坐标的计算 
6. 三、四等水准测量 
7. 施工平面控制网形式 
8. 建筑基线的布设要求 
9. 建筑方格网适用于 

四、 民用建筑施工测量 
1. 施工测量前的准备工作 
2. 建筑物的定位方法种类 
3. 龙门板，龙门桩的设置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考试大纲 



本课程考试为开卷考试：考生除携带必要的笔和加速器外，可携带 2016 年
《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上册、下册）和 2017 年《山东省建筑工程价目
表》、《山东省建筑工程价目表》、《山东省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价格表》共 5本
书。 

1.建设项目的概念。 
2.建设项目的分类。 
3.工程项目计价程序。 
4.工程造价的含义。 
5.建设项目的分解。 
6.工程计价的特点。 
7．建筑工程费的计费程序。 
8．单层、多层建筑物和坡屋顶（阁楼）建筑面积的计算。 
9．建筑物内局部楼层、阳台、雨篷、大厅、地下室、车棚等建筑面积的计

算。 
10．基数：L 中、L 外、L 内、L 净、S 底、S 房的计算。 
11．沟槽、地坑、土石方的划分界限。 
12．土方开挖的放坡深度的计算。 
13．机械挖土：沟槽、地坑、土石方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14．平整场地、竣工清理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15．基地钎探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16．槽坑边、房心回填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17．取土内运和余土外运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18．各种基础（条形基础、独立基础、筏板基础）垫层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

应用。 
19．房心垫层定额工程量计算及应用。 
20．砌筑类墙体工程量的计算及定额应用。 
21．砌筑类基础（砖、石）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22．识读基础、柱、梁、板等构件结构施工图 
23．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板基础混凝土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24．混凝土柱、墙工程量定额工程量计算及应用。 
25．混凝土圈梁、过梁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26．混凝土梁、板工程量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27．木门窗、金属门窗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28．瓦屋面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29．屋面及防水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30．保温、隔热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31．防腐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32．楼地面装饰工程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33．墙、柱面装饰工程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34．天棚工程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35．脚手架工程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36．模板工程定额工程量的计算及应用。 

手工绘图考核大纲: 



    能够利用绘图工具绘制施工平面图。施工平面图绘制包括能够准

确选择图幅、绘制图框，能够准确选择合适标题栏，所绘制的平面图

内容准确完整，轴线、线型及各种符号绘制准确，并能对平面图进行

准确标注；另外还要求做到布图均衡，图面整洁。 

手工绘图题目： 

按照《房屋建筑制图标准》抄绘建筑平面图一份，总分 130 分，

时间 3小时，制图工具自备；图幅为 A3图纸，比例 1：100，评分标

准如下： 

手工绘图评分标准 

项目 
分值 

(130 分） 
子项目 分值 扣分 

尺寸正确 4  

形状矩形 2  图幅 8 

边线平直 2  

边距正确 4  

线型（线宽）正确 4  

光滑均匀 8  

无出头线 1  

图框 18 

无断头线 1  

格式正确 1  

尺寸正确 1  

形状矩形 1  

线型（线宽）正确 4  

文字规整 4  

标题栏 12 

项目齐全 1  

表达正确完整 8  

表达简洁 4  

轴线 4  

平面图 48 

线型（线宽）正确 8  



光滑均匀 8  

各种符号准确 8  

按比例尺绘制（尺寸准确） 8  

尺寸界线 2  

尺寸线 2  

尺寸起止符号 2  

线型（线宽）正确 8  

数字标注（字体、字号）正确 8  

文字说明（字体、字号） 8  

标位清晰 1  

重标 1  

漏标 1  

标注 34 

尺寸链封闭 1  

布图均衡 3  
图面 6 

图面整洁 3  

总体印象 4  4  

得分   总扣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