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单单单项项项选选选择择择题题题

1.钢钢钢结结结构构构常常常用用用的的的焊焊焊接接接方方方法法法中中中，，，属属属于于于半半半自自自动动动焊焊焊接接接方方方法法法的的的是是是( )。。。

  A.埋弧焊

  B.重力焊

  C.非熔化嘴电渣焊

  D.熔化嘴电渣焊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钢结构构件的连接。选项A、C、D属于全自动焊。

2.（（（ ）））是是是影影影响响响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和和和易易易性性性的的的最最最主主主要要要因因因素素素。。。

  A.砂率

  B.单位体积用水量

  C.组成材料的性质

  D.养护温度和时间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混凝土的技术性能。单位体积用水量决定水泥浆的数量和稠度，它是影响混凝土和易性的最主要因
素。

3.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的的的抗抗抗渗渗渗等等等级级级可可可分分分为为为（（（ ）））个个个等等等级级级。。。

  A.三

  B.四

  C.五

  D.六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混凝土的技术性能。混凝土抗渗性用抗渗等级表示，分P4、P6、P8、P10、P12，＞P12共六个等级。

4.建建建筑筑筑物物物通通通常常常按按按其其其使使使用用用性性性质质质分分分为为为民民民用用用建建建筑筑筑、、、工工工业业业建建建筑筑筑和和和（（（ ）））建建建筑筑筑。。。

  A.农业建筑

  B.居住建筑

  C.超高层建筑

  D.公共建筑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民用建筑分类。建筑物通常按其使用性质分为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和农业建筑。

5.跨跨跨度度度大大大于于于8米米米的的的钢钢钢筋筋筋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梁梁梁，，，当当当设设设计计计无无无要要要求求求时时时，，，其其其底底底模模模及及及支支支架架架拆拆拆除除除时时时的的的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强强强度度度应应应大大大于于于或或或等等等于于于设设设计计计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立立立方方方体体体
抗抗抗压压压强强强度度度标标标准准准值值值的的的（（（ ）））。。。

  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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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5%

  C.85%

  D.100%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模板工程安装要点。当梁跨度大于8米时，大于等于100%。

6.木木木材材材在在在使使使用用用前前前进进进行行行烘烘烘干干干的的的主主主要要要目目目的的的是是是（（（ ）））。。。

  A.使其含水率与环境温度基本平衡

  B.减轻重量

  C.防虫防蛀

  D.就弯取直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木材的含水率与湿胀干缩变形。木材在加工或使用前应预先进行干燥，使其含水率达到或接近与环境

湿度相适应的平衡含水率。

7.对对对于于于梁梁梁的的的正正正截截截面面面破破破坏坏坏影影影响响响最最最大大大的的的因因因素素素是是是（（（ ）））。。。

  A.截面形式

  B.配筋率

  C.混凝土强度等级

  D.梁的长度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钢筋混凝土梁的受力特点及配筋要求。梁的正截面破坏形式与配筋率、混凝土强度等级、截面形式等
有关，影响最大的是配筋率。

8.下下下列列列荷荷荷载载载中中中，，，属属属于于于偶偶偶然然然荷荷荷载载载的的的是是是（（（ ）））。。。

  A.固定隔墙的自重

  B.爆炸力

  C.雪荷载

  D.风荷载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荷载的分类。偶然荷载：在结构使用年限内不一定出现，而一旦出现其量值很大，且持续时间很短的
荷载，例如撞击、爆炸、地震作用、龙卷风、火灾、极严重的侵蚀、洪水作用。

9.下下下列列列不不不属属属于于于钢钢钢筋筋筋力力力学学学性性性能能能的的的是是是（（（ ）））。。。

  A.拉伸性能

  B.冲击性能

  C.疲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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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塑性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建筑钢材的力学性能。钢材的力学性能：拉伸性能、冲击性能、疲劳性能。

10.国国国家家家标标标准准准规规规定定定，，，水水水泥泥泥的的的强强强度度度等等等级级级是是是以以以水水水泥泥泥胶胶胶砂砂砂试试试件件件3d和和和28d的的的（（（ ）））强强强度度度来来来评评评定定定的的的。。。

  A.抗压

  B.抗压、抗折

  C.抗拉、抗压

  D.抗压、抗弯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水泥。国家标准规定，水泥的强度等级是以水泥胶砂试件3d和28d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来评定的。

11.竣竣竣工工工预预预验验验收收收合合合格格格后后后，，，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向向向（（（ ）））提提提交交交竣竣竣工工工验验验收收收报报报告告告。。。

  A.监理单位

  B.设计单位

  C.建设单位

  D.工程质量监督站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单位工程预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12.关关关于于于建建建筑筑筑安安安装装装工工工程程程费费费用用用项项项目目目按按按照照照费费费用用用构构构成成成要要要素素素划划划分分分，，，不不不属属属于于于其其其组组组成成成部部部分分分的的的是是是（（（ ）））。。。

  A.人工费

  B.材料费

  C.施工机具使用费

  D.措施项目费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工程造价的构成与计算。关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按照费用构成要素划分，其组成部分有人工费、

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及附加费。

13.下下下列列列属属属于于于无无无节节节奏奏奏流流流水水水施施施工工工特特特点点点的的的是是是（（（ ）））。。。

  A.流水节拍不全相等

  B.流水节拍不等于流水步距

  C.流水步距与流水节拍相等

  D.流水节拍不相等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无节奏流水施工的特点，同一施工过程的流水节拍不全相等，流水节拍不恒等于流水步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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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一一般般般路路路段段段的的的围围围挡挡挡高高高度度度不不不得得得低低低于于于（（（ ））），，，市市市区区区主主主要要要路路路段段段的的的围围围挡挡挡高高高度度度不不不得得得低低低于于于（（（ ）））。。。

  A.1.5m；2.5m

  B.1.8m；2.5m

  C.1.5m；2.0m

  D.1.8m；2.0m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现场文明施工要求。一般路段的围挡高度不得低于1.8m，市区主要路段的围挡高度不得低于2.5m。

15.关关关于于于物物物料料料提提提升升升机机机缆缆缆风风风绳绳绳的的的设设设置置置，，，下下下列列列说说说法法法正正正确确确的的的是是是（（（ ）））。。。

  A.高度在15m以下，可设置2根

  B.高度在20m以下，可设置3根

  C.高度在20～30m，不少于2组

  D.高度在30m以上，不少于3组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垂直运输机械安全管理。为保证物料提升机整体稳定采用缆风绳时，高度在20m以下可设1组（不少
于4根），高度在20～30m之间，不少于2组，超过30m时不应采用缆风绳铺固方法，应采用连墙杆等刚性措施。

16.现现现场场场《《《临临临时时时用用用电电电施施施工工工组组组织织织设设设计计计》》》编编编制制制人人人员员员是是是（（（ ）））。。。

  A.项目经理

  B.技术负责人

  C.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D.安全员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临时用电、用水管理。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应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组织编制，经相关部门审核及具有法

人资格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17.下下下列列列不不不属属属于于于施施施工工工现现现场场场临临临时时时用用用水水水管管管理理理具具具体体体内内内容容容的的的是是是（（（ ）））。。。

  A.建立相关的管理文件

  B.编制临时用水方案

  C.消防用水通常利用建设单位的临时消防设施

  D.配备足够的水龙带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临时用电、用水管理。选项C，消防用水一般利用城市或建设单位的永久消防设施。

18.根根根据据据《《《房房房屋屋屋建建建筑筑筑工工工程程程质质质量量量保保保修修修办办办法法法》》》，，，在在在正正正常常常使使使用用用条条条件件件下下下，，，保保保修修修期期期限限限最最最短短短的的的是是是（（（ ）））。。。

  A.墙体保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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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屋面防水工程

  C.主体结构工程

  D.装修工程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工程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房屋建筑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1）地基基础工
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
渗漏为5年；（3）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为2年；（5）装修工程为
2年。

19.砌砌砌体体体施施施工工工质质质量量量控控控制制制等等等级级级分分分为为为（（（ ）））个个个等等等级级级。。。

  A.一

  B.二

  C.三

  D.四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关规定。砌体施工质量控制等级分为A、B、C三级，配筋砌体不得为
C级。

20.实实实行行行总总总承承承包包包的的的建建建设设设工工工程程程，，，专专专业业业分分分包包包发发发生生生事事事故故故后后后应应应由由由（（（ ）））单单单位位位负负负责责责上上上报报报事事事故故故。。。

  A.建设

  B.监理

  C.专业分包

  D.总承包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工程建设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报告和调查处理程序。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由总承包单位负
责上报事故。

二二二、、、多多多项项项选选选择择择题题题

1.关关关于于于钢钢钢筋筋筋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结结结构构构中中中模模模板板板、、、支支支架架架的的的说说说法法法，，，正正正确确确的的的有有有（（（ ）））。。。

  A.钢管、门架的支架立杆可混用

  B.模板接缝不应漏浆

  C.模板脱模剂不得污染钢筋

  D.梁柱节点的钢筋宜在模板安装后绑扎

  E.后浇带的模板、支架应单独设置

正确答案：BC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模板工程安装要点。选项A，模板安装应按设计与施工说明书顺序拼装。钢管、门架等支架立柱不得
混用。选项D，模板安装应与钢筋安装配合进行，梁柱节点的模板宜在钢筋安装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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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下下列列列费费费用用用中中中，，，属属属于于于不不不可可可竞竞竞争争争费费费的的的有有有（（（ ）））。。。

  A.安全文明施工费

  B.竣工资料编制费

  C.规费

  D.税金

  E.管理费

正确答案：A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工程造价的构成与计算。选项ACD是由国家或者省级主管部门直接规定的，不能随意调整或者参与
竞争。

3.施施施工工工进进进度度度计计计划划划的的的调调调整整整包包包括括括（（（ ）））。。。

  A.关键工作的调整

  B.改变某些工作间的逻辑关系

  C.剩余工作重新编制进度计划

  D.资源调整

  E.工程量变更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施工进度计划的调整的内容。

4.关关关于于于手手手提提提式式式灭灭灭火火火器器器放放放置置置的的的说说说法法法，，，正正正确确确的的的有有有（（（ ）））。。。

  A.放在托架上

  B.放置地点有温度限制

  C.使用挂钩悬挂

  D.可放在潮湿地面上

  E.可放置在室内干燥的地面上

正确答案：ABC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施工现场消防管理。手提式灭火器设置在挂钩、托架上或消防箱内。对于环境干燥、条件较好的场

所，手提式灭火器可直接放在地面上。灭火器不得放置于环境温度超出其使用温度范围的地点。

5.装装装饰饰饰吊吊吊顶顶顶具具具有有有的的的作作作用用用有有有（（（ ）））。。。

  A.防火

  B.装饰

  C.隐蔽

  D.吸声

  E.隔热

正确答案：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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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吊顶工程施工技术。吊顶具有保温、隔热、隔声、吸声和装饰的作用，也是电气、暖卫、通风空调、

通信和防火、报警管线设备等工程的隐蔽层。

6.铺铺铺贴贴贴卷卷卷材材材时时时，，，应应应采采采用用用满满满粘粘粘法法法的的的部部部位位位有有有（（（ ）））。。。

  A.屋面立面

  B.屋面大坡面

  C.屋面檐口800mm范围内

  D.屋面檐口500mm范围内

  E.有重物覆盖的屋面

正确答案：AB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卷材防水层屋面施工。卷材防水屋面檐口 800mm范围内的卷材应满粘，卷材收头应采用金属压条钉
压，并应用密封材料封严。檐口下端应做鹰嘴和滴水槽。立面或大坡面铺贴卷材时，应采用满粘法，并宜减少卷材短边搭接。

7.中中中空空空玻玻玻璃璃璃的的的特特特性性性有有有（（（ ）））。。。

  A.防结露

  B.光学性能良好

  C.保温隔热

  D.机械强度高

  E.碎后不易伤人

正确答案：AB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节能装饰型玻璃。中空玻璃的特性有光学性能良好、防结露、保温隔热、降低能耗、良好的隔声性能
等。

8.下下下列列列行行行为为为中中中，，，属属属于于于转转转包包包行行行为为为的的的有有有（（（ ）））。。。

  A.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B.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

  C.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未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或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
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不履行管理义务，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

  D.施工合同中没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其他单位施工的

  E.劳务分包单位承包的范围是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劳务分包单位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施工总承包
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的

正确答案：AC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严禁转包、违法分包的有关规定。选项B属于劳务分包，选项D属于违法分包。

9.针针针对对对居居居住住住建建建筑筑筑的的的墙墙墙体体体保保保温温温隔隔隔热热热材材材料料料，，，应应应进进进行行行复复复验验验的的的性性性能能能指指指标标标有有有（（（ ）））。。。

  A.导热系数

  B.厚度

  C.压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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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密度

  E.抗折强度

正确答案：A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节能建筑评价有关要求。

。

10.钢钢钢筋筋筋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预预预制制制桩桩桩打打打（（（沉沉沉）））桩桩桩施施施工工工方方方法法法通通通常常常有有有（（（ ）））。。。

  A.锤击沉桩法

  B.钻孔灌注桩法

  C.泥浆护壁法

  D.静力压桩法

  E.振动法

正确答案：AD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混凝土预制桩、灌注桩的技术。钢筋混凝土预制桩打（沉）桩施工方法通常有：锤击沉桩法、静力压
桩法及振动法。

三三三、、、阅阅阅读读读理理理解解解

1.某某某新新新建建建商商商用用用群群群体体体建建建设设设项项项目目目，，，地地地下下下二二二层层层，，，地地地上上上八八八层层层，，，现现现浇浇浇钢钢钢筋筋筋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框框框架架架结结结构构构，，，桩桩桩筏筏筏基基基础础础，，，建建建筑筑筑面面面积积积88000m
2
。。。

施施施工工工过过过程程程中中中发发发生生生了了了如如如下下下事事事件件件：：：
事事事件件件一一一：：：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中中中标标标后后后组组组建建建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进进进场场场施施施工工工，，，项项项目目目技技技术术术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组组组织织织编编编制制制单单单位位位工工工程程程施施施工工工组组组织织织设设设计计计时时时，，，根根根据据据项项项目目目的的的总总总体体体
部部部署署署，，，绘绘绘制制制了了了施施施工工工总总总平平平面面面布布布置置置图图图（（（如如如图图图））），，，经经经项项项目目目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审审审核核核批批批准准准后后后进进进行行行施施施工工工。。。其其其中中中，，，施施施工工工现现现场场场入入入口口口设设设置置置企企企业业业标标标志志志，，，

明明明显显显处处处设设设置置置五五五牌牌牌一一一图图图；；；塔塔塔吊吊吊设设设置置置如如如图图图所所所示示示，，，起起起重重重半半半径径径为为为16m；；；施施施工工工场场场地地地内内内设设设置置置5m 宽宽宽环环环形形形载载载重重重双双双车车车道道道，，，主主主干干干道道道（（（兼兼兼消消消防防防
车车车道道道））），，，并并并进进进行行行硬硬硬化化化，，，载载载重重重车车车辆辆辆转转转弯弯弯半半半径径径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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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事件件件二二二：：：项项项目目目现现现场场场搭搭搭设设设了了了临临临时时时办办办公公公室室室，，，各各各类类类加加加工工工车车车间间间、、、库库库房房房、、、食食食堂堂堂和和和宿宿宿舍舍舍等等等临临临时时时设设设施施施；；；并并并根根根据据据场场场地地地实实实际际际情情情况况况，，，在在在现现现场场场

临临临时时时设设设施施施区区区域域域内内内设设设置置置了了了环环环形形形消消消防防防通通通道道道、、、消消消火火火栓栓栓、、、消消消防防防供供供水水水池池池等等等消消消防防防设设设施施施。。。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在在在每每每月月月例例例行行行的的的安安安全全全生生生产产产与与与文文文明明明施施施工工工

巡巡巡查查查中中中，，，对对对照照照《《《建建建筑筑筑施施施工工工安安安全全全检检检查查查标标标准准准》》》（（（JGJ59-2011）））中中中“文文文明明明施施施工工工检检检查查查评评评分分分表表表”的的的保保保证证证项项项目目目逐逐逐一一一进进进行行行检检检查查查。。。经经经统统统计计计，，，
现现现场场场生生生产产产区区区临临临时时时设设设施施施总总总面面面积积积超超超过过过了了了1200m

2
，，，检检检查查查组组组认认认为为为临临临时时时设设设施施施区区区域域域内内内消消消防防防设设设施施施配配配置置置不不不齐齐齐全全全，，，要要要求求求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整整整改改改。。。

事事事件件件三三三：：：针针针对对对地地地下下下室室室200mm厚厚厚的的的无无无梁梁梁楼楼楼盖盖盖，，，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编编编制制制了了了模模模板板板及及及其其其支支支撑撑撑架架架专专专项项项施施施工工工方方方案案案。。。方方方案案案中中中采采采用用用扣扣扣件件件式式式钢钢钢管管管支支支撑撑撑
架架架体体体系系系，，，支支支撑撑撑架架架立立立杆杆杆纵纵纵横横横向向向间间间距距距均均均为为为1600mm，，，扫扫扫地地地杆杆杆距距距地地地面面面约约约1500mm，，，每每每步步步设设设置置置纵纵纵横横横向向向水水水平平平杆杆杆，，，步步步距距距为为为1500mm，，，立立立
杆杆杆伸伸伸出出出顶顶顶层层层水水水平平平杆杆杆的的的长长长度度度控控控制制制在在在150～～～300mm。。。顶顶顶托托托螺螺螺杆杆杆插插插入入入立立立杆杆杆的的的长长长度度度不不不小小小于于于150mm、、、伸伸伸出出出立立立杆杆杆的的的长长长度度度控控控制制制在在在500mm
以以以内内内。。。
事事事件件件四四四：：：在在在装装装饰饰饰装装装修修修阶阶阶段段段，，，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使使使用用用钢钢钢管管管和和和扣扣扣件件件临临临时时时搭搭搭设设设了了了一一一个个个移移移动动动式式式操操操作作作平平平台台台用用用于于于顶顶顶棚棚棚装装装饰饰饰装装装修修修作作作业业业。。。该该该操操操作作作平平平

台台台的的的台台台面面面面面面积积积8.64m
2
，，，台台台面面面距距距楼楼楼地地地面面面高高高4.6m。。。

<1>.施工总平面图的设计内容有哪些？指出施工平面布置图绘制中不妥之处。

正确答案：
（1）施工总平面图的设计内容：
1）项目施工用地范围内的地形状况；
2）全部拟建建（构）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位置；
3）项目施工用地范围内的加工设施、运输设施、存储设施、供电设施、供水供热设施、排水排污设施、临时施工道路和办公
用房生活用房；
4）施工现场必备的安全、消防、保卫和环保设施；
5）相邻的地上、地下既有建（构）筑物及相关环境。
（2）不妥之处：
1）施工现场入口处未设门卫岗亭；
2）施工现场设置1个大门，应2个以上大门
3）塔吊起重半径为不能满足施工要求；
4）载重车辆转弯半径12m，小于15m；
5）宿舍放在材料堆场旁边，生活区与生产区未分开设置；

<2>.针对本项目生产区临时设施总面积情况，在生产区临时设施区域内还应增设哪些器材或设施？

正确答案：还应当增设消防专用的消防桶、消防锹、消防钩、盛水桶（池）、消防砂箱等器材设施。 

<3>.指出本项目模板及其支撑架专项施工方案中的不妥之处，并分别写出正确做法。

正确答案：（1）不妥之处：支撑架立杆纵横向间距均为1600mm。
正确做法：立杆的步距不应大于1.8m；顶层立杆步距应适当减小，且不应大于1.5m。立杆纵横向间距不应大于1500mm。
（2）不妥之处：扫地杆距地面约1500mm。
正确做法：纵横向扫地杆距地高度应小于350mm。
（3）不妥之处：顶托螺杆伸出立杆的长度控制在500mm以内。
正确做法：可调托撑螺杆伸出长度不宜超过300mm。

<4>.现场搭设的移动式操作平台的台面面积、台面高度是否符合规定？现场移动式操作平台作业安全控制要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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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符合规定。安全控制要点：

（1）移动式操作平台台面不得超过10m
2
，高度不得超过5m。

（2）平台台面脚手板要铺满钉牢，台面四周设置防护栏杆。平台移动时，作业人员必须下到地面，不允许带人移动平台；操
作平台上要严格控制荷载，应在平台上标明操作人员和物料的总重量，使用过程中不允许超过设计的容许荷载。

2.某某某房房房屋屋屋建建建筑筑筑工工工程程程，，，建建建筑筑筑面面面积积积6800m
2
，，，钢钢钢筋筋筋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框框框架架架结结结构构构，，，外外外墙墙墙外外外保保保温温温节节节能能能体体体系系系。。。根根根据据据《《《建建建设设设工工工程程程施施施工工工合合合同同同（（（示示示范范范文文文

本本本）））》》》（（（GF-2017-0201）））和和和《《《建建建设设设工工工程程程监监监理理理合合合同同同（（（示示示范范范文文文本本本）））》》》（（（GF-2012-0202））），，，建建建设设设单单单位位位分分分别别别与与与中中中标标标的的的建建建设设设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
位位位和和和监监监理理理单单单位位位签签签订订订了了了施施施工工工合合合同同同和和和监监监理理理合合合同同同。。。

建建建设设设开开开工工工前前前，，，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的的的项项项目目目技技技术术术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主主主持持持编编编制制制了了了单单单位位位工工工程程程施施施工工工组组组织织织设设设计计计，，，经经经项项项目目目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审审审核核核，，，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审审审
批批批后后后，，，报报报项项项目目目监监监理理理机机机构构构审审审查查查。。。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认认认为为为该该该施施施工工工组组组织织织设设设计计计的的的编编编制制制，，，审审审核核核（（（批批批）））手手手续续续不不不妥妥妥，，，要要要求求求改改改正正正。。。

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在在在提提提交交交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结结结构构构子子子分分分部部部验验验收收收申申申请请请后后后，，，在在在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的的的见见见证证证下下下，，，项项项目目目经经经理理理组组组织织织了了了结结结构构构实实实体体体检检检验验验。。。

合合合同同同约约约定定定室室室内内内装装装饰饰饰装装装修修修工工工期期期为为为14周周周。。。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对对对室室室内内内装装装饰饰饰装装装修修修工工工程程程施施施工工工划划划分分分了了了施施施工工工过过过程程程和和和施施施工工工段段段，，，每每每个个个施施施工工工过过过
程程程组组组建建建了了了一一一个个个专专专业业业队队队，，，并并并提提提交交交了了了室室室内内内装装装饰饰饰装装装修修修工工工程程程进进进度度度计计计划划划网网网络络络图图图（（（如如如下下下图图图所所所示示示））），，，经经经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确确确认认认后后后按按按此此此组组组织织织施施施

工工工。。。

在在在室室室内内内装装装饰饰饰装装装修修修工工工程程程施施施工工工过过过程程程中中中，，，因因因设设设计计计变变变更更更导导导致致致地地地面面面1工工工作作作的的的实实实际际际持持持续续续时时时间间间变变变为为为36天天天。。。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以以以设设设计计计变变变更更更影影影响响响施施施工工工
进进进度度度为为为由由由提提提出出出22天天天的的的工工工期期期索索索赔赔赔。。。

<1>.分别指出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审批程序的不妥之处，并写出正确做法。

正确答案：不妥之一：施工单位的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编制了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正确做法：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由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制。
不妥之二：经项目负责人审核，施工单位负责人审批后，报项目监理机构审查
正确做法：应由施工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或其授权的技术人员审批。

答案解析：（1）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与审批：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由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制，项目经理部全体管理人
员参加，施工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或其授权的技术人员审批。（2）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经施工单位技
术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审批后，应在工程开工前由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对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及主要分包单位逐级进行交
底并做好交底记录。

<2>.分别指出结构实体检验的不妥之处，写出正确做法。结构实体检验包括哪些内容？

正确答案：不妥之一：施工单位在提交混凝土结构子分部验收申请后，组织了结构实体检验。

正确做法：应在提交混凝土结构子分部验收申请前，组织结构实体检验。

不妥之二：项目经理组织了结构实体检验
正确做法：应由施工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实施

结构实体检验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以及合同约定的项目；必要时可检验其他项目。

答案解析：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有关分项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有完整的质量控制资料；观

感质量符合要求；结构实体检验结果满足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混凝土结构实体检验：对涉及混凝土结构安全
的有代表性的部位应进行结构实体检验，结构实体检验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以及合同约
定的项目；必要时可检验其他项目。结构实体检验应在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见证下,由施工项目技术
负责人组织实施。承担结构实体检验的试验室应具有相应的资质。

<3>.如果对室内装修工程组织流水施工，判断流水施工类型，写出流水步距，并列式计算流水工期是多少天。

正确答案：流水施工类型是无节奏流水施工类型，流水步距分别是3周、4周。
T＝∑K＋∑tn＋∑G＝3＋4＋2＋3＋2＋0＝14（周）＝98（天），流水工期是98天。

<4>.施工单位提出的工期索赔是否成立?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不成立。理由：地面1工作的实际持续时间为36天，比原计划拖延22天。因为该工作总时差是21天，所以拖延总工
期1天；又因为是建设单位设计变更原因造成的，所以仅可以索赔工期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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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某某某学学学校校校活活活动动动中中中心心心工工工程程程，，，地地地上上上六六六层层层，，，现现现浇浇浇钢钢钢筋筋筋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框框框架架架结结结构构构；；；地地地下下下二二二层层层，，，筏筏筏板板板基基基础础础C35P8。。。筏筏筏板板板厚厚厚度度度为为为1000mm。。。填填填充充充
墙墙墙采采采用用用加加加气气气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砌砌砌块块块；；；断断断桥桥桥铝铝铝合合合金金金窗窗窗，，，室室室内内内采采采用用用自自自然然然通通通风风风。。。

施施施工工工开开开始始始前前前，，，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使使使用用用水水水准准准仪仪仪、、、经经经纬纬纬仪仪仪等等等常常常用用用测测测量量量仪仪仪器器器在在在施施施工工工现现现场场场布布布设设设了了了施施施工工工控控控制制制网网网。。。其其其中中中使使使用用用极极极坐坐坐标标标法法法布布布设设设了了了施施施

工工工平平平面面面控控控制制制网网网。。。
“筏筏筏板板板基基基础础础施施施工工工方方方案案案”中中中确确确定定定：：：（（（1）））筏筏筏板板板基基基础础础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养养养护护护采采采用用用保保保湿湿湿法法法养养养护护护；；；（（（2）））筏筏筏板板板基基基础础础后后后浇浇浇带带带模模模板板板独独独立立立支支支设设设；；；（（（3）））
因因因设设设计计计无无无要要要求求求，，，基基基础础础底底底板板板后后后浇浇浇带带带10d后后后封封封闭闭闭；；；（（（4）））后后后浇浇浇带带带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采采采用用用C35P8，，，保保保湿湿湿养养养护护护14天天天。。。
主主主体体体结结结构构构施施施工工工过过过程程程中中中，，，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组组组织织织对对对进进进场场场的的的HRB400E钢钢钢筋筋筋进进进行行行复复复验验验，，，复复复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是是是实实实测测测抗抗抗拉拉拉强强强度度度和和和实实实测测测屈屈屈服服服强强强度度度分分分别别别
为为为554.4N/mm

2
；；；440N/mm

2
。。。

建建建筑筑筑围围围护护护结结结构构构施施施工工工完完完成成成后后后，，，在在在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见见见证证证下下下，，，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组组组织织织工工工人人人抽抽抽样样样选选选取取取3处处处外外外墙墙墙（（（取取取样样样数数数量量量符符符合合合规规规定定定）））并并并对对对外外外墙墙墙节节节
能能能构构构造造造进进进行行行了了了现现现场场场实实实体体体取取取芯芯芯检检检验验验，，，检检检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不不不符符符合合合设设设计计计要要要求求求。。。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整整整改改改后后后要要要求求求重重重新新新检检检测测测，，，经经经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同同同意意意并并并在在在监监监

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见见见证证证下下下，，，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再再再次次次组组组织织织工工工人人人抽抽抽样样样选选选取取取3处处处外外外墙墙墙并并并对对对外外外墙墙墙节节节能能能构构构造造造再再再次次次进进进行行行了了了现现现场场场实实实体体体取取取芯芯芯检检检验验验，，，检检检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符符符
合合合设设设计计计要要要求求求。。。

<1>.除水准仪、经纬仪外施工现场常用测量仪器或工具还有哪些（列出三种）？除极坐标法外施工平面控制网测量方法还有哪
些？

正确答案：（1）常用测量仪器和工具还有钢尺、激光铅直仪、全站仪。
（2）平面控制网的主要测量方法还有直角坐标法、角度交会法、距离交会法等。

<2>.分别指出筏板基础施工方案的不妥之处，并写出正确做法。

正确答案：不妥之一：筏板基础混凝土养护采用保湿法养护；

正确做法：大体积混凝土应进行保温保湿养护。

不妥之二：筏板基础后浇带模板独立支设；
正确做法：筏板基础后浇带模板及支撑应独立支设。
不妥之三：因设计无要求，基础底板后浇带10d后封闭；
正确做法：若设计无要求，则至少保留14d并经设计确认。
不妥之四：后浇带混凝土采用C35P8，保湿养护14天。
正确做法：后浇带混凝土采用C40P8，保湿养护至少28天。

<3>.分别列式计算HRB400E钢筋的强屈比和超屈比，并判断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正确答案：强屈比＝实测抗拉强度/实测屈服强度＝554.4/440＝1.26＞1.25，符合规范要求；
超屈比＝实测屈服强度/屈服强度特征值＝440/400＝1.1＜1.30，符合规范要求。

<4>.分别指出项目部组织外墙实体检验的不妥之处，并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不妥之一：项目部再次组织工人抽样选取3处外墙；
理由：应扩大一倍，选取6处外墙。
不妥之二：项目部再次组织工人对外墙节能构造再次进行了现场实体取芯检验；
理由：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实施第二次外墙节能构造实体检测。

答案解析：建筑围护结构施工完成后，应对围护结构的外墙、外窗进行现场实体检验；外墙节能构造的现场实体检测可在监理

人员见证下由施工单位实施；也可在监理人员见证下，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实施；外窗气密性的现场实体检验，应在监理人
员见证下，委托有资质的见证检测单位实施；当外墙节能构造或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验出现不符合设计要求和标准规定的情
况时，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扩大一倍数量抽样，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或参数再次检验。仍然不符合要求时应给出“不符合
设计要求”的结论。

4.某某某住住住宅宅宅楼楼楼工工工程程程，，，地地地下下下2层层层，，，地地地上上上20层层层，，，建建建筑筑筑面面面积积积2.5万万万平平平方方方米米米，，，基基基坑坑坑开开开挖挖挖深深深度度度7.6m地地地上上上2层层层以以以上上上为为为装装装配配配式式式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结结结构构构，，，某某某
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中中中标标标后后后组组组建建建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组组组织织织施施施工工工。。。

基基基坑坑坑施施施工工工前前前，，，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编编编制制制了了了《《《XX工工工程程程基基基坑坑坑支支支护护护专专专项项项方方方案案案》》》，，，并并并组组组织织织召召召开开开了了了专专专家家家论论论证证证会会会，，，参参参建建建各各各方方方项项项目目目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及及及施施施工工工
单单单位位位项项项目目目技技技术术术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生生生产产产经经经理理理、、、部部部分分分工工工长长长参参参加加加了了了会会会议议议，，，会会会议议议期期期间间间，，，总总总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发发发现现现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没没没有有有按按按规规规定定定要要要求求求的的的人人人

员员员参参参会会会，，，要要要求求求暂暂暂停停停专专专家家家论论论证证证会会会。。。
预预预制制制墙墙墙板板板吊吊吊装装装前前前，，，工工工长长长对对对施施施工工工班班班组组组进进进行行行了了了预预预制制制墙墙墙板板板吊吊吊装装装工工工艺艺艺流流流程程程交交交底底底，，，内内内容容容包包包括括括从从从基基基层层层处处处理理理、、、测测测量量量到到到摘摘摘钩钩钩、、、堵堵堵缝缝缝、、、灌灌灌

浆浆浆全全全过过过程程程，，，最最最初初初吊吊吊装装装的的的两两两块块块预预预制制制墙墙墙板板板间间间留留留有有有"一一一”形形形后后后浇浇浇节节节点点点，，，该该该后后后浇浇浇节节节点点点和和和叠叠叠合合合楼楼楼层层层板板板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一一一起起起浇浇浇筑筑筑。。。
同同同公公公司司司相相相关关关部部部门门门对对对该该该项项项目目目日日日常常常管管管理理理检检检查查查时时时发发发现现现:进进进入入入楼楼楼层层层的的的临临临时时时消消消防防防竖竖竖管管管直直直径径径75mm,隔隔隔层层层设设设置置置一一一个个个出出出水水水口口口，，，平平平时时时作作作为为为施施施
工工工用用用取取取水水水点点点；；；二二二级级级动动动火火火作作作业业业申申申请请请表表表由由由工工工长长长填填填写写写，，，生生生产产产经经经理理理审审审查查查批批批准准准:现现现场场场污污污水水水排排排放放放手手手续续续不不不齐齐齐，，，不不不符符符合合合相相相关关关规规规定定定；；；上上上述述述一一一
些些些问问问题题题要要要求求求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整整整改改改。。。
根根根据据据合合合同同同要要要求求求，，，工工工程程程城城城建建建档档档案案案归归归档档档资资资料料料由由由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负负负责责责整整整理理理后后后提提提交交交建建建设设设单单单位位位，，，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在在在整整整理理理归归归档档档文文文件件件时时时，，，使使使用用用了了了部部部分分分复复复

印印印件件件，，，并并并对对对重重重要要要的的的变变变更更更部部部位位位用用用红红红色色色墨墨墨水水水修修修改改改，，，同同同时时时对对对纸纸纸质质质档档档案案案中中中没没没有有有记记记录录录的的的内内内容容容在在在提提提交交交的的的电电电子子子文文文件件件中中中给给给予予予补补补充充充，，，在在在档档档
案案案预预预验验验收收收时时时，，，验验验收收收单单单位位位提提提出出出了了了整整整改改改意意意见见见。。。

<1>.施工单位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包含哪些方面的主要内容？

https://www.jisupdfeditor.com?watermark


正确答案：施工单位专项施工方案的主要内容应包含：( 1 ) 工程概况，编制依据， 施工计划，施工工艺技术，，施工管理及
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验收要求，应急处置措施，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2>.预制墙板吊装工艺流程还有哪些主要工序?后浇节点还有哪些形式？

正确答案：（1）预制墙板吊装工艺流程主要工序还有:预制墙体起吊、下层竖向钢筋对孔、预制墙体就位、安装临时支撑、预
制墙体校正、临时支撑固定。

（2）后浇节点形式还有:“L”形、“T”形等。

<3>.项目日常管理行为有哪些不妥之处?并说明正确做法。如何办理现场污水排放相关手续？

正确答案：（1）不妥之处一：隔层设置一个出水口；正确做法:高度超过24m的建筑工程，安装临时消防竖管，每层必须设消
火栓口，并配备足的水龙带。
不妥之处二：平时作为施工用取水点；正确做法:施工用取水点应单独设置，严禁消防竖管作为施工用水管线。
不妥之处三：二级动火作业申请表由工长填写，生产经理审查批准；正确做法：二级动火作业由项目责任工程师组织拟定防火
安全技术措施，填写动火申请表报项目安全管理部门和项目负责人审查批准后，方可动火。

（2）施工现场污水排放要与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政管理部门签署水排放许可协议、申领《临时排水许可证》。

<4>.指出项目部在整理归档文件时的不妥之处，并说明正确做法。

正确答案：不妥之处一：项目部在理归档文件时，使用了部分复印件。

正确做法：归档的工程文件应为原件，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与工程实际相符合。

不要之处二：并对重要的变更部位用红色墨水修改。
正确做法：工程文件应来用碳素墨水、蓝黑墨水等耐久性强的书写材料，不得使用红色墨水、纯蓝墨水、圆珠笔、复写纸、铅

笔等易褪色的书写材料。
不妥之处三：同时对纸质档案中没有记录的内容在提交的电子文件中给予补充。
正确做法：归档的建设工程电子文件的内容必须与其纸质档案一致，且应采用开放式文件格式或通用格式进行存储，并采用电
子签名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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