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单单单项项项选选选择择择题题题

1.硅硅硅酸酸酸盐盐盐水水水泥泥泥的的的终终终凝凝凝时时时间间间不不不得得得长长长于于于（（（ ）））h。。。

  A.6.5

  B.7

  C.7.5

  D.10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水泥的性能和应用。国家标准规定，六大常用水泥的初凝时间均不得短于45min，硅酸盐水泥的终凝
时间不得长于6.5h，其他五类常用水泥的终凝时间不得长于10h。

2.含含含碳碳碳量量量为为为0.8%的的的碳碳碳素素素钢钢钢属属属于于于（（（ ）））。。。

  A.低碳钢

  B.中碳钢

  C.高碳钢

  D.合金钢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常用建筑金属材料的品种、性能和应用。钢材按化学成分分为碳素钢和合金钢两大类。碳素钢根据含
碳量又可分为低碳钢（含碳量小于0.25%)、中碳钢（含碳量0.25%～0.6%)和高碳钢（含碳量大于0.6%)。

3.钢钢钢筋筋筋安安安装装装时时时，，，对对对受受受力力力钢钢钢筋筋筋的的的品品品种种种、、、级级级别别别和和和规规规格格格的的的检检检查查查应应应满满满足足足的的的数数数量量量要要要求求求是是是（（（ ）））。。。

  A.随机抽查2件

  B.见证抽查3件

  C.不少于3件

  D.全数检查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关要求。钢筋安装时，受力钢筋的品种、级别、规格和数量必须符

合设计要求。检査数量：全数检查。

4.当当当日日日平平平均均均气气气温温温高高高于于于30℃时时时，，，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的的的入入入模模模温温温度度度不不不应应应高高高于于于（（（ ）））。。。

  A.20℃

  B.25℃

  C.30℃

  D.35℃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高温天气施工技术。当日平均气温达到30℃及以上时，应按高温施工要求采取措施，混凝土浇筑入模
温度不应高于35℃。

5.下下下列列列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掺掺掺合合合料料料中中中，，，属属属于于于非非非活活活性性性矿矿矿物物物掺掺掺合合合料料料的的的是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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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火山灰质材料

  B.粉煤灰

  C.钢渣粉

  D.石灰石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混凝土外加剂、掺合料的种类与应用。非活性矿物掺合料一般与水泥组分不起化学作用，或化学作用

很小，如磨细石英砂、石灰石、硬矿渣之类材料。活性矿物掺合料虽然本身不水化或水化速度很慢，但能与水泥水化生成的

Ca(OH)2反应，生成具有水硬性的胶凝材料。如粒化高炉矿渣、火山灰质材料、粉煤灰、硅粉、钢渣粉、磷渣粉等。

6.使使使用用用全全全站站站仪仪仪建建建立立立建建建筑筑筑物物物施施施工工工平平平面面面控控控制制制网网网，，，一一一般般般采采采用用用的的的测测测量量量方方方法法法是是是（（（ ）））。。。

  A.直角坐标法

  B.极坐标法

  C.角度交会法

  D.距离交会法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施工测量的内容与方法。平面控制网的主要测量方法有直角坐标法、极坐标法、角度交会法、距离交

会法等。随着全站仪的普及，一般采用极坐标法建立平面控制网。

7.有有有框框框玻玻玻璃璃璃板板板隔隔隔墙墙墙的的的工工工艺艺艺顺顺顺序序序是是是（（（ ）））。。。

  A.嵌缝打胶—墙位放线—安装框架—安装玻璃

  B.墙位放线—安装玻璃—嵌缝打胶—安装框架

  C.墙位放线—安装框架—安装玻璃—嵌缝打胶

  D.墙位放线—嵌缝打胶—安装框架—安装玻璃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玻璃隔墙。工艺顺序：墙位放线→制作隔墙型材框架→安装隔墙框架→安装玻璃→嵌缝打胶→边框装
饰→保洁。

8.预预预制制制叠叠叠合合合板板板吊吊吊装装装工工工艺艺艺流流流程程程的的的主主主要要要工工工作作作有有有①①①测测测量量量放放放线线线；；；②②②摘摘摘钩钩钩；；；③③③支支支撑撑撑架架架体体体调调调节节节；；；④④④支支支撑撑撑架架架体体体搭搭搭设设设；；；⑤⑤⑤叠叠叠合合合板板板起起起吊吊吊与与与落落落
位位位；；；⑥⑥⑥叠叠叠合合合板板板位位位置置置、、、标标标高高高确确确认认认。。。正正正确确确的的的吊吊吊装装装顺顺顺序序序是是是（（（ ）））。。。

  A.①②③④⑤⑥

  B.①③⑤⑥④②

  C.①④③⑤⑥②

  D.①④③②⑤⑥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钢筋混凝土装配式工程施工技术。预制梁或叠合梁吊装工艺流程：测量放线→支撑架体搭设→支撑架
体调节→预制梁或叠合梁起吊→预制梁或叠合梁落位→置、标高确认→摘钩。

9.一一一般般般环环环境境境中中中，，，直直直接接接接接接触触触土土土体体体浇浇浇筑筑筑的的的构构构件件件，，，其其其钢钢钢筋筋筋的的的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保保保护护护层层层厚厚厚度度度是是是（（（ ）））mm。。。

  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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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0

  C.65

  D.70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结构的耐久性要求。

10.木木木材材材湿湿湿胀胀胀后后后，，，可可可使使使木木木材材材（（（ ）））。。。

  A.翘曲

  B.表面鼓凸

  C.开裂

  D.接榫松动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木材的含水率与湿胀干缩变形。湿胀干缩变形会影响木材的使用特性。干缩会使木材翘曲、开裂，接

榫松动，拼缝不严。湿胀可造成表面鼓凸，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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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先先先挖挖挖基基基坑坑坑中中中间间间土土土体体体，，，周周周围围围四四四边边边留留留土土土坡坡坡，，，土土土坡坡坡最最最后后后挖挖挖除除除”属属属于于于（（（ ）））挖挖挖土土土方方方法法法。。。

  A.中心岛式

  B.放坡

  C.逆作

  D.盆式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土方开挖。盆式挖土是先开挖基坑中间部分的土体，周围四边留土坡，土坡最后挖除。

12.装装装饰饰饰工工工程程程中中中宴宴宴会会会厅厅厅安安安装装装的的的大大大型型型吊吊吊灯灯灯，，，其其其荷荷荷载载载类类类别别别属属属于于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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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面荷载

  B.线荷载

  C.集中荷载

  D.特殊荷载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荷载的分类。在建筑物原有的楼面或屋面上放置或悬挂较重物品（如洗衣机、冰箱、空调机、吊灯

等）时，其作用面积很小，可简化为作用于某一点的集中荷载。

13.防防防火火火涂涂涂料料料按按按涂涂涂层层层厚厚厚度度度可可可分分分为为为（（（ ）））类类类。。。

  A.二

  B.三

  C.四

  D.五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建筑防火材料。钢结构防火涂料根据其使用场合可分为室内用和室外用两类，根据其涂层厚度和耐火
极限又可分为厚型、薄型和超薄型三类。

14.单单单位位位工工工程程程质质质量量量验验验收收收程程程序序序正正正确确确是是是（（（ ）））。。。①①①竣竣竣工工工预预预验验验收收收②②②单单单位位位工工工程程程验验验收收收③③③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自自自检检检④④④提提提交交交工工工程程程竣竣竣工工工报报报告告告。。。

  A.①-③-②-④

  B.③-①-②-④

  C.③-②-①-④

  D.③-①-④-②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单位工程质量验收程序和组织。（1）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自检；（2）总
监理工程师应组织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进行竣工预验收；（3）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时，应由施工单位整改；（4）预验
收通过后，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5）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应由建设单
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施工、设计、勘察等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单位工程验收。

15.现现现行行行消消消防防防验验验收收收备备备案案案的的的政政政府府府职职职能能能部部部门门门是是是（（（ ）））。。。

  A.消防救援机构

  B.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C.公安机关

  D.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消防工程竣工验收。根据《关于做好移交承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的通知》（建科函
[2019]52号）：各级消防救援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106号，第119
号令修改）承担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职责，由消防救援机构移交给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消
防设计审查机关和消防验收备案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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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根根根据据据室室室内内内环环环境境境污污污染染染控控控制制制的的的规规规定定定，，，属属属于于于Ⅰ类类类民民民用用用建建建筑筑筑工工工程程程的的的是是是（（（ ）））。。。

  A.商店

  B.餐厅

  C.旅店

  D.学校教室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的有关要求。Ⅰ类民用建筑工程：住宅、居住功能公寓、老年人照料
房屋设施、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等民用建筑工程。

17.建建建筑筑筑内内内部部部疏疏疏散散散楼楼楼梯梯梯间间间地地地面面面装装装饰饰饰材材材料料料燃燃燃烧烧烧性性性能能能应应应为为为（（（ ）））。。。

  A.B1级

  B.B2级

  C.A级

  D.B3级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的有关要求。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

18.附附附着着着式式式升升升降降降脚脚脚手手手架架架专专专家家家论论论证证证会会会的的的组组组织织织单单单位位位是是是（（（ ）））。。。

  A.建设单位

  B.监理单位

  C.总承包单位

  D.专业施工单位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管理办法。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应当由

施工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19.一一一般般般情情情况况况下下下，，，后后后浇浇浇带带带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的的的最最最低低低养养养护护护时时时间间间是是是（（（ ）））。。。

  A.3d

  B.7d

  C.14d

  D.21d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施工缝与后浇带。后浇带通常根据设计要求留设，并保留一段时间(若设计无要求，则至少保留14d并
经设计确认)后再浇筑，将结构连成整体。后浇带应采取钢筋防锈或阻锈等保护措施。填充后浇带，可采用微膨胀混土，强度
等级比原结构强度提高一级，并保持至少14d的湿润养护。后浇带接缝处按施工缝的要求处理。

20.下下下列列列内内内容容容中中中，，，不不不属属属于于于绿绿绿色色色施施施工工工“四四四节节节”范范范畴畴畴的的的是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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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节约能源

  B.节约用地

  C.节约用水

  D.节约用工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绿色施工与新技术应用。绿色施工是在全寿命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
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二二二、、、多多多项项项选选选择择择题题题

1.高高高强强强度度度螺螺螺栓栓栓连连连接接接形形形式式式有有有（（（ ）））。。。

  A.焊接

  B.摩擦连接

  C.张拉连接

  D.承压连接

  E.铆接

正确答案：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钢结构构件的连接。高强度螺栓按连接形式通常分为摩擦连接、张拉连接和承压连接等，其中摩擦连
接是目前广泛采用的基本连接形式。

2.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拌拌拌合合合物物物的的的和和和易易易性性性是是是一一一项项项综综综合合合性性性技技技术术术性性性能能能，，，包包包括括括（（（ ）））。。。

  A.流动性

  B.黏聚性

  C.保水性

  D.抗渗性

  E.抗冻性

正确答案：AB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混凝土的技术性能。和易性是一项综合的技术性质，包括流动性、黏聚性和保水性三方面的含义。

3.针针针对对对大大大型型型设设设备备备基基基础础础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浇浇浇筑筑筑，，，正正正确确确的的的施施施工工工方方方法法法有有有（（（ ）））。。。

  A.分层浇筑

  B.上下层间不留施工缝

  C.每层厚度300mm～500mm

  D.从高处向低处

  E.沿长边方向浇筑

正确答案：ABC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混凝土基础施工技术。一般应分层浇筑，并保证上下层之间不留施工缝，每层混凝土的厚度宜为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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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m。每层饶筑顺序应从低处开始沿长边方向自一端向另一端饶筑，也可采取中间向两端或两端向中间浇筑的顺序。

4.下下下列列列人人人员员员中中中，，，可可可以以以组组组织织织验验验槽槽槽工工工作作作的的的有有有（（（ ）））。。。

  A.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

  B.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C.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

  D.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

  E.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正确答案：C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验槽程序。由总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建设、监理、勘察、设计及施工单位的项目负
责人、技术质量负责人，共同按设计要求和有关规定进行。

5.钢钢钢材材材的的的力力力学学学性性性能能能包包包括括括（（（ ）））。。。

  A.拉伸性能

  B.弯曲性能

  C.焊接性能

  D.冲击性能

  E.疲劳性能

正确答案：AD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建筑钢材的力学性能。力学性能是钢材最重要的使用性能，包括拉伸性能、冲击性能、疲劳性能等。

6.下下下列列列施施施工工工现现现场场场动动动火火火作作作业业业中中中，，，属属属于于于一一一级级级动动动火火火作作作业业业等等等级级级的的的有有有（（（ ）））。。。

  A.储存过易燃液体的容器

  B.各种受压设备

  C.小型油箱

  D.比较密封的室内

  E.堆有大量可燃物的场所

正确答案：ABD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施工现场动火等级的划分。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动火，均为一级动火：禁火区域内。油罐、油箱、油
槽车和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的容器及与其连接在一起的辅助设备。各种受压设备。危险性较大的登高焊、割作业。比较
密封的室内、容器内、地下室等场所。现场堆有大量可燃和易燃物质的场所。

7.在在在施施施工工工安安安全全全技技技术术术交交交底底底时时时，，，需需需要要要进进进行行行签签签字字字确确确认认认的的的人人人员员员包包包括括括（（（ ）））。。。

  A.甲方代表

  B.监理工程师

  C.交底人

  D.被交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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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专职安全员

正确答案：CD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施工安全检查与评定。安全技术交底应由交底人、被交底人、专职安全员进行签字确认。

8.影影影响响响砂砂砂浆浆浆稠稠稠度度度的的的因因因素素素有有有（（（ ）））。。。

  A.胶凝材料种类

  B.使用环境温度

  C.用水量

  D.掺合料的种类

  E.搅拌时间

正确答案：ACD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砂浆。影响砂浆稠度的因素有：所用胶凝材料种类及数量；用水量；掺合料的种类与数量；砂的形

状、粗细与级配；外加剂的种类与掺量；搅拌时间。

9.关关关于于于外外外用用用电电电梯梯梯安安安装装装和和和使使使用用用的的的说说说法法法，，，正正正确确确的的的有有有（（（ ）））。。。

  A.应由有资质的专业队安装

  B.业主、监理、施工单位共同验收后可直接使用

  C.进入楼层的防护门开关应设在靠楼层一侧

  D.安全装置应齐全

  E.六级以上大风停止使用

正确答案：AD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垂直运输机械安全管理。外用电梯的安装和拆卸作业必须由取得相应资质的专业队伍进行，安装完毕
经验收合格，取得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准用证》后方可投入使用。

10.住住住宅宅宅工工工程程程办办办理理理竣竣竣工工工验验验收收收备备备案案案时时时，，，应应应提提提交交交的的的文文文件件件有有有（（（ ）））。。。

  A.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B.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C.工程竣工报告

  D.住宅质量保证书

  E.住宅使用说明书

正确答案：ABDE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1）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
者准许使用文件；（4）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
件；（5）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6）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住宅工程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
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三三三、、、阅阅阅读读读理理理解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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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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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m
2
, 钢钢钢筋筋筋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独独独立立立基基基础础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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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填填充充充墙墙墙采采采用用用蒸蒸蒸压压压加加加气气气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砌砌砌

块块块砌砌砌筑筑筑。。。根根根据据据《《《建建建筑筑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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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施工工工总总总承承承包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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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总总承承承包包包合合合同同同和和和监监监理理理合合合同同同。。。
在在在合合合同同同履履履行行行过过过程程程中中中，，，发发发生生生了了了以以以下下下事事事件件件：：：

事事事件件件一一一：：：主主主体体体结结结构构构分分分部部部工工工程程程完完完成成成后后后，，，施施施工工工总总总承承承包包包单单单位位位向向向项项项目目目监监监理理理机机机构构构提提提交交交了了了该该该子子子分分分部部部工工工程程程验验验收收收申申申请请请报报报告告告和和和相相相关关关资资资料料料。。。
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审审审核核核相相相关关关资资资料料料时时时，，，发发发现现现欠欠欠缺缺缺结结结构构构实实实体体体检检检验验验资资资料料料，，，提提提出出出了了了“结结结构构构实实实体体体检检检验验验应应应在在在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旁旁旁站站站下下下，，，由由由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
项项项目目目经经经理理理组组组织织织实实实施施施”的的的要要要求求求。。。
事事事件件件二二二：：：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巡巡巡视视视第第第四四四层层层填填填充充充墙墙墙砌砌砌筑筑筑施施施工工工现现现场场场时时时，，，发发发现现现加加加气气气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砌砌砌块块块填填填充充充墙墙墙体体体直直直接接接从从从结结结构构构楼楼楼面面面开开开始始始砌砌砌筑筑筑，，，砌砌砌
筑筑筑到到到梁梁梁底底底并并并间间间歇歇歇2d后后后立立立即即即将将将其其其补补补齐齐齐挤挤挤紧紧紧。。。
事事事件件件三三三：：：施施施工工工总总总承承承包包包单单单位位位按按按要要要求求求向向向项项项目目目监监监理理理机机机构构构提提提交交交了了了室室室内内内装装装饰饰饰工工工程程程的的的时时时标标标网网网络络络计计计划划划图图图（（（如如如下下下图图图所所所示示示））），，，经经经批批批准准准后后后按按按
此此此组组组织织织实实实施施施。。。

事事事件件件四四四：：：在在在室室室内内内装装装饰饰饰工工工程程程施施施工工工过过过程程程中中中，，，因因因合合合同同同约约约定定定由由由建建建设设设单单单位位位采采采购购购供供供应应应的的的某某某装装装饰饰饰材材材料料料交交交付付付时时时间间间延延延误误误，，，导导导致致致工工工作作作F的的的结结结束束束
时时时间间间拖拖拖延延延14d。。。为为为此此此，，，施施施工工工总总总承承承包包包单单单位位位以以以建建建设设设单单单位位位延延延误误误供供供应应应材材材料料料为为为由由由，，，向向向项项项目目目监监监理理理机机机构构构提提提出出出工工工期期期索索索赔赔赔14d的的的申申申请请请。。。

<1>.根据《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指出事件一中监理工程师要求中的错误之处，并写出正确做
法。

正确答案：事件一中监理工程师要求的错误之处：提出了“结构实体检验应在监理工程师旁站下，由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组织实
施的要求”；
正确做法：根据《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的规定，对涉及混凝土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应进行结构
实体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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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指出事件二中填充墙砌筑过程中的错误做法，并分别写出正确做法。

正确答案：（1）错误之处：加气混凝土砌块填充墙体直接从结构楼面开始砌筑；
正确做法：根据现行《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加气混凝土砌块砌筑墙体时，墙底部宜现浇混凝土坎台等，其高

度宜为150mm；
（2）错误之处：砌筑到梁底并间歇2d后立即将其补齐挤紧；
正确做法：该项工作应在间歇不少于14d后，采用粘土砖或灰砂砖45°至60°斜砌顶紧。

<3>.事件三中，室内装饰工程的工期为多少天？并写出该网络计划的关键线路（用节点表示）。

正确答案：根据题目给出的时标网络计划图，可知室内装饰工程工期为84d（共12周）。
本工程计算工期等于计划工期，所有总时差为0的工作为关键工作，则其关键线路为：①→②→④→⑧→⑨→⑩。

<4>.事件四中，施工总承包单位提出的工期索赔14d是否成立？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事件四中施工总承包单位提出的工期索赔14d 的说法不成立。理由：虽然该事件是由于加工材料交付时间延误造成
的，但受到影响的工作F并未处于关键线路上，其总时差为7d（一周）。因此，施工单位提出索赔时，应将总时差的7d扣除，
可索赔工期为14-7=7（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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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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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地上上上六六六层层层，，，地地地下下下二二二层层层，，，采采采用用用自自自然然然通通通风风风。。。
在在在施施施工工工过过过程程程中中中，，，发发发生生生了了了下下下列列列事事事件件件：：：

事事事件件件一一一：：：在在在基基基础础础底底底板板板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浇浇浇筑筑筑前前前，，，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督督督查查查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的的的技技技术术术管管管理理理工工工作作作，，，要要要求求求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按按按规规规定定定检检检查查查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运运运输输输
单单单，，，并并并做做做好好好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扩扩扩展展展度度度测测测定定定等等等工工工作作作；；；全全全部部部工工工作作作完完完成成成并并并确确确认认认无无无误误误后后后，，，方方方可可可浇浇浇筑筑筑混混混凝凝凝土土土。。。

事事事件件件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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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进进进场场场的的的钢钢钢筋筋筋按按按国国国家家家现现现行行行有有有关关关标标标准准准抽抽抽样样样检检检验验验了了了抗抗抗拉拉拉强强强度度度、、、屈屈屈服服服强强强度度度。。。结结结构构构施施施

http

https://www.jisupdfeditor.com?watermark


工工工至至至四四四层层层时时时，，，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进进进场场场一一一批批批72吨吨吨φ18螺螺螺纹纹纹钢钢钢筋筋筋，，，在在在此此此前前前因因因同同同厂厂厂家家家、、、同同同牌牌牌号号号的的的该该该规规规格格格钢钢钢筋筋筋已已已连连连续续续三三三次次次进进场场场检检验验验均均均一次
检检检验验验合合合格格格。。。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对对对此此此批批批钢钢钢筋筋筋共共共抽抽抽取取取一一一组组组试试试件件件送送送检检检，，，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认认认为为为取取取样样样组组组数数数不不不足足足。。。

事事事件件件三三三：：：建建建筑筑筑节节节能能能分分分部部部工工工程程程验验验收收收时时时，，，由由由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项项项目目目经经经理理理主主主持持持、、、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质质质量量量负负负责责责人人人以以以及及及相相相关关关专专专业业业的的的质质质量量量检检检查查查员员员参参参
加加加。。。总总总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认认认为为为该该该验验验收收收主主主持持持及及及参参参加加加人人人员员员不不不满满满足足足规规规定定定，，，要要要求求求重重重新新新组组组织织织验验验收收收。。。

事事事件件件四四四：：：该该该工工工程程程交交交付付付使使使用用用7天天天后后后，，，建建建设设设单单单位位位委委委托托托有有有资资资历历历的的的检检检验验验单单单位位位进进进行行行室室室内内内环环环境境境污污污染染染检检检测测测。。。在在在对对对室室室内内内环环环境境境的的的甲甲甲醛醛醛、、、苯苯苯、、、
氨氨氨、、、TVOC浓浓浓度度度进进进行行行检检检测测测时时时，，，检检检测测测人人人员员员将将将房房房间间间对对对外外外门门门窗窗窗关关关闭闭闭12小小小时时时后后后进进进行行行检检检测测测。。。

<1>.事件一中，除已列出的工作内容外，施工单位针对混凝土运输单还要做哪些技术管理与测定工作？

正确答案：浇筑前还应核对混凝土配合比，确认混凝土强度等级，检查混凝土运输时间，测定混凝土坍落度，必要时还应测定

混凝土扩展度，在确认无误后再进行混凝土浇筑。

<2>.事件二中，施工单位还应增加哪些钢筋原材料检测项目？通常情况下钢筋原检验批量最大不宜超过多少吨？监理工程师的
意见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还需要：冷弯性能、伸长率、重量偏差。
钢筋原材检验批量最大量不超过60吨。
监理工程师说法不正确，同一厂家、品种、类型、批次的钢筋进场连续三次抽检合格，检验批数量可以扩大一倍，所以监理的

说法不妥。

<3>.事件三中，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应由谁主持？还应有哪些人员参加？

正确答案：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主持。

参加单位：施工、分包、监理、建设单位、监督站。
参加人员：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专业的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设计单位相关专业人员参
加。施工单位的质量或技术负责人应参加。

<4>.事件四中，有哪些不妥之处，并分别说明正确做法。

正确答案：错误一：工程交付使用7d天后，进行室内环境质量的检测。
正确做法：室内环境质量验收应在工程完工后7d以后，工程交付使用之前进行。
错误二：室内空气中甲醛、氨、苯、TVOC的测定在房间对外门窗关闭12h后进行检测。 正确做法：室内空气中甲醛、氨、
苯、TVOC的测定在房间对外门窗关闭1h后即可进行检测。

3.某某某办办办公公公楼楼楼工工工程程程，，，框框框架架架-剪剪剪力力力墙墙墙结结结构构构，，，地地地下下下1层层层，，，地地地上上上16层层层。。。总总总建建建筑筑筑面面面积积积28000m
2
，，，首首首层层层建建建筑筑筑面面面积积积2400m

2
。。。该该该工工工程程程位位位于于于市市市

中中中心心心主主主要要要路路路段段段，，，现现现场场场场场场地地地狭狭狭小小小。。。某某某施施施工工工单单单位位位承承承建建建了了了该该该工工工程程程。。。
在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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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现场场场围围围挡挡挡高高高2米米米；；；现现现场场场设设设有有有临临临时时时消消消防防防车车车道道道，，，车车车道道道宽宽宽3.5米米米，，，距距距在在在建建建工工工程程程的的的距距距离离离20米米米；；；建建建筑筑筑物物物竖竖竖向向向安安安装装装了了了一一一根根根管管管径径径
50mm的的的消消消防防防供供供水水水管管管。。。工工工人人人宿宿宿舍舍舍室室室内内内净净净高高高2.4m,设设设置置置有有有封封封闭闭闭式式式外外外窗窗窗，，，每每每间间间宿宿宿舍舍舍内内内安安安排排排有有有20人人人，，，2层层层床床床铺铺铺。。。
事事事件件件二二二：：：现现现场场场屋屋屋顶顶顶一一一个个个焊焊焊工工工在在在焊焊焊接接接一一一个个个4.5m×2m×1.5m的的的封封封闭闭闭水水水箱箱箱，，，但但但未未未办办办理理理动动动火火火证证证。。。
事事事件件件三三三：：：生生生产产产污污污水水水经经经现现现场场场排排排水水水沟沟沟渠渠渠直直直接接接排排排入入入市市市政政政污污污水水水管管管网网网。。。 
事事事件件件四四四：：：结结结构构构施施施工工工至至至第第第12层层层时时时，，，项项项目目目部部部按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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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组织织织自自自评评评。。。分分分项项项检检检查查查评评评分分分表表表无无无零零零分分分，，，最最最终终终评评评分分分汇汇汇总总总
表表表得得得分分分68分分分。。。

<1>.指出事件一的不妥之处？写出正确做法。该工程还需考虑哪些类型的临时用水？在该工程临时用水总量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哪种类型临时用水？

正确答案：现场围挡高2米不合理；现场设有临时消防车道宽3.5米不合理；建筑物竖向安装了一根管径50mm的消防供水管不
合理。工人宿舍室内净高2.4m不合理,设置有封闭式外窗不合理，每间宿舍内安排有20人不合理。
正确做法：现场围挡高2.5米；临时消防车道的净宽度与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距在建工程、临时用房、可燃材料堆场及其
加工场的距离不宜小于5米，且不宜大于40米；消防供水管管径应不小于75mm。工人宿舍室内净高不得小于2.5m,应设置可开
启式外窗，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得超过16人。
该工程还需考虑的临时用水类型有生产用水、机械用水、生活用水、消防用水。在该工程临时用水总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消防用水。

<2>.事件二属于哪一级动火？该级动火应由谁来填写动火申请表？该焊接作业有何不妥？

正确答案：属于一级动火作业。由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组织编制防火安全技术方案，填写动火申请表。焊接作业应持有效

证件，电工作业应由二人以上配合，并按规定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使用绝缘工具，严禁带电作业和带负荷插拔插头等。

<3>.事件三中，施工现场污水排放应向什么部门进行申请？生产污水经现场排水沟渠是否可以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如现场
遇到雨季，雨水如何排除？

正确答案：应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政管理部门申请。不可以。雨水经现场排水沟渠可以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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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件四中，项目部自评安全检查是什么等级？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安全检查评定等级为不合格。理由：分项检查评分表无零分，汇总表得分值不足70分。项目部必须限期整改达到合
格。

4.某某某土土土方方方队队队（（（乙乙乙方方方）））于于于2016年年年4月月月20日日日与与与某某某厂厂厂（（（甲甲甲方方方）））签签签订订订了了了挖挖挖基基基础础础土土土方方方的的的施施施工工工合合合同同同，，，甲甲甲方方方提提提供供供的的的土土土方方方工工工程程程量量量清清清单单单为为为
4500m

3
，，，清清清单单单的的的工工工作作作内内内容容容包包包括括括挖挖挖土土土、、、运运运土土土和和和验验验槽槽槽。。。乙乙乙方方方经经经估估估算算算，，，拟拟拟采采采用用用租租租赁赁赁一一一台台台挖挖挖掘掘掘机机机（（（租租租赁赁赁费费费800元元元/台台台班班班）））挖挖挖土土土、、、自自自

卸卸卸汽汽汽车车车运运运土土土（（（自自自有有有机机机械械械，，，工工工作作作台台台班班班600元元元/台台台班班班，，，折折折旧旧旧200元元元/台台台班班班）））、、、钎钎钎探探探法法法验验验槽槽槽，，，经经经估估估算算算基基基坑坑坑放放放坡坡坡后后后的的的方方方案案案挖挖挖土土土方方方量量量为为为
4560m

3
，，，该该该土土土方方方清清清单单单全全全费费费用用用综综综合合合单单单价价价为为为29.13元元元/m

3
，，，乙乙乙方方方依依依此此此报报报价价价获获获得得得了了了甲甲甲方方方的的的同同同意意意，，，双双双方方方签签签订订订了了了施施施工工工合合合同同同。。。

合合合同同同约约约定定定，，，如如如实实实际际际开开开挖挖挖量量量超超超过过过（（（或或或低低低于于于）））清清清单单单量量量的的的15%，，，超超超出出出（（（或或或低低低于于于）））部部部分分分的的的综综综合合合单单单价价价按按按0.9（（（或或或1.1）））系系系数数数计计计算算算。。。
甲甲甲、、、乙乙乙双双双方方方合合合同同同约约约定定定5月月月11日日日开开开工工工，，，5月月月20日日日完完完工工工。。。合合合同同同约约约定定定工工工期期期每每每提提提前前前（（（或或或拖拖拖延延延）））1天天天奖奖奖（（（罚罚罚）））1000元元元（（（含含含综综综合合合税税税
费费费）））。。。

在在在实实实际际际施施施工工工中中中发发发生生生如如如下下下几几几项项项事事事件件件：：：
事事事件件件一一一：：：因因因租租租赁赁赁的的的挖挖挖土土土机机机大大大修修修，，，晚晚晚开开开工工工2天天天造造造成成成人人人员员员窝窝窝工工工10个个个工工工日日日；；；
事事事件件件二二二：：：基基基坑坑坑开开开挖挖挖后后后，，，因因因遇遇遇设设设计计计图图图纸纸纸未未未标标标明明明的的的软软软土土土层层层，，，接接接到到到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5月月月15日日日停停停工工工的的的指指指令令令，，，进进进行行行地地地质质质复复复查查查，，，配配配合合合用用用工工工
15个个个工工工日日日，，，5月月月19日日日接接接到到到监监监理理理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于于于5月月月20日日日复复复工工工的的的指指指令令令；；；
事事事件件件三三三：：：5月月月19日日日还还还收收收到到到了了了基基基坑坑坑开开开挖挖挖深深深度度度加加加深深深2m的的的设设设计计计变变变更更更通通通知知知单单单，，，由由由此此此增增增加加加土土土方方方开开开挖挖挖量量量900m

3
；；；

事事事件件件四四四：：：5月月月20日日日～～～5月月月22日日日，，，因因因下下下罕罕罕见见见的的的大大大雨雨雨迫迫迫使使使基基基坑坑坑开开开挖挖挖暂暂暂停停停，，，造造造成成成人人人员员员窝窝窝工工工10个个个工工工日日日；；；
事事事件件件五五五：：：5月月月23日日日用用用30个个个工工工日日日修修修复复复冲冲冲坏坏坏的的的永永永久久久道道道路路路，，，5月月月24日日日恢恢恢复复复挖挖挖掘掘掘工工工作作作，，，最最最终终终基基基坑坑坑于于于5月月月30日日日挖挖挖坑坑坑完完完毕毕毕。。。

<1>.该合同的土方工程总报价为多少？（以元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正确答案：土方合同价＝29.13×4500＝131085.00元（如计量单位要求为万元，那么结果是13.11万元，注意题干的要求）。

<2>.除事件三外，乙方针对上述哪些事件可以向厂方（甲方）要求索赔，哪些事件不可以要求索赔，并说明原因。

正确答案：事件一：索赔不成立。因为租赁的挖土机大修延迟开工属于承包商的自身责任。
事件二：索赔成立。因为软土地质在建设单位所给的设计图纸中未标明，属建设单位原因造成的延误。
事件三：索赔成立。属于设计变更增加工程量导致的工期延长。
事件四：索赔成立。这是因特别的恶劣天气或不可抗力造成的工期延误，业主应承担责任。 
事件五：索赔成立。因恶劣的自然条件或不可抗力引起的工程损坏及修复应由业主承担责任。

<3>.事件三如何进行工期及费用的结算？

正确答案：事件三属于设计变更，所以施工单位可提出顺延工期2天，费用结算25561.58元。
理由： 
（1）工期：900m

3
 /450m

3
 =2天；

（2）费用：考虑15%的超出量为：4500×15%=675m
3

675×29.13+（900-675）×29.13×0.9=25561.58元

<4>.除事件三外每项事件工期索赔各是多少天？总计工期索赔是多少天？

正确答案：事件二：可索赔工期5天（15日～19日）
事件四：可索赔工期3天（20日～22日）
事件五：可索赔工期1天）（23日）
共计索赔工期5 + 3 + 1=9天。

<5>.假设人工费单价为80元/工日，因增加用工所需的管理费为增加人工费的30%，不考虑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窝工工日单价
按30元/天，不考虑其他费用。机械增加台班时应按20%计管理费，其他费用不计，闲置时不考虑管理费、利润、规费与税
金。除事件三外每项事件合理的费用索赔是多少？

正确答案：施工单位可索赔的费用如下：
事件二：

人工费：15x80×（1+30%）=1560元
机械费：800×5+200×5=5000元
事件五：

人工费：30×80×（1+30%）=3120元
机械费：800+200=1000元 

<6>.该工程的实际工期是多少天？工期奖罚款多少元？

正确答案：实际工期为20天（5月11日开工，30日完工），比原合同工期（10天，5月11日开工，20日完工）延长了10天，但业
主同意顺延工期为9+2＝11天，所以工期奖励1天，即资金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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