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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专业知识考试标准 

一、考试范围和要求 

知识模块 1.建筑识图  

1．制图基本知识  

（1）了解常用绘图工具和用品的性能；掌握常用绘图工具和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 

（2）了解图幅、图框、标题栏的规定；理解图线、字体、比例的有关内容。  

（3）掌握尺寸标注的规定。 

2．投影图  

（1）理解投影的概念；了解投影的分类。 

（2）理解三面正投影图的形成原理及投影规律；掌握三面正投影图的作图方法。  

（3）理解点的投影；掌握点投影的作图方法。  

（4）理解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性；掌握直线投影及直线上点投影的作图方法。 

（5）理解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性；掌握平面投影及平面上点和直线投影的作图方法。  

3．形体的投影  

（1）理解平面体的投影特征；掌握平面体投影图及其表面上点和直线投影图的画法。 

（2）理解常见曲面体的投影特征；掌握常见曲面体投影图的画法。  

（3）掌握组合体投影图的识读与画法。  

（4）了解轴测投影的形成、种类；理解轴测图的特性、轴向伸缩系数及轴间角的概念；掌

握平面体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5）理解剖面图、断面图的形成和种类；掌握剖面图、断面图的画法。  

4．建筑施工图  

（1）掌握现行房屋建筑制图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了解建筑施工图基本内容。 

（2）掌握图纸目录、建筑设计总说明、门窗表、建筑做法表的识读。  

（3）了解建筑总平面图的作用和内容；掌握建筑总平面图的识读。  

（4）理解建筑平、立、剖面图的形成、作用和图示内容；掌握建筑平、立、剖面图的识读。  

（5）了解建筑详图的内容；掌握楼梯详图和墙身详图的识读。 

知识模块 2. 建筑构造  

1．基础与地下室构造 

（1）了解地基与基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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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基础的埋置深度及其影响因素。 

（3）理解基础的构造类型、适用范围及常用基础的构造要求。 

（4）了解地下室的分类与组成；掌握地下室的防潮与防水构造。 

2．墙体构造 

（1）了解墙体的分类、作用及设计要求。 

（2）掌握墙体的保温与隔热构造。 

（3）掌握墙体的细部构造。 

（4）理解墙面装修的作用、分类及构造。 

3．楼地层构造 

（1）理解楼地层的组成。 

（2）掌握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的特点、类型及适用范围。 

（3）理解常用楼地面的细部构造。 

（4）了解顶棚的类型及构造。 

（5）理解阳台、雨篷的结构类型及构造。 

4．楼梯构造 

（1）理解楼梯的分类与组成。 

（2）掌握楼梯的尺度与设计要求。 

（3）掌握钢筋混凝土楼梯的特点、分类及细部构造。 

（4）掌握台阶、坡道的构造。 

5．屋顶构造 

（1）了解屋顶的作用及设计要求。 

（2）掌握屋面防水等级和设防要求。 

（3）掌握平屋顶的构造层次、排水及细部构造。 

（4）了解坡屋顶的类型和组成。 

（5）理解屋顶的保温与隔热构造。 

知识模块 3.土木工程力学基础  

1．力和受力图  

（1）了解力的概念、力的三要素。  

（2）理解平衡的概念、静力学公理。  

（3）掌握约束与约束反力的概念；掌握常见约束及约束反力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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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单个物体和简单物体系统受力图的画法。  

2．平面力系的平衡  

（1）理解力在直角坐标轴上的投影及其计算。  

（2）掌握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条件及平衡方程的应用。  

（3）理解力矩的概念和性质；掌握力矩的计算。  

（4）理解力偶的概念、性质及力偶矩的计算；理解平面力偶系的平衡条件及其应用。  

（5）掌握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条件及平衡方程的应用；了解物体系统的平衡。  

3．直杆轴向拉伸和压缩  

（1）了解工程中杆件的四种基本变形。  

（2）了解内力、应力、正应力、许用应力的概念。  

（3）掌握截面法计算轴力的方法及轴力图的绘制。  

（4）掌握轴向拉压杆横截面上的正应力计算及分布规律；掌握轴向拉压杆的强度条件及应  

用。  

（5）了解弹、塑性变形；理解胡克定律。  

4．直梁弯曲  

（1）了解弯曲变形；掌握梁的三种形式。  

（2）理解剪力和弯矩的概念及其正负号规定；了解剪力和弯矩的计算规律；掌握梁指定截  

面内力的计算。  

（3）理解梁内力图的概念；掌握梁内力图的绘制。  

（4）理解梁的正应力分布规律；掌握梁的正应力计算、正应力强度条件及应用。  

（5）了解梁的挠度概念；理解最大挠度所在位置及其影响因素。  

知识模块 4．建筑材料 

1．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 

（1）了解建筑材料的分类。 

（2）理解建筑材料物理、力学性质的含义与影响因素以及各种性质间的相互影响。 

（3）了解材料的耐久性。 

2．气硬性胶凝材料 

（1）了解胶凝材料的概念、分类。 

（2）理解石灰的熟化、陈伏、硬化过程；掌握石灰的性质、应用及保管。 

（3）了解建筑石膏的凝结硬化过程；掌握建筑石膏的性质、应用及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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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泥 

（1）了解硅酸盐水泥的矿物组成及各成分对水泥性质的影响；理解硅酸盐水泥的凝结硬化

过程；了解水泥石的腐蚀与防止措施。 

（2）掌握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

硅酸盐水泥及复合硅酸盐水泥的性质、应用及储运保管。 

（3）了解快硬硅酸盐水泥、白色硅酸盐水泥、膨胀水泥的特点与应用。 

4．混凝土 

（1）了解混凝土的含义、分类；理解混凝土组成材料的作用与基本要求。 

（2）理解砂子粗细程度和颗粒级配的含义、表示方法及细度模数的计算；掌握石子颗粒级

配的含义、表示方法及最大粒径的确定方法。 

（3）理解混凝土拌合物和易性的含义及其对混凝土质量的影响；掌握混凝土和易性的影响

因素及改善措施。 

（4）理解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和强度等级的含义；掌握影响混凝土强度的因素及提高强

度的措施。 

（5）掌握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因素及提高耐久性的措施。 

（6）理解常用混凝土外加剂的作用效果与应用。 

（7）掌握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基本要求和三个重要参数的确定原则；掌握初步配合比

和施工配合比的计算。 

5．砂浆 

（1）了解砂浆的含义、分类、作用及适用范围。 

（2）理解砌筑砂浆的组成材料要求；掌握砌筑砂浆的技术性质。 

6．建筑钢材 

（1）了解钢材的分类、主要化学成分对钢材性能的影响。 

（2）理解钢材的力学性质、工艺性能指标的含义；了解钢材的冷加工、时效及应用。 

（3）理解建筑常用钢筋、钢丝、钢绞线的品种及应用；理解钢筋牌号的含义。 

7．防水材料 

（1）了解防水材料的分类及应用。 

（2）了解石油沥青的组分；掌握石油沥青的技术性质、标准及选用。 

（3）了解防水卷材的分类；理解防水卷材的储存、运输及保管；掌握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的特性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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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常用防水涂料的性能特点及选用。 

知识模块 5．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1．建筑工程流水施工 

（1）理解依次施工、平行施工、流水施工的概念、特点和适用工程。 

（2）掌握流水施工主要参数的分类、概念和确定方法（计算流水节拍时仅掌握定额计算法）。 

（3）掌握流水施工三种组织方式的基本特点及组织步骤。 

2．建筑施工网络计划技术 

（1）了解网络计划的基本原理、作用、分类及特点。 

（2）掌握双代号网络图的组成、表示方法、绘制基本规则和要求；掌握双代号网络图的绘

制、时间参数的计算、关键线路和关键工作的确定。 

（3）掌握时标网络图的绘制、时间参数的计算、关键线路和关键工作的确定。 

（4）了解网络计划优化的分类和作用。 

3．建筑施工准备工作 

（1）理解施工准备工作的分类及内容。 

（2）了解原始资料调查的概念、目的及主要内容。 

（3）掌握技术资料准备和施工现场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 

4．建筑施工组织设计 

（1）理解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及主要内容；了解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程序和步骤。 

（2）理解施工方案的主要内容；掌握施工顺序和施工流向的确定、施工机械的选择、施工

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方法。 

（3）理解施工进度计划的作用、编制依据；掌握施工进度计划编制步骤。 

（4）掌握施工平面图设计的内容、依据和基本原则；理解施工平面图设计的步骤。 

知识模块 6.建筑施工技术与机械  

1．土方工程  

（1）了解土方工程的特点和分类；了解土的工程分类；掌握土的工程性质、土的可松性计  

算。  

（2）掌握基坑、基槽土方量的计算；掌握方格网法场地平整土方量的计算。  

（3）掌握土方开挖的施工准备工作与辅助工作。  

（4）掌握基坑、基槽土方开挖方法。  

（5）掌握常用土方施工机械的适用范围、挖土特点、挖土方式；理解推土机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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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6）掌握土方填筑与压实的方法和要求。  

2．桩基础工程  

（1）了解桩的作用、分类与特点。  

（2）了解钢筋混凝土预制桩的制作；理解打桩的施工工艺。  

（3）了解混凝土灌注桩成孔前的施工准备工作；理解钻孔、套管成孔灌注桩的施工工艺。  

3．砌筑工程  

（1）理解脚手架的作用、要求及安全措施；掌握钢管扣件式脚手架的构造、搭设及拆除要  

求。  

（2）理解砖砌体的施工工艺。  

（3）掌握混凝土空心砌块砌体、加气混凝土砌块砌体的施工工艺和技术要求；理解粉煤灰  

实心砌块砌体的施工工艺及技术要求。  

（4）掌握砌筑工程的安全技术要求。  

4．钢筋混凝土工程 

（1）掌握模板的作用及要求；理解组合钢模板的组成、模板支设及拆除的技术要求。  

（2）掌握钢筋进场检验；掌握钢筋加工工艺和连接技术；掌握钢筋配料计算方法（执行国  

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6G101）。  

（3）了解混凝土的制备要求；掌握混凝土的运输、浇捣与养护的施工工艺和技术质量要求。  

（4）掌握钢筋混凝土工程的施工质量检查和施工安全技术要求。  

5．防水工程  

（1）了解沥青卷材防水屋面的材料及质量要求；了解沥青卷材防水屋面施工的做法和技术  

要求。  

（2）掌握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的材料及施工方法。  

（3）理解地下防水工程卷材防水的施工方法；掌握防水混凝土的施工工艺及要求。  

（4）掌握防水工程安全技术要求。   

6．混凝土工程冬季与雨季施工  

（1）理解混凝土工程雨季施工的技术要求。  

（2）理解混凝土结构工程冬季施工的规范规定。  

（3）理解混凝土冬季施工的一般原理、施工方法、适用范围及材料要求。  

（4）掌握混凝土结构工程冬季施工工艺及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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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模块 7.建筑结构  

1. 钢筋和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1）掌握钢筋和混凝土共同工作的原理。  

（2）理解钢筋的品种和牌号、力学性能和计算指标。  

（3）理解混凝土的强度和计算指标。 

（4）理解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 

2．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1）了解建筑物中常用的受弯构件；掌握板的配筋构造要求。  

（2）理解梁截面尺寸的构造要求；掌握梁的配筋构造要求。  

（3）理解混凝土保护层的概念；掌握截面有效高度的计算；理解钢筋锚固长度的确定；理

解钢筋的连接。 

（4）了解受弯构件正截面的破坏形式；理解适筋梁工作的三个阶段；掌握单筋矩形截面梁

正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5）了解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斜裂缝的形成；理解矩形截面梁沿斜截面破坏的三种形式。  

3．钢筋混凝土受压构件  

（1）了解受压构件的分类；掌握钢筋混凝土受压构件的构造要求。  

（2）理解轴心受压柱破坏特征；掌握轴心受压构件承载力的计算。  

（3）了解偏心受压构件的破坏形态及分类。 

4．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基本知识  

（1）了解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概念。  

（2）了解施加预应力的方法。  

（3）了解预应力损失的特点及其组合。 

5．多层及高层建筑  

（1）理解多层及高层房屋常用的结构类型和特点。  

（2）了解钢筋混凝土楼盖的分类及特点。  

（3）了解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梯的结构类型及特点。  

（4）理解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钢筋构造要求。 

二、试题题型 

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综合应用题、作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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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专业技能考试标准 

技能模块 1.CAD 绘图 

1．技术要求 

（1）按照国家现行标准有关规定，能正确表达图幅、图框、标题栏、图线、字体、比例、

符号、图例、图样画法、定位轴线、尺寸标注等内容。 

（2）能设置 CAD 基本绘图环境，包括：图层、颜色、线型及比例、文字样式、标注样式和

多线样式等。 

（3）能绘制几何图形。 

（4）能根据形体的两面投影图，补绘第三面投影图。 

（5）能绘制形体正等轴测图。 

（6）能绘制形体的剖面图和断面图。 

（7）能绘制建筑物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详图(楼梯、墙身等)。 

（8）根据给定图纸内容及条件，能绘制指定构件的横断面配筋图。 

（9）能正确保存绘图文件。 

2．设备及工具 

现场提供：计算机（Windows 操作系统、ZWCAD2022教育版、搜狗拼音输入法），配套图纸。 

考生自带：黑色签字笔等。 

技能模块 2. 平法识图  

1．技术要求 

（1）能掌握柱、梁、有梁楼盖板、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能识读柱、梁、有梁楼盖板、独立基础平法标准构造详图。 

（3）能识读抗震框架柱钢筋构造图。 

（4）能识读抗震楼层框架梁钢筋构造图。 

（5）能绘制框架柱、框架梁截面钢筋排布图。 

（6）能计算抗震框架柱钢筋长度。 

（7）能计算抗震楼层框架梁钢筋长度。 

2．设备及工具 

考场提供：配套图纸、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16G101 相关内容。 

考生自带：黑色签字笔、铅笔、橡皮、三角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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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模块 3. 建筑工程识图  

1．技术要求 

（1）能识读形体的三视图、剖面图和断面图。 

（2）能识读常用符号、图例。 

（3）能识读建筑施工图，包括建筑设计总说明、总平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建 

筑详图（楼梯和墙身）。 

（4）能识读结构施工图，包括结构设计总说明、基础、柱、梁、板等平法施工图和结构详 

图。 

（5）能掌握柱、梁、有梁楼盖板、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16G101）。 

（6）能识读柱、梁、有梁楼盖板、独立基础平法标准构造详图（16G101）。 

2．设备及工具 

现场提供：计算机（Windows 操作系统、ZW建筑工程识图软件）、配套图纸。 

考生自带：黑色签字笔等。 

技能模块 4.混凝土算量 

1.技术要求 

（1）能根据建筑工程识图基本原理与方法识读建筑、结构施工图。 

（2）能识读建筑工程常用建筑材料图例。 

（3）能根据现浇混凝土柱工程量计算规则，准确计算现浇混凝土框架柱工程量。 

（4）能根据现浇混凝土梁工程量计算规则，准确计算现浇混凝土框架梁工程量。 

2.设备及工具 

现场提供：《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 版）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相关内容、配套图纸。 

考生自带：黑色签字笔、铅笔、橡皮、三角板等。 

技能模块 5.BIM 钢筋算量  

1．技术要求 

（1）能根据图纸信息和给定题目条件新建工程。 

（2）能准确建立楼层，调整工程设置。 

（3）能正确绘制正交轴网。 

（4）能正确定义构件并输入钢筋信息。 

（5）能完整绘制指定构件（如独立基础、筏板基础、框架柱、框架梁、板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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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准确计算出框架结构的钢筋工程量并导出报表。  

（7）能正确保存文件。 

2．设备及工具 

现场提供：计算机（Windows 操作系统、BIM 土建计量平台 GTJ2021）、配套图纸、国家建

筑标准设计图集 16G101 相关内容。 

考生自带：黑色签字笔等。 

技能模块 6.水准测量 

1.技术要求 

（1）熟悉水准仪的基本操作方法。 

（2）能对水准仪进行常规检验。 

（3）能进行普通水准测量的外业施测。 

（4）能进行双仪器高法测站检核和计算检核。 

（5）能进行水准路线成果计算。 

（6）测量成果精度符合普通水准测量技术要求。 

2.设备及工具 

现场提供：木质双面水准尺、辅助立尺员、硬质室外场地、记录板、记录表、成果计算表。 

考生自带：自动安平水准仪 1套（包含仪器和三脚架）、黑色签字笔、铅笔、橡皮、削笔刀、

非编程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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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普通水准测量记录表 

测站 
观测 

次数 
点号 

水准尺读数/m 高差 

h/m 

高差较

差/mm 

平均高差

ℎ
̅
/m 

备注 
后视（a） 前视（b） 

1 

第一次 
   

 

   
   

第二次 
   

 
   

 

 
   

 

   
   

 
   

 
   

 

 
   

 

   
   

 
   

 
   

计算

检核 

∑       

1

2
(∑𝑎 − ∑𝑏) =                         

1

2
∑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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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准测量成果计算表 

点号 
测站数 实测高差 高差改正数 改正后高差 高程 

备注 
𝑛𝑖 ℎ𝑖/m 𝑣𝑖/m ℎ𝑖

′/m 𝐻𝑖/m 

 
    

  

   

    

   

    
   

∑       

辅助计算 
𝑓
ℎ
= 

𝑓
ℎ允

= 

 

技能模块 7.导线测量 

1.技术要求 

（1）能正确安置全站仪。 

（2）熟悉全站仪的操作规程。 

（3）能按照测回法测量要求进行水平角的观测、记录和计算。 

（4）能用全站仪测量距离。 

（5）能进行图根导线（闭合导线）测量及内业计算。 

（6）测量成果精度符合图根导线测量的各项技术要求。 

2.设备及工具 

现场提供：测钎、辅助人员、硬质室外场地、记录板、记录表、计算表。 

考生自带：全站仪一套（主机、三脚架、单棱镜组等设备）、黑色签字笔、铅笔、橡皮、削

笔刀、非编程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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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导线测量记录表 

测

站 

目

标 

竖盘 

位置 

水平度盘读数 

（° ″） 

半测回角值 

（°′″） 

一测回角值 

（°′″） 

距离 

（m） 
备注 

 

 
左 

 
 

 

边长名：         

第一次：        

第二次：        

平  均：        

 
  

 
右 

 
 

  

 

 
左 

 
 

 边长名：         

第一次：        

第二次：        

平  均：        

 
  

 
右 

 
 

  

  
左 

 
 

 边长名：         

第一次：        

第二次：        

平  均：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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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导线测量成果计算表 

点

号 

观测角 

（°′″） 

角度 

改正数

（″） 

改正后 

观测角 

（°′″） 

坐标方位角 

（°′″） 

边长

（m） 

坐标增量Δx 

（m） 

坐标增量Δy 

（m） 

坐标 

（m） 
点

号 

计算值 改正数 改正后 计算值 改正数 改正后 x y 

    
        

   

       

        

       

        

       

        
      

 

∑               

辅

助

计

算 

𝑓𝛽=                                            𝑓𝛽允 = 

𝑓𝑥 =                                            𝑓𝑦 =                               

𝑓𝐷=               

K =
1

∑𝐷
𝑓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