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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工程管理与实务 ※2K31000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技术 

※2K311000 城市道路工程 ※2K311010 城市道路的级别、类别

和构成 2K311011 掌握城市道路构成 2K311012 熟悉城市道路的

级别与类别 ※2K311020 城市道路路基工程 2K311021 掌握城市

道路路基成型和压实要求 2K311022 熟悉地基加固处理方法 设

为首页 ※2K311030 城市道路基层工程 2K311031 掌握不同基层

施工技术要求 2K311032 熟悉土工合成材料施工要求 

※2K311040 沥青混凝土面层工程 2K311041 掌握沥青混凝土路

面施工工艺要求 2K311042 了解沥青混凝土（混合料）组成和

对材料的要求 ※2K311050 水泥混凝土路面工程 2K311051 掌握

水泥混凝土道路的构造 2K311052 掌握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施工

要求 ※2K312000 城市桥涵工程 ※2K312010 城市桥梁工程基坑

施工技术 2K312011 掌握明挖基坑施工技术要求 2K312012 掌握

各类围堰施工技术要求 ※2K312020 城市桥梁工程基础施工技

术 2K312021 掌握沉人桩施工技术要求 2K312022 掌握钻孔灌注

桩施工技术要求 ※2K312030 城市桥梁工程下部结构施工技术

2K312031 掌握现浇混凝土墩台施工技术要求 2K312032 掌握现

浇混凝土盖梁施工技术要求 ※2K312040 城市桥梁工程上部结

构施工技术 2K312041 掌握预制混凝土梁（板）安装的技术要

求 2K312042 掌握预应力材料与锚具的正确使用 2K312043 熟悉

现浇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连续梁施工技术要求 2K312044 了解钢



梁安装的技术要求 ※2K312050 管涵和箱涵施工技术 2K312051 

掌握管涵施工技术要求 2K312052 了解箱涵顶进技术要求 

※2K313000 城市轨道交通和隧道工程 ※2K313010 深基坑支护

及盖挖法施工 2K313011 掌握深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要求

2K313012 掌握地下连续墙施工技术 2K313013 掌握盖挖法施工

技术 ※2K313020 盾构法施工 2K313021 掌握盾构法施工要求

2K313022 了解盾构机型的选择 ※2K313030 喷锚暗挖法施工

2K313031 掌握喷锚暗挖法施工技术要求 2K313032 熟悉小导管

注浆加固土体技术 2K313033 熟悉管棚的施工要求 ※2K313040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2K313041 熟悉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形式

2K313042 了解地铁区间隧道的特征 ※2K314000 城市给水排水

工程 ※2K314010 给水排水厂站施工 2K314011 掌握沉井施工技

术要求 2K314012 掌握现浇混凝土水池施工技术 2K314013 掌握

构筑物满水试验的规定 2K314014 了解泵站工艺流程和构成

2K314015 了解给水排水厂站工艺管线施工与设备安装 

※2K314020 给水排水工程 2K314021 熟悉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流

程 2K314022 了解给水处理工艺流程 ※2K315000 城市管道工程

※2K315010 城市给水排水管道施工 2K315011 掌握开槽埋管施

工技术要求 2K315012 熟悉普通顶管施工工法 2K315013 熟悉柔

性管道施工工艺 2K315014 了解管道交叉处理方法 ※2K315020 

城市热力管道施工 2K315021 掌握城市热力管道施工要求

2K315022 熟悉城市热力管网的分类和主要附件 ※2K315030 城

市燃气管道施工 2K315031 掌握城市燃气管道安装要求

2K315032 熟悉城市燃气管道的分类和主要附件 2K315033 了解

城市燃气管网调压站附属设施 ※2K316000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

工程 ※2K316010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施工 2K316011 熟悉泥



质防水层及膨润土垫（GCL）的施工要求 2K316012 熟悉聚乙

烯（HDPE）膜防渗层的施工要求 ※2K317000 城市园林绿化

工程 ※2K317010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2K317011 熟悉城市绿

化工程施工要求 2K317012 了解园林假山工程施工要求 

※2K32000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管理实务 ※2K320010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项目成本管理 2K320011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项目

目标成本责任制的内容 2K320012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项目

目标成本计划的编制 2K320013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项目目

标成本的分解 2K320014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项目目标成本

分析 ※2K32002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项目合同管理 2K320021 掌

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项目合同管理的规定 2K320022 掌握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项目合同管理的内容 2K320023 掌握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索赔的程序 ※2K320030 市政公用工程预算 2K320031 掌

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预算编制的依据和方法 2K320032 熟悉

市政公用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2K32004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项目现场管理 2K320041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现场管理内容和要

求 2K320042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文明施工要求 ※2K320050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实施与总结 2K320051 掌握市

政公用工程横道图和网络计划图的编制 2K320052 掌握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进度控制的实用措施 2K320053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进度报告的编制要求 2K320054 熟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进

度总结的编制要求 ※2K320060 城市道路工程前期质量控制

2K320061 掌握城市道路工程前期工作要求 2K320062 掌握城市

道路施工准备的内容与要求 2K320063 掌握城市道路工程施工

方案与质量计划编制 ※2K320070 道路施工质量控制 2K320071 

掌握无机结合料稳定基层的质量控制要求 2K320072 掌握沥青



混凝土面层施工质量控制要求 2K320073 掌握水泥混凝土路面

施工质量控制要求 2K320074 熟悉压实度的测定方法和评定标

准 ※2K320080 道路工程季节性施工质量控制要求 2K320081 掌

握道路雨期施工质量控制要求 2K320082 熟悉道路冬期施工质

量控制要求 ※2K320090 城市桥梁工程前期质量控制 2K320091 

掌握城市桥梁工程施工准备的内容 2K320092 掌握城市桥梁工

程施工方案与质量计划编制 ※2K320100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质

量控制 2K320101 掌握城市桥梁工程钻孔灌注桩质量事故预防

及纠正措施 2K320102 掌握城市桥梁工程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的

质量控制要求 2K320103 掌握城市桥梁工程预应力张拉质量控

制要求 2K320104 掌握城市桥梁工程先张法和后张法施工质量

的过程控制 2K320105 熟悉桥梁混凝土工程季节性施工的技术

要求 ※2K320110 城市给水结构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2K320111 掌

握给水结构工程的施工方案与质量计划编制 2K320112 了解滤

池滤板、滤料施工质量控制 ※2K320120 城市排水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控制 2K320121 掌握城市排水结构工程施工方案与质量

计划编制 2K320122 掌握防止混凝土构筑物裂缝的控制措施 

※2K320130 城市热力管道施工质量控制 2K320131 掌握城市热

力管道施工质量验收要求 2K320132 熟悉城市热力管道焊缝质

量检验要求 ※2K320140 市政公用工程安全生产保证计划编制

、隐患与事故处理 2K320141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安全生产保证

计划的作用和编制内容 2K320142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安全隐患

与事故处理原则 2K320143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安全隐患与事故

处理程序 2K320144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重大事故的分级 

※2K320150 职业健康安全控制 2K320151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安全控制的重点对象 2K320152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



控制中总包方和分包方责任分工 2K320153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

职业健康安全设施的内容 ※2K320160 明挖基坑施工安全控制

2K320161 掌握防止基坑坍塌、淹埋的安全措施 2K320162 掌握

防止开挖过程损伤地下管线的安全措施 2K320163 熟悉基坑施

工安全监控量测的内容和方法 ※2K320170 桥梁工程施工安全

控制 2K320171 掌握桥梁工程沉人桩施工安全措施 2K320172 掌

握桥梁工程钻孔灌注桩施工安全措施 2K320173 掌握桥梁工程

模板支架搭设及拆除安全措施 2K320174 掌握桥梁工程吊装作

业安全措施 ※2K320180 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安全控制

2K320181 掌握生活垃圾渗沥液渗漏的检验方法 2K320182 熟悉

垃圾填埋场选址准则 ※2K320190 市政公用工程技术资料的管

理方法 2K320191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技术资料的内容和编

制要求 2K320192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技术资荆筲强姒

2K320193 熟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技术资料的组卷方法 

※2K330000 市政公用工程相关法规及规定 ※2K331000 市政公

用工程相关法规 ※2K331010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

第198号令）有关规定 2K331011 掌握道路与其他市政公用设

施建设应遵循的施工建设原则 2K331012 掌握关于占用或挖掘

城市道路的管理规定 ※2K331020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

第100号令）有关规定 2K331021 掌握保护城市绿地的规定

2K331022 掌握保护城市的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的规定 

※2K331030 《绿色施工导则》的有关规定 2K331031 掌握施工

中节材、节水、节能和节地的有关规定 2K331032 掌握施工中

做好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2K331040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2K331041 掌握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所应提交的文件 2K331042 熟悉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进行备案的规定 ※2K332000 市政公用

工程相关规定 ※2K332010 《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

2K332011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范围 

※2K332020 《市政公用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

准》 2K332021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规模标准 2K332022 熟悉工程

规模标准界定原则 ※2K332030 《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签

章文件目录》 2K332031 掌握注册建造师签章的法规规定

2K332032 掌握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签章文件填写要求 考

试样题 一、选择题（请根据背景选择正确的答案。单项选择

题每题1分，每题4个备选项，其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多项

选择题每题2分，每题5个备选项，其中有2个或者2个以上符

合题意，至少1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

个选项得0.5分） 【背景】 某承包单位承接了某城市主干路水

泥混凝土面层施工任务。设计板厚24cm，双层钢筋网片，采

用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拌制的碎石混凝土。采用小型机具摊

铺，施工时平均气温为20℃。 1．为便于振捣，混凝土摊铺坍

落度控制在1～4cm，水灰比为0.46，水泥用量为320k9／m3. 2

．为便于卸料，在浇筑混凝土板体时，钢筋网片分上、下两

层安装。 3．为减少模板投入，每次混凝土浇筑成活养生一

天后拆模，以加快模板周转。 【问题】 1．根据规范规定，

下述用于本水泥混凝土面层的混凝土配合比技术要求错误的

有（ ）。 A．摊铺坍落度控制在1～4cm B．摊铺坍落度控制

在0～2.0cm C．水灰比为0.46 D．水泥用量为320k9／m3 E．

最大水灰比不应大于0.44 答案：A、C 2．背景材料中钢筋网

片的安放顺序为（ ）。 A．浇混凝土5cm、安放钢筋网、浇



混凝土15cm、安放钢筋网、浇混凝土4cm B．浇混凝土5cm、

安放钢筋网和焊架立筋、浇混凝土13cm、焊接钢筋网、浇混

凝土6cm C．两层钢筋网片间设架立筋，扎成骨架，一次安放

在基层上，再浇混凝土至板厚 D．浇混凝土5cm、将扎成骨架

的两层钢筋网片一次安放就位，再浇混凝土至板厚 答案：D 3

．本水泥混凝土面层允许拆模时间为（ ）。 A．30h B．28h

C．26h D．24h 答案：A 4．本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养护时间不

宜少于（ ）d. A．28 B．21 C．14 D．7 答案：C 5．本水泥混

凝土路面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应满足的要求有（ ）。 A

．应保证混凝土的设计强度、耐磨、耐久及拌合物的和易性

B．在冰冻地区还要符合抗冻性要求 C．按弯拉强度作配合比

设计，以抗压强度作强度检验 D．按抗压强度作配合比设计

，以抗折强度作强度检验 E．水泥用量不小于300／m3 答案

：A、B、C、E 二、案例题（本题20分。请根据背景材料，按

要求作答） 某工程公司承建一座采用泥质防渗工艺的生活垃

圾填埋场，设计日消纳量800t. （1）项目经理部根据质量计划

对确定的材料供应商进行招标采购膨润土，采购部门审查了

中标供应商的产品三证和产品试验报告，认为符合要求，决

定立即从该供应商进货。 （2）项目技术负责人根据本单位

已圆满完成的多个大型填埋场的经验，认为元需再作施工技

术交底，在收到膨润土材料后，立即令各施工队按图开展泥

质防渗层施工作业，对本场地土与膨润土掺量的最佳配合比

采用上一个同类工程的配合比。 （3）项目部在泥质防渗层

施工过程中实行了分层压实。因当时质检人员少，施工面大

，项目技术负责人同意每两层检验一次压实度。但填埋场投

入使用后的渗漏检验结果表明，该填埋场发生了渗滤液渗漏



现象。 问题： 1．项目经理部在膨润土采购问题上的做法，

哪些对？哪些不对？ 2．请指出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在技术交

底上的错误做法。 3．请指出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在配合比确

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4．请指出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在压实度

检验方面存在的问题。 答案： 1．项目经理部按质量计划，

对确定的材料供应商进行招标采购的做法对；但只审查了中

标供应商的产品三证和产品试验报告是不够的，还应请监理

工程师对膨润土取样、检验或见证取样进行检验，检验合格

后方可进货。 2．项目部技术负责人以过去的经验为准，未

对全体施工人员作技术交底，又无书面交底材料，便组织泥

质防渗层施工作业是错误的。 3．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在配合

比确定方面存在的问题是： 膨润土的掺量以及“最佳配合比

”是采用上个工程的数值，因此，该配合比就不是本工程的

最佳配合比，可能会产生泥质防渗层成本增加和防渗性能不

符合标准的问题。 4．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在压实度检验方面

存在的问题是： 项目技术负责人擅自同意隔一层测一层压实

度，造成大批压实情况漏测，质量控制未做到“同步检验”

。 09年全国二级建造师考试教材及大纲变化简介 08年二级建

造师各科目考试大纲汇总 百考试题热荐： 09年百考试题二级

建造师网校辅导开始招生了。本次辅导由权威辅导专家赵彦

玲，刘国通，黄志勇，师树东等担任主讲，全部采用视频授

课的形式呈现给广大学员，考生可以随时报名参加学习，所

有课程自付费之日起都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多次反复学习，直

到当期考试结束后两周关闭。点击进入课程免费试听gt. 欢迎

进入：二级建造师免费在线考试题库 点击进入论坛免费下载

更多复习资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