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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B_B7_E5_B8_88_E8_c56_89940.htm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安装工程部分）模拟试题 一、单选 1、补偿管道热伸长技术

措施有自然伸长补偿和伸缩的补偿。对室内热水供应管道长

度超过（ ）时，一般应设套管伸缩器或方形补偿器。 A、20

m B、40 m C、80 m D、100 m 答案：B 分析：补偿管道热伸长

技术措施有自然伸长补偿和伸缩的补偿。对室内热水供应管

道长度超过40m时，一般应设套管伸缩器或方形补偿器。 2、

在流水施工参数中，施工过程、施工过程数属于( )。 A．工

艺参数 B．时间参数 C．空间参数 D．组织参数 答案：A 分

析：在组织工程项目流水施工时，用以表达流水施工在施工

工艺上的开展顺序及其特点的参数，均称为工艺参数。它包

括施工过程和施工过程数。 3、设备清洗中除应遵循常规的

技术要求外，还应注意加工表面的锈蚀处，用油无法擦去时

，可用棉布蘸（ ）擦去。 A、酒精 B、香蕉水 C、丙酮 D、

醋酸 答案：D 分析：干油可用煤油清洗。防锈漆可使用香蕉

水、酒精、松节油、丙酮清洗。加工表面的锈蚀处，用油无

法擦去时，可用棉布蘸醋酸擦掉；除锈后用石灰水擦拭中和

，最后用干净棉纱或布擦干。 4、定额载重量在 3000kg以上

的刚性滑动导轨的制作材料是（ ）。 A、塑料 B、铁 C、合

金 D、铸铁 答案：D 分析：用铸铁制作的刚性滑动导靴的结

构比较简单，被作为额定载重量为3000kg以上，运行速度v

＜0．5m/s的对重导靴。 5、压涂在焊芯表面的涂层称为药皮

，药皮在焊接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作用，其中不包括（ ）。 A.



氧化、氮化作用 B.稳弧作用 C.防止气孔生成作用 D.保证焊缝

机械性能 答案：A 解题要点：药皮是焊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作用十分重要，其主要作用有：防止氧化氮化、防止气孔

产生和脱氧等。 6、（ ）俗称塑料王。 A 高密度聚乙烯 B 聚

四氟乙烯 C聚氯乙烯 D 聚酰胺 答案：A 分析：聚四氟乙烯俗

称塑料王。 7、探测器按灵敏度可分为三级。二级灵敏度的

探测器用于一般客房、宿舍、办公室等是（ ）色。 A、绿色

B、黄色 C、红色 D、蓝色 答案：B 分析：二级灵敏度的探测

器用于一般客房、宿舍、办公室等，是黄色。 8、具有良好

的耐腐蚀性能，特别是耐碱性，并有较好的耐磨性，与金属

有极好的附着力，漆膜有良好的弹性与硬度，此种涂料为( )

。 A．聚氨酯树脂涂料 B．酚醛树脂涂料 C．呋喃树脂涂料 D

．环氧树脂涂料 答案：D 分析：环氧树脂涂料具有良好的耐

腐蚀性能，特别是耐碱性，并有较好的耐磨性，与金属和非

金属(除聚氯乙烯、聚乙烯等外)有极好的附着力，漆膜有良

好的弹性与硬度，收缩率也较低，使用温度一般为90100℃左

右。 9、在下列施工中，应采用Sa2.5除锈级别的工程有( )。 A

．衬胶化工设备内壁防腐 B．搪铅 C．衬玻璃钢 D．衬软聚氯

乙烯板 答案：BC 分析：除锈级别及适用的工程： Sa3级：金

属喷镀、衬胶化工设备内壁防腐蚀涂层。 Sa2.5级：搪铅、衬

玻璃钢、树脂胶泥衬耐酸砖、板，化工设备内壁防腐涂料，

化工防腐蚀材料软聚氯乙烯结衬里。 Sa2级：粘结胶泥衬耐酸

砖、板，油基、沥青基或焦油基涂料。 Sal：衬铅、衬软氯乙

烯板。 10、在涂料中起着溶解成膜物质、调整涂料粘度、控

制涂料干燥速度的物质是（ ）。 A．溶剂 B．颜料 C．油料

D．树脂 答案：A 分析：颜料的作用起填充作用，用来增加



漆膜的厚度；油料起防锈作用，是主要成膜物质；树脂也是

主要成膜物质；而溶剂的作用与题意相符，所以答案为A。

11、木独脚桅杆的最大起重量约为（ ）。 A、10t B、20t C

、30t D、40t 答案：B 分析：木独脚桅杆的起重高度在15m以

内，起重量在20t以下。 12、在管道弯曲部分，方形补偿器以

及管道与泵或其他转动设备连接处，宜采用的保温形式为( )

。 A．胶泥涂抹式 B．保温管板或管壳绑扎式 C．矿渣棉、玻

璃棉填充式 D．玻璃棉毡、石棉绳包裹及缠绕式 答案：D 分

析：在管道弯曲部分，方形补偿器以及管道与泵或其他转动

设备连接处，由于管道伸缩以及泵或设备产生震动，传到管

道上来，绝热结构如果不牢固，时间一长就会产生裂缝，一

致脱落。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采用毡衬或绳状材料。 13、从

第一个专业队投入流水作业开始，到最后一个专业队完成最

后一个施工过程的最后一段工作而退出流水作业为止的整个

延续时间叫做（ ）。 A．流水步距B 持续时间C．工期D．流

水节拍 答案：C 分析：流水节拍是某个专业队在各个施工段

上所必需的持续时间；流水步距是两个相邻施工队进入流水

作业的最小时间间隔；持续时间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而从

题意上可看出，题目所指的只能是工期，故可以判断出答

案C是正确的。 14、焊前预热的目的在于（ ）。 A．增加焊

缝金属与母材间的温度差 B．控制焊缝组织转变，形成马氏

体 C．防止焊接过程中产生裂纹 D．均衡焊接接头初始温度 

答案：C 分析：预热的作用是减少焊缝金属与母材间的温度

差，答案A显然是错误的；控制焊缝组织转变，避免形成脆

性马氏体，答案B不正确；预热的目的是减少焊缝金属与母材

间的温差，提高焊接接头初始温度，故答案D也不正确，只



有答案C正确。 15、在皮带运输机安装中，滚筒轴线的水平

度偏差要求为( )。 A；偏差不应大于2／1000 B．偏差不应大

于1／1000 C．偏差不应大 2mm D．偏差不应大于1mm 答案

：B 分析：皮带运输机安装中机架的安装要求滚筒轴线水平

偏差不应大于1／1000。 16、特别适用于测量酸、碱、盐等腐

蚀性液体、矿浆、纸浆和泥浆等液固两相悬浮液、酒和果汁

等食品饮料，自来水以及污水等体积流量的感应式流量仪表

是（ ）。 A、转子流量计 B、椭圆齿轮流量计 C、电容式差

压变送器 D、电磁流量计 答案：D 分析：电磁流量计特别适

用于测量酸、碱、盐等腐蚀性液体、矿浆、纸浆和泥浆等液

固两相悬浮液、酒和果汁等食品饮料，自来水以及污水等体

积流量。 17、、适用于每个房间都需要分别控制室温，而每

个房间冷、热负荷变化情况又不同的多层、多房间建筑的是

（ ）。 A、单风道系统 B、双风道系统 C、全水系统 D、直

接蒸发机组系统 答案：B 分析：双风道系统适用于每个房间

都需要分别控制室温，而每个房间冷、热负荷变化情况又不

同的多层、多房间建筑。 18、熔断器的缺点是（ ）。 A、结

构简单、体积小 B、不能分合操作 C、保护动作可靠 D、价格

便宜、维修方便 答案：B 分析：熔断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

小、价格便宜、维护方便、保护动作可靠和消除短路故障时

间短等优点；但也有如不能分合操作、动作后需更换熔断件

、易造成单相供电等不足之处。 19、在运行速度大于2．0m

／s的电梯中，常采用的导靴为( )。 A．刚性滑动导靴 B．弹

性滑动导靴 C．铸铁滑动导靴 D．滚轮导靴 答案：D 试题评

析：为了减少导靴与导轨之间的摩擦力，节省能量，，提高

乘坐舒适感，在运行速度2．0m／s的电梯中，常采用滚轮导



靴取代弹性滑动导靴。 20、蛇管式换热器、列管式换热器、

夹套式换热器、套管式换热器均属（ ）。 A、混合式换热器

B、蓄热式换热器 C、间壁式换热器 D、中间载热体换热器 答

案：C 分析：蛇管式换热器、列管式换热器、夹套式换热器

、套管式换热器均属间壁式换热器。 21、某项工作有一项紧

前工作而无紧后工作，紧前工作的自由时差为3，本项工作的

自由时差为2，该项工作的总时差应为( )。 A．0 B．1 C．2 D

．5 答案：C 分析：工作总时差的计算：工作总时差是指在不

影响总工期的前提下，本工作可以 利用的机动时间。用TFi-j

表示。 TFi-j=LSi-j-ESi-j TFi-j=LFi-j -EFi-j 工作自由时差的计算

：工作自由时差是指在不影响其紧后工作最早开始时间的前

提下，本工作可以利用的机动时间。 22、在组织流水施工时

，每个专业工作队在各个施工段上完成各自的施工过程所必

须的持续时间，称为（ ）。 A、工期 B、流水节拍 C、流水

步距 D、流水施工 答案：B 分析：在组织流水施工时，每个

专业工作队在各个施工段上完成各自的施工过程所必须的持

续时间，均称为流水节拍。 23、机床主要是按加工性质和（ 

）进行分类。 A、所用刀具 B、机床外形 C、加工物品名称 D

、加工方式 答案：A 分析：机床主要是按加工性质和所用刀

具进行分类。 24、含碳量小于（ ）（重量）的合金称为钢。

A 1．12％ B 1．22％ C 2．11％ D 2．12％ 答案：C 分析：含

碳量小于2．11％（重量）的合金称为钢 25、铜对大气和水的

抗蚀能力很强，它是一种（ ）。 A．结构材料B．抗磁材料C

．对大气、水和酸抗蚀能力很强的材料D 高强度材料 答案

：B 分析：铜能够抗大气和水的腐蚀，但不耐酸的腐蚀，故

答案C不正确。铜的塑性很好，容易成形但强度不高，不宜



作结构材料，故答案A和D不正确。只有答案B是正确的。 26

、在比较短的水平距离内，提升到较高的位置，通常采用（ 

）。 A、带式输送机 B、螺旋输送机 C、振动输送机 D、提升

输送机 答案：D 分析：在比较短的水平距离内，提升到较高

的位置，通常采用提升输送机，包括斗式提升机、斗式输送

机、转斗式输送机和吊斗提升机等几种类型。 27、焊缝边缘

上未与基本金属熔合的堆积金属叫（ ）。 A．咬边B．焊瘤C 

弧焊D、电弧擦伤 答案：B 分析：焊缝边缘上未与基本金属

熔合的堆积金属叫焊瘤。焊瘤下面常有未焊透存在。故答案

为B。 28、换热设备主要是用于完成介质间热量交换的压力

容器，主要设备有（ ）。 A、蒸发器 B、洗涤器 C、变换炉

D、过滤器 答案：A 分析：BD属于分离设备，C属于反映设

备。 29、泵的型号表示法中冷凝水泵的材料代号是（ ）。 A

、JQ B、F C、ZLQ D、FY 答案：A 分析：泵的型号表示法中

冷凝水泵的材料代号是JQ。 30、工程量计算规则中减压阀直

径按（ ）计算。 A．高压侧 B．低压侧 C．平均压力 D 平均

直径 答案：A 分析：减压阀直径按高压侧计算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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