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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通用知识 

第一章 熟悉国家工程建设及电力建设相关法律法规 

第一节 建筑法 

一、从业资格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  

（二）有与其从事的建筑活动相适应的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所应有的技术装备；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

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

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十四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

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二、建筑安全生产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责

任制度和群防群治制度。  

第三十七条 建筑工程设计应当符合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的建筑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保证工程的安

全性能。  

第三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建筑工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

措施；对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应当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第三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有条件的，

应当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  

施工现场对毗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特殊作业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安全

防护措施。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建筑施工企业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管线资料，建筑施工企业应当

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第四十一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控制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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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的措施。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  

（一）需要临时占用规划批准范围以外场地的；  

（二）可能损坏道路、管线、电力、邮电通讯等公共设施的；  

（三）需要临时停水、停电、中断道路交通的；  

（四）需要进行爆破作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报批手续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并依法接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安

全生产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建筑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  

第四十五条 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

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第四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安全生产的教育

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四十七条 建筑施工企业和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建筑

行业安全规章、规程，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作业人员有权对影响人身健康的作业程序和作业

条件提出改进意见，有权获得安全生产所需的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对危及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的行为

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从事危险作

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第四十九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

者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第五十条 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

负责。  

第五十一条 施工中发生事故时，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二条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建筑工程安全标准的要求，具体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有关建筑工程安全的国家标准不能适应确保建筑安全的要求时，应当及时修订。  

第五十三条 国家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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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

作业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对建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提出的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应当予以拒

绝。  

第五十五条 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的，工程质量由工程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分

包给其他单位的，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与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包单位的

质量管理。  

第五十六条 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第五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工程设计的修改由原

设计单位负责，建筑施工企业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第五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六十条 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  

建筑工程竣工时，屋顶、墙面不得留有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对已发现的质量缺陷，建筑施工

企业应当修复。  

第六十一条 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

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  

第六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进行检举、控告、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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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力法 

一、电力建设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活动。 

第四条 电力设施受国家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危害电力设施安全或者非法侵占、使用电能。 

第五条 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应当依法保护环境，采取新技术，减少有害物质排放，防治

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 

第七条 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电力

管理部门的监督。 

第十一条 城市电网的建设与改造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划，安

排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 

第十四条 电力建设项目应当符合电力发展规划，符合国家电力产业政策。 

电力建设项目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和技术。 

第十五条 输变电工程、调度通信自动化工程等电网配套工程和环境保护工程，应当与发电工程项

目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同时投入使用。 

二、电力设施保护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在电力设施周围进行爆破及其他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

保护的规定，经批准并采取确保电力设施安全的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第五十三条 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

物，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在依法划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前已经种植的植物妨碍电力设施安全的，应当修剪或者砍伐。 

第五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

作业时，应当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第五十五条 电力设施与公用工程、绿化工程和其他工程在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中相互妨碍时，有

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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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安全生产法 

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

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四）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五）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七）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

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安全生产

责任制的落实。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

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

担责任。 

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

产费用在成本中据实列支。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

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后制定。 

第二十一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

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

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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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依法履行职

责。 

生产经营单位作出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决策，应当听取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意见。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

立的劳动合同。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告知主管

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

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

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

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

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

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

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必须了解、掌握其安全

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

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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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第三十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第三十一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必

须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

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

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三十三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

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第三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

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第三十九条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

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禁止锁闭、

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 

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

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

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

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

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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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

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

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

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

当及时督促整改。 

第四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抢救，并不得在

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第四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国家鼓励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

止职业危害的事项，以及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的事项。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

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第五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

事故应急措施，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 

第五十一条 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

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第五十二条 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

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在前款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或者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

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第五十三条 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

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第五十四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

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第五十五条 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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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第五十六条 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

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五十七条 工会有权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

用进行监督，提出意见。 

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纠正；

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发现事故隐患时，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从业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生产经营单位建议组织从业人员

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作出处理。 

工会有权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十八条 生产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被派遣劳动者享有本法规定的从业人员的权利，并应

当履行本法规定的从业人员的义务。 

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

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

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

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

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

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以下统称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六十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

作出书面记录，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拒绝签字的，检查人

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第六十七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

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行，及时消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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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经本部门

主要负责人批准，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

爆炸物品等措施，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停止供电措施，除有危及生产安全的紧急情

形外，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行政决定、采取相应措施消除

事故隐患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解除前款规定的措施。 

第六十九条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对其作出

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结果负责。 

第七十五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生产

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告，并通报

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金融机构。 

四、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七十六条 国家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在重点行业、领域建立应急救援基地和应急救

援队伍，鼓励生产经营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提

高应急救援的专业化水平。 

第七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七十九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

工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组织；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可以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但应当指定兼职的

应急救援人员。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

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第八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

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第八十一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报

事故情况。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事故情况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

者迟报。 

第八十二条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负责人接到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后，应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要求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抢救。 

参与事故抢救的部门和单位应当服从统一指挥，加强协同联动，采取有效的应急救援措施，并根

据事故救援的需要采取警戒、疏散等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灾害的发生，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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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事故抢救过程中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或者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配合事故抢救，并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第八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经调查确定为责任事故的，除了应当查明事故单位

的责任并依法予以追究外，还应当查明对安全生产的有关事项负有审查批准和监督职责的行政部门的

责任，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依法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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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条例 

一、施工单位安全责任的有关规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

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

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

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

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应当用于施

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 

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完成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

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 

分包单位应当服从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分

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第二十五条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

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对下列

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

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实施，由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 

（一）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 

（二）土方开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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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板工程； 

（四）起重吊装工程； 

（五）脚手架工程； 

（六）拆除、爆破工程； 

（七）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对前款所列工程中涉及深基坑、地下暗挖工程、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还应当

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工程的标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

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

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

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变化，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

工措施。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做好现场防护，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或者按照

合同约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将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与作业区分开设置，并保持安全距离；办公、

生活区的选址应当符合安全性要求。职工的膳食、饮水、休息场所等应当符合卫生标准。施工单位不

得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 

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安全使用要求。施工现场使用的装配式活动房屋应当具有产

品合格证。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对因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应当采

取专项防护措施。 

施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施工现场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粉尘、

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振动和施工照明对人和环境的危害和污染。 

在城市市区内的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围挡。 

第三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制定用火、

用电、使用易燃易爆材料等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设置消防通道、消防水源，配备消防

设施和灭火器材，并在施工现场入口处设置明显标志。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并书面告知危险岗位的

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作业人员有权对施工现场的作业条件、作业程序和作业方式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提出批评、检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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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在施工中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作业人员有权立即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必要的应急措

施后撤离危险区域。 

第三十三条 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

用具、机械设备等。 

第三十四条 施工单位采购、租赁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应当具有生产(制

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进行查验。 

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必须由专人管理，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和

保养，建立相应的资料档案，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报废。 

第三十五条 施工单位在使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前，应当组

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验收；使用承租的机械设备和施

工机具及配件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共同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方

可使用。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施工起重机械，在验收前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监

督检验合格。 

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 30日内，

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第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

个人工作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第三十七条 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

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施工单位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当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 

第三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费由施工单位支付。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费。意外

伤害保险期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合格止。 

二、施工单位质量责任和义务的有关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

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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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量

负责。 

第二十七条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

其分包工程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

偷工减料。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

查和记录。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三十一条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

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

责返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

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的有关规定 

1.施工单位应急职责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责任制，

其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全面负责。 

2.应急准备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制

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 

第六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具有科学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明确规定应急组织体系、职责分工以及应急救援程序和措施。 

    第十条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建筑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其中，小型企业或者微型

企业等规模较小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不建立应急救援队伍，但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并且

可以与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 

第十一条 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单位或者兼职应急救援人员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应急救援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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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培训；应急救援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应急救援队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并定期组织训练。 

第十三条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

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

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配备必要的灭火、排水、通风以及危

险物品稀释、掩埋、收集等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第十四条 下列单位应当建立应急值班制度，配备应急值班人员：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

位；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应急知识，

掌握风险防范技能和事故应急措施。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通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系统办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备案手续，报送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情况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但依法需要保密的除外。 

3.应急救援 

第十七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采取下

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救援措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事故情况： 

  （一）迅速控制危险源，组织抢救遇险人员； 

  （二）根据事故危害程度，组织现场人员撤离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 

  （三）及时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 

  （四）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五）根据需要请求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并向参加救援的应急救援队伍提供相关技术

资料、信息和处置方法； 

  （六）维护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急救援措施。 

第二十一条 参加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第二十二条 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

况时，现场指挥部或者统一指挥应急救援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降低或者化解

风险，必要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 

4.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定期组织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未对

从业人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

抢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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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导致发生严重

生产安全事故或者生产安全事故危害扩大，或者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未立即采取相应的应急

救援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报送备案、未建立应急值班制度或者配

备应急值班人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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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与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一、电力企业安全生产责任的有关规定（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发电、输电、供电、电力建设为主营业务并取得相关

业务许可或按规定豁免电力业务许可的电力企业。 

第三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依照本办法，对电力企业的电力运行安全（不包括核安全）、电

力建设施工安全、电力工程质量安全、电力应急、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和电力可靠性工作等方面实施

监督管理。 

第四条 电力安全生产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建立电力企业具

体负责、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 

第七条 电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电力企业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第八条 电力企业应当履行下列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基本职责： 

（一）依照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制定并落实本单位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规

程； 

（二）建立健全电力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和监督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四）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电力安全生产费用，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电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风险预控体系，开展隐患排查及

风险辨识、评估和监控工作，并对安全隐患和风险进行治理、管控； 

（六）开展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七）开展电力安全生产培训宣传教育工作，负责以班组长、新工人、农民工为重点的从业人员

安全培训； 

（八）开展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体系，准确、及时、完整报送电

力可靠性信息； 

（九）建立电力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制定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建

设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制度； 

（十）按照规定报告电力事故和电力安全事件信息并及时开展应急处置，对电力安全事件进行调

查处理。 

第十条 电力建设单位应当对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安全负全面管理责任，履行工程组

织、协调和监督职责，并按照规定将电力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向当地派出机构备案，向相关

电力工程质监机构进行工程项目质量监督注册申请。 

第三十条 电力企业造成电力事故的，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电力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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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通过现场检查发现电力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时，可

以对电力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进行约谈，情节严重的，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条，可以要求其停工整顿，对发电企业要求其暂停并网运行。 

第三十三条 电力企业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时，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可以对其违规情况向

行业进行通报，对影响电力用户安全可靠供电行为的处理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电力企业发生电力安全事件后，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可以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应当将其列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和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并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电力安全事件信息的； 

（二）不及时组织应急处置的； 

（三）未按规定对电力安全事件进行调查处理的。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电力系统，是指由发电、输电、变电、配电以及电力调度等环节组成的电能生产、传输和

分配的系统。 

（二）电力事故，是指电力生产、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电力安全事故、电力人身伤亡事故、发电设

备或输变电设备设施损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电力安全事件，是指未构成电力安全事故，但影响电力（热力）正常供应，或对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构成威胁，可能引发电力安全事故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 

（四）重大安全隐患，是指可能造成一般以上人身伤亡事故、电力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电力设备事故和其他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隐患。 

二、施工单位安全职责的有关规定（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六条 建设单位对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负全面管理责任，具体内容包括：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和管理机制，负责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组织、协调、监督职责； 

（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实施施工现场全过程安全生产管理； 

（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响应和事故处置机制，实施突发事件应急抢险和事故救援； 

（四）建立电力建设工程项目应急管理体系，编制应急综合预案，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

单位制定各类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落实应急组织、程序、资源及措施，定期组织演练，建立与国家有

关部门、地方政府应急体系的协调联动机制，确保应急工作有效实施； 

（五）及时协调和解决影响安全生产重大问题。 

建设工程实行工程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建设单位对工程的安全生产责

任；建设单位应当监督工程总承包单位履行对工程的安全生产责任。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等级，具备国家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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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活动。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组织施工，对其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责。

应当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规定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列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应当编制安全生产费用使

用计划，专款专用。 

第二十三条 电力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

具体包括： 

（一）施工单位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完成主体工程的施工，除可依法对劳务作业进行劳务

分包外，不得对主体工程进行其它形式的施工分包；禁止任何形式的转包和违法分包； 

（二）施工单位或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将主体工程以外项目进行专业分包的，分包单位必须具有

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合同中应当明确双方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施工单位或施工总

承包单位履行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承担工程安全生产连带管理责任，分包单位对其

承包的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负责； 

（三）施工单位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和专业承包单位实行劳务分包的，应当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

单位，并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承担主体责任。 

第二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履行劳务分包安全管理责任，将劳务派遣人员、临时用工人员纳入其安

全管理体系，落实安全措施，加强作业现场管理和控制。 

第二十五条 电力建设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当开展现场查勘，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

安全技术措施并按技术管理相关规定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意。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如

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并由双方签字确

认；对复杂自然条件、复杂结构、技术难度大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需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

安全验算结果，必要时召开专家会议论证确认。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安全措

施，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行为发生。 

第二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对因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和影响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地

下管线、架空线缆、设施及周边环境采取专项防护措施。对施工现场出入口、通道口、孔洞口、邻近

带电区、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存放处等危险区域和部位采取防护措施并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用火、用电、易燃易爆材料使用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确定消防安

全责任人，按规定设置消防通道、消防水源，配备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 

第二十九 条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购、租赁、验收、检测、发放、使用、维护和管理

施工机械、特种设备，建立施工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应的管理台帐和维保记录档案。 

施工单位使用的特种设备应当是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的登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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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合格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的单位，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在施工前按规定履行告知手

续，施工过程按照相关规定接受监督检验。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需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新入场人员应当按规定经过

三级安全教育。 

第三十一条 施工单位对电力建设工程进行调试、试运行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编制调试大纲、试验方案，对各项试验方案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并严格实施。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电力建设工程施工特点、范围，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现场处置方案，

对施工现场易发生事故的部位、环节进行监控。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分包单位

开展应急管理工作。 

第三十八条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按照国家能源局授权实施辖区内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

理，具体内容如下： 

（一）部署和组织开展辖区内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检查； 

（二）建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约谈、诫勉制度； 

（三）依法组织或参加辖区内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事故的调查与处理，做好事故分析和上报工

作。 

第四十七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相关部门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本办法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时无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监督的； 

（二）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殊)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 

（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电力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后取得使

用登记证书的； 

（五）未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品、用具的； 

（六）未在施工现场的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施工现场

设置消防通道、消防水源、配备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的。 

第四十八条 挪用安全生产费用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挪用费用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造成

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0



 22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相关部门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重大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 

（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四）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施工单位停业整顿；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作业人员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冒险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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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 

一、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有关规定（劳动法）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第十七条 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第十八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 

（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

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具备以下条款： 

（一）劳动合同期限； 

（二）工作内容； 

（三）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四）劳动报酬； 

（五）劳动纪律； 

（六）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 

（七）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 

第二十条 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

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第二十一条 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二十二条 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 

第二十三条 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 

第二十四条 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第二十五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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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劳动者本人：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

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

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

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

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

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第二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据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

除劳动合同： 

（一）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

持和帮助。 

第三十一条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的； 

（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三）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第三十三条 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

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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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报酬：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第四十五条 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十六条 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 

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

式和工资水平。 

第四十八条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

定，报国务院备案。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五十一条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

付工资。 

二、劳动安全卫生的有关规定（劳动法） 

第五十二条 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

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第五十三条 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

和使用。 

第五十四条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

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第五十五条 从事特种作业的劳动者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 

第五十六条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五十七条 国家建立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统计报告和处理制度。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

门、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伤亡事故和劳动者的职业病状况，进

行统计、报告和处理。 

三、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合同法） 

第七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第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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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

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第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

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第十条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

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

工同酬。 

第十二条 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

劳动合同。 

第十三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

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

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十五条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

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

或者盖章生效。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第十七条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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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合同期限； 

（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六）劳动报酬； 

（七）社会保险；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

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

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

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

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

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

限。 

第二十条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一条 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

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第二十七条 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二十八条 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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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七条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

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

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

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 

（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

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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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 劳动合同期满，有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

消失时终止。但是，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终止，

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

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

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

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

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

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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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国家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制度。 

第五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

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 

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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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因勘察、设计、施工、材料等原因造成的质量缺

陷，应当由责任单位负责维修、返工或更换。（    ） 

2.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施工总承包工程内的各专业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

可以将专业工程依法进行分包。（    ）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

物。（    ） 

4.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5.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应当依法保护环境，采用新技术，减少有害物质排放，防治污染和

其他公害。（    ） 

6.电力建设项目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和设施。（    ）  

7.输变电工程、调度通信自动化工程等电网配套工程和环境保护工程，应当与发电工程项目同时设

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同时投入使用。（    ） 

8.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 

9.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

物，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 

10.电力设施与公用工程、绿化工程和其他工程在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中相互妨碍时，有关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    ） 

11.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应当缴费参加由有关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 

12.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生产经营单位组织的安全作业培训，方

可上岗作业。（    ） 

13.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相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施工项目经理。（    ） 

14.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

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 

15.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

急措施，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    ） 

16.某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的分包单位所承担的分包工程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分包单位负责

人应当立即如实报告给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 

17.施工技术交底的目的是使现场施工人员对安全生产有所了解，最大限度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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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等危险部位，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 

19.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责任制，其

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全面负责。（    ） 

20.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建立“企业负责、职

工参与、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管理机制。（    ） 

21.电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电力企业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 

22.电力建设单位应当对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安全负全面管理责任。（    ） 

23.施工单位应当履行劳务分包安全管理责任，将劳务派遣人员、临时用工人员纳入其安全管理体

系，落实安全措施，加强作业现场管理和控制。（    ） 

24.《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超过 3 个月。（    ） 

25.我国劳动法律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是 16 周岁。（    ） 

26.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    ） 

二、单选题 

1.建设法规的调整对象，即发生在各种建设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包括建设活动中所发生的行政管理

关系、（    ）及其相关的民事关系。 

A.财产关系       B.经济协作关系       C.人身关系       D.政治法律关系 

2.建设法规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    ）。 

A.宪法       B.建设法律       C.建设行政法规       D.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3.下列属于建设行政法规的是（    ）。 

A.《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B.《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D.《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4.两个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联合承包工程，其承揽工程的业务范围取决于联合体中（    ）的

业务许可范围。 

A.资质等级高的单位         B.资质等级低的单位  

C.实际达到的资质等级       D.核定的资质等级 

5.施工总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的下列行为中，除（    ）以外均是法律禁止的。 

A.将承包的工程全部转让给他人完成的 

B.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有关专业工程发包给了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承包企业完成的 

C.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全部转让给他人完成的 

D.劳务分包企业将承包的部分劳务作业任务再分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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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照《建筑法》规定，鼓励企业为（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A.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       B.现场施工人员        

C.全体职工                 D.特种作业操作人员 

7.建筑工程的质量保修的具体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由（    ）规定。 

A.建设单位       B.国务院       C.施工单位       D.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8.电力设施受（    ）保护。 

A.群众       B.国家       C.省级人民政府 

9.在电力设施周围进行爆破及其他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

护的规定，经（    ）并采取确保电力设施安全的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A.可行性研究       B.批准       C.协商同意       D.缴纳保证金 

10.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    ）。 

A.标志       B.围栏       C.专门机构       D.检查站 

11.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时，应

当经（    ）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A.公安部门       B.当地政府       C.电力管理部门 

12.电力设施与公用工程、绿化工程和其他工程在新建、扩建或者改建中相互妨碍时，有关单位应

当按照（    ）协商，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 

A.国家有关规定         B.互相礼让精神          C.当地习惯       D.互利共赢原则 

13.电力建设项目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    ）和技术。     

A.电力设施       B.电力设备       C.电气材料       D.电力器具   

14.输变电工程、调度通信自动化工程等电网配套工程和环境保护工程，应当与发电工程项目同时

设计、同时建设、（    ） 、同时投入使用。     

A.同时批准       B.同时施工       C.同时验收       D.同时评估  

15.《安全生产法》主要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生产安

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四个主要方面做出了规定。 

A.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律责任       B.安全生产的执行     

C.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D.施工现场的安全 

16.以下关于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职责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B.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C.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 

D.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7.下列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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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给建设单位指定认可的不具有相应资质等

级的单位或个人 

B.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经过单位组织的安全作业培训方可上岗作业 

C.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D.生产经营单位仅需要为工业人员提供劳动防护用品 

18.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

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该协议（    ）。 

A.无效       B.有效       C.经备案后生效       D.是否生效待定 

19.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义务的是（    ）。 

A.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 

B.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必须出示有效的监督执法证件 

C.对涉及被检查单位的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应当为其保密 

D.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20、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造成 10 人及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及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及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属于（    ）。 

A.重伤事故       B.较大事故       C.重大事故       D.死亡事故 

21.《安全生产法》对安全事故等级的划分标准中重大事故是指（    ）。 

A.造成 30 人及以上死亡                    B.10 人以上及 30 人以下死亡  

C.3 人以上及 10 人以下死亡                 D.3 人以下死亡 

22.建设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应当由（    ）依法组织进行。 

A.建设单位    B.建设单位或有关主管部门      C.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D.施工单位 

23.以下说法中，不属于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方面的主要职责的是（    ）。 

A.对所承建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B.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C.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操作规程 

D.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24.（    ），对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木交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A．《建筑法》                              B．《安全生产法》  

C．《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D．《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25.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该项目管理的（    ）应当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

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A.项目经理       B.技术人员       C.质量员       D.安全员 

26.施工单位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的意外伤害保险期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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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止。  

A.工程完工       B.交付使用       C.竣工验收合格       D．该人员工作完成 

27.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发电、输电、供电、（    ）为主营业

务并取得相关业务许可或按规定豁免电力业务许可的电力企业。 

A.电力建设       B.配电       C.用电       D.送电 

28.国家能源局依法实施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具体内容不包括（    ）。 

A.建立健全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制定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行业标准 

B.建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约谈、诫勉制度 

C.加强层级监督指导，对事故多发地区、安全管理薄弱的企业和安全隐患突出的项目、部位实施

重点监督检查 

D.建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约谈、诫勉制度 

29.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    ）年内不得

担任任何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A.5      B.6      C.7      D.8  

30.监理单位有未对重大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相关部门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

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A.10 万       B.30 万       C.25 万       D.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31.2005 年 2 月 1 日小李经过面试合格后并与某建筑公司签订了为期 5 年的用工合同，并约定了试

用期，则试用期最迟至（    ）。 

A.2005 年 2 月 28 日       B.2005 年 5 月 31 日 

C.2005 年 8 月 1 日        D.2006 年 2 月 1 日 

32.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

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珂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 

A.10      B.15      C.30      D.50 

33.根据《劳动合同法》，下列选项中，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是（    ）。 

A.职工患病，在规定的医疗期内              B.职工非因工负伤，伤愈出院 

C.女职工在孕期间                          D.女职工在哺乳期内 

34.工人小韩与施工企业订立了 1 年期的劳动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小韩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企

业给其调整工作岗位后，仍不能胜任工作，其所在企业决定解除劳动合同，需提前（    ）日以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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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通知小韩本人。 

A.10      B.15      C.30      D.60 

35.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下列选项中，用人单位提前 30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额外支付 1 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是（    ）。 

A.劳动者患病或非工公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胜任原工作的 

B.劳动者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C.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D.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调整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36.不属于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的是（    ）。 

A.某单位司机李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B.某单位发现王某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 

C.石某在工作期间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 

D.职工姚某无法胜任本岗位工作，经过培训仍然无法胜任工作的 

三、多选题 

1.建设活动中的行政管理关系，是国家及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      ）及建设监理等中介服务

单位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A.建设单位       B.劳务分包单位        C.施工单位     

D.建筑材料和设备的生产供应单位         E.设计单位 

2.以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等级分为一、二、三级的是（      ）。 

A.地基与基础工程              B.预拌混凝土                   C.古建筑工程    

D.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E.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3.输变电工程、调度通信自动化工程等电网配套工程和环境保护工程应当与发电工程项目同时

（      ）。 

A.设计           B.建设        C.验收          D.订货           E.投入使用 

4.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      ）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A.发电             B.公共            C.变电            D.电力线路 

5.在依法划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前已经种植的植物妨碍电力设施安全的，应当（      ）。 

A.收买             B.砍伐            C.保护            D.修剪 

6.在进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时，必须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包括（      ）。 

A.事故原因分析不清楚不放过               B.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C.事故单位未处理不放过                   D.事故责任者没有处理不放过 

E．没有制定防范措施不放过 

7.下列属于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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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 

B.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C.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D.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 

8.下列措施中，属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措施中技术保障措施的是（      ）。 

A.物质资源管理由设备的日常管理                    B.对废弃危险物品的管理 

C.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的管理 

D.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的转让管理              E.对员工宿舍的管理 

9.下列单位应当建立应急值班制度，配备应急值班人员（      ） 

A.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B.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

单位 

C.应急救援队伍 

D.规模较大、危险性较高的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

位应当成立应急处置技术组，实行 24 小时应急值班 

10.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采取下列

（      ）应急救援措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事故情况： 

A.迅速控制危险源，组织抢救遇险人员 

B.根据事故危害程度，组织现场人员撤离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 

C.及时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 

D.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E.根据需要请求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并向参加救援的应急救援队伍提供相关技术资料、

信息和处置方法 

F.维护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 

G.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急救援措施 

11.电力企业发生电力安全事件后，存在下列（      ）情况之一的，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可

以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应当将其列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和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并处

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A.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电力安全事件信息的 

B.不及时组织应急处置的 

C.未按规定对电力安全事件进行调查处理的 

D.拒绝或阻挠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依法履行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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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的 

12.《劳动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A.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B.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C.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D.严重失职，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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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掌握施工图识图、绘制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施工图的基本知识 

一、施工图的定义、特点、分类 

房屋建筑施工图是指利用正投影的方法把所设计房屋的大小、外部形状、内部布置和室内装修，

以及各部分结构、构造、设备等的做法，按照建筑制图国家标准规定绘制的工程图样。它是工程设计

阶段的最终成果，同时又是工程施工、监理和计算工程造价的主要依据。 

按照内容和作用不同，房屋建筑施工图分为建筑施工图（简称“建施”）、结构施工图（简称“结

施”）和设备施工图（简称“设施”）。通常，一套完整的施工图还包括图纸目录、设计总说明。 

图纸目录列出所有图纸的专业类别、总张数、排列顺序、各张图纸的名称、图样幅面等，以方便

翻阅查找。 

设计总说明包括施工图设计依据、工程规模、建筑面积、相对标高与总平面图绝对标高的对应关

系、室内外的用料和施工要求说明、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或有特殊要求的做法说明、选用的标准图以

及门窗表等。设计总说明的内容也可在各专业图纸上写成文字说明。 

二、施工图的组成及作用 

（一）建筑施工图的组成及作用 

建筑施工图一般包括建筑设计说明、建筑总平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建筑详图等。 

建筑施工图表达的内容主要包括空间设计方面内容和构造设计方面内容。空间设计方面的内容包

括房屋的造型、层数、平面形状与尺寸以及房间的布局、形状、尺寸、装修做法等。构造设计方面的

内容包括墙体与门窗等构配件的位置、类型、尺寸、做法以及室内外装修做法等。建造房屋时，建筑

施工图主要作为定位放线、砌筑墙体、安装门窗、进行装修的依据。 

各图样的作用分别是： 

建筑设计说明主要说明装修做法和门窗的类型、数量、规格、采用的标准图集等情况。 

建筑总平面图也称总图，用以表达建筑物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是新建房屋及构筑物施工定位，

规划设计水、暖、电等专业工程总平面图及施工总平面图设计的依据。 

建筑平面图主要用来表达房屋平面布置的情况，包括房屋平面形状、大小、房间布置，墙或柱的

位置、大小、厚度和材料，门窗的类型和位置等，是施工备料、放线、面墙、安装门窗及编制概预算

的依据。 

建筑立面图主要用来表达房屋的外部造型、门窗位置及形式、外墙面装修、阳台、雨篷等部分的

材料和做法等，在施工中是外墙面造型、外墙面装修、工程概预算、备料等的依据。 

建筑剖面图主要用来表达房屋内部垂直方向的高度、楼层分层情况及简要的结构形式和构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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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施工、编制概预算及备料的重要依据。 

因为建筑物体积较大，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常采用缩小的比例绘制，所以房屋上许多细

部的构造无法表示清楚，为了满足施工的需要，必须分别将这些部位的形状、尺寸、材料、做法等用

较大的比例画出，这些图样就是建筑详图。 

（二）结构施工图的组成及作用 

结构施工图一般包括结构设计说明、结构平面布置图和结构详图三部分，主要用以表示房屋骨架

系统的结构类型、构件布置、构件种类、数量、构件的内部构造和外部形状、大小，以及构件间的连

接构造。施工放线、开挖基坑（槽），施工承重构件（如梁、板、柱、墙、基础、楼梯等）主要依据结

构施工图。 

结构设计说明是带全局性的文字说明，它包括设计依据，工程概况，自然条件，选用材料的类型、

规格、强度等级，构造要求，施工注意事项，选用标准图集等。主要针对图形不容易表达的内容，利

用文字或表格加以说明。 

结构平面布置图是表示房屋中各承重构件总体平面布置的图样一般包括：基础平面布置图，楼层

结构布置平面图，屋顶结构平面布置图。 

结构详图是为了清楚地表示某些重要构件的结构做法而采用较大的比例绘制的图样，一般包括：

梁、柱、板及基础结构详图，楼梯结构详图，屋架结构详图，其他详图（如天沟、雨篷、过梁等）。 

（三）设备施工图的组成及作用 

设备施工图可按工种不同再分成给水排水施工图（简称水施图）、采暖通风施工图（简称暖施图）、

电气设备施工图（简称电施图）等。水施图、暖施图、电网一般都包括设计说明、设备的布置平面图、

系统图等内容。设备施工图主要表达房屋给水、供电照明、采暖通风、空调、燃气等设备的布置和施

工要求等。 

三、施工图的图示特点 

 房屋建筑施工图的图示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施工图中的各图样用正投影法绘制。一般在水平面（H 面）上作平面图，在正立面（V 面）

上作正、背立面图，在侧立面（W 面）上作剖面图或侧立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是建筑施工

图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图样，在图纸幅面允许时，最好将其画在同一张图纸上，以便阅读。 

（二）由于房屋形体较大，施工图一般都用较小比例绘制，但对于其中需要表达清楚的节点、剖

面等部位，则用较大比例的详图来表现。 

（三）房屋建筑的构、配件和材料种类繁多，为作图简便，国家标准采用一系列图例来代表建筑

构配件、卫生设备、建筑材料等。为方便读图，国家标准还规定了许多标注符号，构件的名称应用代

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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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施工图的图示方法及内容 

一、熟悉施工图例符号，弄清图例、符号所代表的内容 

（一）制图标准基本规定 

国家标准《技术制图》、《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2010）中有关图幅、比例、字体、

图线、尺寸等的规定如下。  

1.图纸幅面和格式  

图纸的幅面是指图纸的大小规格，图框是图纸上限定绘图区域的线框。为了合理利用图纸并便于

管理，国标（GB/T 14689-2008）中规定了五种基本图纸幅面，绘制图样时，应优先选用表 2-1 中所列

出的图纸基本幅面。  

表 2-1 图纸基本幅面尺寸 

 

 

图 2-1 图框格式和对中符号 

图框右下角应画出标题栏，简称图标，用来填写图名、制图人名、设计单位、图纸编号、比例等

内容。 

施工图中的会签栏是落实勘察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主要证实工程勘察设计各部门、

各专业间的相互协调的重要证据。施工图中的会签栏应是各专业工种负责人签字区。 

2.比例 

图样的比例是图中图形与其实物相应要素的线性尺寸之比（线性尺寸是指能用直线表达的尺寸，

如直线的长度、圆的直径等）。图样的比例分为原值比例、放大比例、缩小比例 3 种。用符号“：”表

示。绘制技术图样时，应根据图样的用途与所绘形体的复杂程度，优先从表 2-2 所规定的系列中选取合

适的图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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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论采用何种比例绘图，尺寸数值均按原值标注，与绘图的准确程度及所用比例无关。 

表 2-2 绘图常用比例 

 

3.字体 

图样上除了表达物体形状的图形外，还要用数字和文字说明物体的大小、技术要求和其他内容。

在图样中书写的字体必须做到字体工整、笔画清楚、间隔均匀、排列整齐。字体的号数即字体的高度

（用 h 表示），应从如下系列中选用：1.8、2.5、3.5、5、7、10、14、20mm。汉字应写成长仿宋体，并

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的简化字。  

4.图线 

为使图样层次清楚、主次分明，《技术制图》（GB/T 17450-1998）国家标准中规定了 15 种基本线型

及基本线型的变形。《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规定了建筑工程图样中常用的图线名称、形式、宽度及

其应用（见表 2-3）。 

表 2-3 图线 

 

5.尺寸标注  

图形只能表达物体的形状，而其大小则由标注的尺寸确定。标注尺寸时，应严格遵守国家标准有

关尺寸注法的规定，做到正确、完整、清晰、合理图样上的尺寸由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起止符号

和尺寸数字组成，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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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尺寸的组成与标注示例 

（二）常用符号及规定 

本节主要学习建筑工程施工图中常用的符号，具体包括标高、定位轴线、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

引出线、其他符号。 

1.标高 

建筑工程中，各细致装饰部位的上下表面标注高度的方法称为标高。如室内地面、楼面、顶棚、

窗台、门窗上沿、窗帘盒的下皮、台阶上表面、墙裙上皮、门廊下皮、檐口下皮、女儿墙顶面等部位

的高度注法。 

（1）标高符号  

1）标高符号应以等腰直角三角形表示，用细实线绘制，形式如图 2-3 所示。 

 

L 取适当长度注写标高数字； h 根据需要取适当高度 

图 2-3 标高符号（一） 

2）总平面图室外地坪标高符号，宜用涂黑的三角形表示，如图 2-4 所示。 

3）标高符号的尖端应指至被注高度的位置。尖端一般应向下，也可向上。标高数字应注写在标高

符号的左侧或右侧，如图 2-5 所示。 

        

    图 2-4 标高符号 （二）            图 2-5 标高符号 （三）   

（2）标高单位 

标高单位均以米（m）计，注写到小数点后第三位。总平面图上注写到小数点后第二位。 

（3）标高的分类 

1）绝对标高：我国把青岛附近黄海某处平均海平面定为绝对标高零点，其他各地标高都以它作为

基准。 

2）相对标高：把室内首层地面高度定为相对标高的零点，比它高的定位正，比它低的定为负。 

在施工图中一般注写到小数点后三位即可，在总平面图中则注写到小数点后两位，零点标高注写

成±0.000，负标高数字前必须加注“-”，正标高数字前不写“+”。标高单位除建筑总平面图以米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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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外，其余一律以毫米为单位。 

2.定位轴线 

房屋的主要承重构件（墙、柱、梁等），均用定位轴线确定基准位置。定位轴线应用细单点长画线

绘制，并进行编号，以备设计或施工放线使用。 

（1）定位轴线的编号顺序 

制图标准规定，平面图定位轴线的编号，宜标注在下方与左方。横向编号应用阿拉伯数字从左至

右顺序编写，竖向编号应用大写拉丁字母，从下至上编写。编号应注写在轴线端部的圆内，圆应用细

实线绘制，直径为 8~10mm，如图 2-6 所示。 

 

图 2-6 平面图定位轴线的编号顺序 

拉丁字母的 I、O、Z 不得用作轴线编号。如字母数量不够使用，可增加双字母或单字母加数字注

脚，如 AA.BA…YA 或 A1.B1...Y1。 

（2）附加定位轴线的编号 

附加定位轴线的编号是在两条轴线之间，遇到较小局部变化时的一种特殊表示方法。附加定位轴

线的编号，应以分数形式表示，并按下列规定编写。 

1）两根轴线间的附加轴线，应以分母表示前一轴线的编号，分子表示附加轴线的编号编号宜用阿

拉伯数字顺序书写，例如： 

表示横向 2 轴线后的第一条附加定位轴线。 

表示纵向 C 轴线后的第三条附加定位轴线。 

2）若在 1 号轴线或 4 号轴线之前的附加轴线时，分母应以 01 或 0A 表示，例如： 

表示横向 1 轴线前的第一条附加定位轴线。 

表示纵向 4 轴线前的第三条附加定位轴线。 

（3）—个详图适用于几根定位轴线的表示方法 

                      

（a）适用两条轴线     （b）适用三条轴线      （c）适用多条轴线 

图 2-7  详图定位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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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详图适用于几根定位轴线时，应同时注明各有关轴线的编号，如图 2-7 所示。通用详图中的定

位轴线，应画圆，不注写轴线编号。 

3.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 

（1）索引符号 

对于图中需要另画详图表示的局部或构件，为了读图方便，应在图中的相应位置以索引符号标出。 

索引符号是由直径为 10mm 的圆和水平直径组成，圆及水平直径均应以细实线绘制。当索引的详

图与被索引的图在同一张图纸内时，在上半圆中用阿拉伯数字注出该详图的编号，在下半圆中间画一

段水平细实线，如图 2-8（a）所示；当索引的详图与被索引的图不在同一张图纸内时，在下半圆中用

阿拉伯数字注出该详图所在图纸的编号，如图 2-8（b）所示；当索引的详图采用标准图集时，在圆的

水平直径的 延长线上加注标准图册的编号，如图 2-8 （c）所示。 

 

图 2-8  索引符号（一） 

索引的详图是局部剖视详图时，索引符号在引出线的一侧加画一剖切位置线，引出线在剖切位置

的哪一侧，表示该剖面向哪个方向作的剖视，如图 2-9 所示。 

 

图 2-9  索引符号（二） 

（2）详图符号 

详图符号应根据详图位置或剖面详图位置来命名，采用同一个名称进行表示。详图符号的圆应以

直径为 14mm 粗实线绘制。 

图 2-10（a）的意义是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在同一张图纸内。 

图 2-10（b）的意义是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 

 

图 2-10  详图符号 

特别提示：索引符号和详图符号应严格按制图标准规定标志，有索引符号必须有详图符号，二者

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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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出线 

引出线应以细实线绘制，宜采用水平方向的直线或与水平方向成 30°、45°、60°、90°的直线，

或经上述角度再折为水平线。文字说明宜写在水平线的上方，也可注写在水平线的端部，如图 2-11 所

示。 

 

图 2-11 引出线画法（一） 

同时引出几个相同部分的引出线，宜互相平行，也可画成集中于一点的放射线，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引出线画法（二） 

多层构造或多层管道共用引出线，应通过被引出的各层。文字说明注写在水平线的上方，或注写

在水平线的端部，说明的顺序应由上至下，并应与被说明的层次相互一致，如图 2-13 所示。如层次为

横向排序，则由上至下的说明应与由左至右的层次相互一致。 

 

图 2-13  引出线画法（二） 

5.其他符号 

（1）指北针和风玫瑰 

总平面图不但表示朝向，还应表现各向风力对该地区的影响。首层建筑装饰平面图旁边也画出指

北针，用来表示朝向。图 2-14 是指北针和风玫瑰。指北针用 24mm 直径画圆，内部过圆心并对称画一

痩长形箭头，箭头尾宽取直径 1/8，即 3mm，圆用细实线绘制，箭头涂黑。通常只画在首层平面图旁边

适当位置。 

风玫瑰是简称，全名是风向频率玫瑰图。表明各风向的频率，频率最高，表示该风向的吹风次数

最多。它根据某地区多年平均统计的各个方向（一般为 16 个或 32 个方位）吹风次数的百分率值按一

定比例绘制，图中长短不同的实线表示该地区常年的风向频率，连接十六个端点，形成封闭折线图形。

玫瑰图上所表示的风的吹向，是吹向中心的。中心圈内的数值为全年的静风频率。玫瑰图中每圆圈的

间隔频率为 5%。 

（2）对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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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配件的图形为对称图形，绘图时可画对称图形的一半，并用细实线画出对称符号如图 2-15 所

示。符号中平行线的长度为 6~10mm，平行线的间距宜为 2~3mm，平行线在对称线两侧的长度应相等。 

 

            图 2-14 指北针和风玫瑰                       图 2-15  对称符号 

6.常用图例 

特别提示：图例是简化建筑工程施工图不可缺少的，它除了包括建筑材料图例、总平面图图例、

建筑构造及配件图例外，还有结构图例等，可以查阅相关的制图标准图集，为熟练识图必须熟记常用

图例。 

7.常用建筑名词和术语 

（1）开间：一间房屋的面宽，即两条横向轴线间的距离。 

（1）进深：一间房屋的深度，即两条纵向轴线间的距离。 

（1）层高：楼房本层地面到相应的上一层地面的竖向尺寸。 

（1）建筑物：范围广泛，一般多指房屋。 

（1）构筑物：一般指附属的建筑设施，如烟囱、水塔、筒仓等。 

（1）埋置深度：指室外设计地面到基础底面的距离。 

（1）地物：地面上的建筑物、构筑物、河流、森林、道路、桥梁等。 

（1）地貌：地面上自然起伏的情况。 

（1）地形：地球表面上地物和地貌的总称。 

（1）地坪：多指室外自然地面。 

（1）竖向设计：根据地形地貌和建设要求，拟订各建设项目的标高、定位及相互关系的设计，如

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地坪、地下管线、渠道等标高和定位。 

（1）中心线：对称形的物体一般都要画中心线，它与轴线都用细单点画线表示。 

（1）居住面积系数：指居住面积占建筑面积的百分数，比值永远小于 1。 

（1）使用面积系数：指房间净面积占建筑面积的百分数，比值永远小于 1。 

（1）红线：规划部门批给建设单位的占地面积，一般用红笔圈在图纸上，产生法律效力。 

二、施工图的图示方法及内容 

（一）建筑施工图 

1.建筑总平面图 

（1）建筑总平面图的图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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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总平面图是新建房屋所在地域的一定范围内的水平投影图。 

建筑总平面图是将拟建工程四周一定范围内的新建、拟建、原有和将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连同

其周围的地形地物状况，用水平投影方法画出的图样。由于总平面图绘图比例较小，图中的原有房屋、

道路、绿化、桥梁边坡、围墙及新建房屋等均用图例表示。表 2-4 为总平面图图例示例。 

表 2-4  总平面图图例示例 

名称 图例 说明 

新建的建筑物 
 

1.需要时，可在图形内右上角以点数或数字（高层

宜用数字）表示层数； 

2.用粗实线表示。 

围墙及大门 
 

1.上图为砖石、混凝土或金属材料的围墙，下图为

镀锌钢丝网、篱笆等围墙； 

2.如仅表示围墙时不画大门。 

新建的道路 

 

1.R9 表示道路转弯半径为 9m，150.00 为路面中心

标高，6 表示 6%纵向坡度，101.00 表示变坡点间距离； 

2.图中斜线为道路断面示意,根据实际需要绘制。 

2.总平面图的图示内容 

（1）新建建筑物的定位 

新建建筑物的定位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按原有建筑物或原有道路定位；二是按坐标定位。釆

用坐标定位又分为采用测量坐标定位和建筑坐标定位两种。如图 2-16 所示。 

 

1）测量坐标定位  2）建筑坐标定位 

图 2-16  新建建筑物定位方法 

1）测量坐标定位 

在地形图上用细实线画成交叉十字线的坐标网，X 为南北方向的轴线，Y 为东西方向的轴线，这

样的坐标网称为测量坐标网。 

2）建筑坐标定位 

建筑坐标一般在新开发区，房屋朝向与测量坐标方向不一致时采用。 

（2）标高 

在总平面图中，标高以米为单位，并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3）指北针或风玫瑰图 

指北针用来确定新建房屋的朝向，风向频率玫瑰图简称风玫瑰图，是新建房屋所在地区风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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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意图。风向玫瑰图也能表明房屋和地物的朝向情况。 

（4）建筑红线 

各地方国土管理部门提供给建设单位的地形图为蓝图，在蓝图上用红色笔画定的土地使用范围的

线称为建筑红线。任何建筑物在设计和施工中均不能超过此线。 

（5）管道布置与绿化规划 

（6）附近的地形地物，如等高线、道路、围墙、河流、水沟和池塘等与工程有关的内容。 

（二）建筑平面图 

1.建筑平面图的图示方法 

假想用一个水平剖切平面沿房屋的门窗洞口的位置把房屋切开，移去上部之后，画出的水平剖面

图称为建筑平面图，简称平面图。沿底层门窗洞口切开后得到的平面图，称为底层平面图，沿二层门

窗洞口切开后得到的平面图，称为二层平面图，依此类推。当某些楼层平面相同时，可以只画出其中

一个平面图，称其为标准层平面图。房屋屋顶的水平投影图称为屋顶平面图。 

凡是被剖切到的墙、柱断面轮廓线用粗实线画出，其余可见的轮廓线用中实线或细实线，尺寸标

注和标高符号均用细实线，定位轴线用细单点长画线绘制。砖墙一般不画图例，钢筋混凝土的柱和墙

的断面通常涂黑表示。 

常用门、窗图例如图 2-17.图 2-18 所示。建筑平面图中常用图例如图 2-19 所示。 

 

（a）单扇门；（b）双扇门；（c）空门洞；（d）单扇双面弹簧门；（e）双扇双面弹簧门；（f）卷帘门 

图 2-17  常用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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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扇外开平开窗；（b）双扇内外开平开窗；（c）单扇固定窗； 

（d）单扇外开上悬窗；（e）单扇中悬窗；（f）百叶窗 

图 2-18  常用窗图例 

 

图 2-19  建筑平面图中常用图例 

2.建筑平面图的图示内容 

（1）表示墙、柱，内外门窗位置及编号，房间的名称或编号，轴线编号。 

平面图上所用的门窗都应进行编号。门常用“M1”、“M2”或“M-1”、“M-2”等表示，窗常用“Cl”、

“C2”或“C-1”、“C-2”等表示。在建筑平面图中，定位轴线用来确定房屋的墙、柱、梁等的位置和

作为标注定位尺寸的基线。定位轴线的编号宜标注在图样的下方与左侧，横向编号应用阿拉伯数字，

从左至右顺序编写，竖向编号应用大写拉丁字母，从下至上顺序编写，拉丁字母中的 I、Ｏ及 Z 三个字

母不得作轴线编号，以免与数字 1.0 及 2 混淆（图见 2-6）。 

（2）注出室内外的有关尺寸及室内楼、地面的标高。 

建筑平面图中的尺寸有外部尺寸和内部尺寸两种。 

1）外部尺寸 

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各标注三道，最外一道尺寸标注房屋水平方向的总长、总宽，称为总尺寸；

中间一道尺寸标注房屋的开间、进深，称为轴线尺寸（一般情况下两横墙之间的距离称为“开间”，两

纵墙之间的距离称为“进深”）。最里边一道尺寸以轴线定位的标注房屋外墙的墙段及门窗洞口尺寸，

称为细部尺寸。 

2）内部尺寸 

应标注各房间长、宽方向的净空尺寸，墙厚及轴线的关系、柱子截面、 房屋内部门窗洞口、门垛

等细部尺寸。 

在平面图中所标注的标高均为相对标高。底层室内地面的标高一般用±0. 000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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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示电梯、楼梯的位置及楼梯的上下行方向。 

② 表示阳台、雨篷、踏步、斜坡、通气竖道、管线竖井、烟囱、消防梯、雨水管、 散水、排水

沟、花池等位置及尺寸。 

③ 画出卫生器具、水池、工作台、橱、柜、隔断及重要设备位置。 

④ 表示地下室、地坑、地沟、各种平台、检査孔、墙上留洞、高窗等位置尺寸与标高。对于隐

蔽的或者在剖切面以上部位的内容，应以虚线表示。 

⑤ 画出剖面图的剖切符号及编号（一般只标注在底层平面图上）。 

⑥ 标注有关部位上节点详图的索引符号。 

⑦ 在底层平面图附近绘制出指北针。 

⑧ 屋面平面图一般内容有：女儿墙、檐沟、屋面坡度、分水线与落水口、变形缝、楼梯间、水

箱间、天窗、上人孔、消防梯以及其他构筑物、索引符号等。 

 

图 2-20 为某住宅楼平面图。 

 

（三）建筑立面图 

1.建筑立面图的图示方法 

在与房屋的四个主要外墙面平行的投影面上所绘制的正投影图称为建筑立面图，简称立面图。反

映建筑物正立面、背立面、侧立面特征的正投影图，分别称为正立面图、背立面图和侧立面图，侧立

面图又分左侧立面图和右侧立面图。立面图也可以按房屋的朝向命名，如东立面图、西立面图、南立

面图、北立面图。此外，立面图还可以用各立面图的两端轴线编号命名，如①~⑦立面图、○B ~○Q 包

立面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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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建筑立面图轮廓清晰、层次分明，通常用粗实线表示立面图的最外轮廓线。外形轮廓线以内

的细部轮廓，如凸出墙面的雨篷、阳台、柱、窗台、台阶、屋檐的下檐线以及窗洞、门洞等用中粗线

画出。其余轮廓如腰线、粉刷线、分格线、落水管以及引岀线等均采用细实线画出。地平线用标准粗

度的 1.2~1.4 倍的加粗线画出。 

（1）建筑立面图的图示内容 

表明建筑物外貌形状、门窗和其他构配件的形状和位置，主要包括室外的地面线、房屋的勒脚、

台阶、门窗、阳台、雨篷；室外的楼梯、墙和柱；外墙的预留孔洞、檐口、屋顶、雨水管、墙面修饰

构件等。 

（2）外墙各个主要部位的标高和尺寸。 

立面图中用标高表示出各主要部位的相对高度，如室内外地面标高、各层楼面标高及檐口标高。

相邻两楼面的标高之差即为层高。 

立面图中的尺寸是表示建筑物高度方向的尺寸，一般用三道尺寸线表示。最外面一道为建筑物的

总高。建筑物的总高是从室外地面到檐口女儿墙的高度。中间一道尺寸线为层高，即下一层楼地面到

上一层楼面的高度。最里面一道为门窗洞口的高度及与楼地面的相对位置。 

（3）建筑物两端或分段的轴线和编号。 

在立面图中，一般只绘制两端的轴线及编号，以便和平面图对照确定立面图的观看 方向。 

（4）标岀各个部分的构造、装饰节点详图的索引符号，外墙面的装饰材料和做法。 外墙面装修

材料及颜色一般用索引符号表示具体做法。 

 

图 2-21 为某住宅楼立面图 

 

（四）建筑剖面图 

1.建筑剖面图的图示方法 

假想用一个或多个垂直于外墙轴线的铅垂剖切平面将房屋剖开，移去靠近观察者的部分，对留下

部分所作的正投影图称为建筑剖面图，简称剖面图。 

剖面图一般表示房屋在高度方向的结构形式。凡是被剖切到的墙、板、梁等构件的断面轮廓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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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实线表示，而没有被剖切到的其他构件的轮廓线，则常用中实线或细实线表示。 

2.建筑剖面图的图示内容 

（1）墙、柱及其定位轴线。与建筑立面图一样，剖面图中一般只需画出两端的定位轴线及编号，

以便与平面图对照。需要时也可以注出中间轴线。 

（2）室内底层地面、地沟、各层的楼面、顶棚、屋顶、门窗、楼梯、阳台、雨篷、墙洞、防潮层、

室外地面、散水、脚踢板等能看到的内容。 

（3）各个部位完成面的标高，包括室内外地面、各层楼面、各层楼梯平台、檐口或女儿墙顶面、

楼梯间顶面、电梯间顶面等部位。 

（4）各部位的高度尺寸。建筑剖面图中高度方向的尺寸包括外部尺寸和内部尺寸。外部尺寸的标

注方法与立面图相同，包括三道尺寸：门、窗洞口的高度，层间高度，总高度。内部尺寸包括地坑深

度、隔断、搁板、平台、室内门窗等的高度。 

（5）楼面和地面的构造。一般采用引出线指向所说明的部位，按照构造的层次顺序，逐层加以文

字说明。 

（6）详图的索引符号。 

建筑剖面图中不能详细表示清楚的部位应引出索引符号，另用详图表示。 

 

图 2-22为某住宅楼剖面图。 

 

（五）建筑详图 

需要绘制详图或局部平面放大图的位置一般包括内外墙节点、楼梯、电梯、厨房、卫生间、门窗、

室内外装饰等。 

1.内外墙节点详图 

内外墙节点一般用平面和剖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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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节点详图表示出墙、柱或构造柱的材料和构造关系。 

剖面节点详图即外墙身详图。外墙身详图的剖切位置一般设在门窗洞口部位。它实际上是建筑剖

面图的局部放大图样，主要表示地面、楼面、屋面与墙体的关系，同时也表示排水沟、散水、勒脚、

窗台、窗檐、女儿墙、天沟、排水口等位置及构造做法。外墙身详图可以从室内外地坪、防潮层处开

始一直画到女儿墙压顶。实际工程中，为了节省图纸，通常在门窗洞口处断开，或者重点绘制地坪、

中间层、屋面处的几个节点，而将中间层重复使用的节点集中到一个详图中表示。 

2.楼梯详图 

楼梯详图一般包括三部分的内容，即楼梯平面图、楼梯剖面图和楼梯节点详图。 

（1）楼梯平面图 

楼梯平面图的形成与建筑平面图一样，即假设用一水平剖切平面在该层往上行的第一个楼梯段中

剖切开，移去剖切平面及以上部分，将余下的部分按正投影的原理投射在水平投影面上所得到的图样。

因此，楼梯平面图实质上是建筑平面图中楼梯间部分的局部放大。 

楼梯平面图必须分层绘制，底层平面图一般剖在上行的第一跑上，因此除表示第一跑的平面外，

还能表明楼梯间一层休息平台以下的平面形状。中间相同的几层楼梯，同建筑平面图一样，可用一个

图来表示，这个图称为标准层平面图。最上面一层平面图称为顶层平面图，所以，楼梯平面图一般有

底层平面图、标准层平面图和顶层平面图三个。 

（2）楼梯剖面图 

假想用一铅垂剖切平面，通过各层的一个楼梯段，将楼梯剖切开，向另一未剖切到的楼梯段方向

进行投影，所绘制的剖面图称为楼梯剖面图。 

楼梯间剖面图只需绘制出与楼梯相关的部分，相邻部分可用折断线断开。尺寸需要标注层高、平

台、梯段、门窗洞口、栏杆高度等竖向尺寸，并应标注出室内外地坪、平台、平台梁底面的标高。水

平方向需要标注定位轴线及编号、轴线间尺寸、平台、梯段尺寸等。梯段尺寸一般用“踏步宽×级数=

梯段宽”或“踏步高×级数=梯段高”的形式表示。 

（3）楼梯节点详图 

楼梯节点详图一般包括踏步做法详图、栏杆立面做法以及梯段连接、与扶手连接的详图、扶手断

面详图等。这些详图是为了弥补楼梯间平、剖面图表达上的不足，而进一步表明楼梯各部位的细部做

法。因此，一般采用较大的比例绘制，如 1：1.1：2.1：5.1：10.1：20 等。 

2.结构施工图 

（1）结构设计说明 

结构设计说明是带全局性的文字说明，它包括设计依据，工程概况，自然条件，选用材料的类型、

规格、强度等级，构造要求，施工注意事项，选用标准图集等。 

（2）基础图的图示方法及内容 

基础图是建筑物正负零标高以下的结构图，一般包括基础平面图和基础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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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平面图 

基础平面图是假想用一个水平剖切平面在室内地面处剖切建筑，并移去基础周围的土层，向下投

影所得到的图样。 

在基础平面图中，只画出基础墙、柱及基础底面的轮廓线，基础的细部轮廓（如大放脚或底板）

可省略不画。凡被剖切到的基础墙、柱轮廓线，应画成中实线，基础底面的轮廓线应画成细实线。当

基础墙上留有管洞时，应用虚线表示其位置，具体做法及尺寸另用详图表示。当基础中设基础梁和地

圈梁时，用粗单点长画线表示其中心线的位置。 

凡基础宽度、墙厚、大放脚、基底标高、管沟做法不同时，均以不同的断面图表示。图 2-23 为基

础平面图示例。 

 

图 2-23  基础平面图 

2）基础详图 

不同类型的基础，其详图的表示方法有所不同。如条形基础的详图一般为基础的垂直剖面图；独

立基础的详图一般应包括平面图和剖面图。 

基础详图的轮廓线用中实线表示，断面内应画出材料图例；对钢筋混凝土基础，则只画出配筋情

况，不画出材料图例。 

基础详图中需标注基础各部分的详细尺寸及室内、室外、基础底面标高等。 

基础详图示例如图 2-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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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基础详图示例 

（3）结构平面布置图 

结构平面布置图是假想沿着楼板面将建筑物水平剖开所作的水平剖面图，主要表示各楼层结构构

件（如墙、梁、板、墙、过梁和圈梁等）的平面布置情况，以及现浇楼板、梁的构造与配筋情况及构

件之间的结构关系。对于承重构件布置相同的楼层，只画一个结构平面布置图，称为标准层结构平面

布置图。 

在楼层结构平面图中，外轮廓线用中粗实线表示，被楼板遮挡的墙、柱、梁等用细虚线表示，其

他用细实线表示，图中的结构构件用构件代号表示。 

 

图 2-25 为结构平面布置图示例。 

 

（4）结构详图 

1）钢筋混凝土构件图 

钢筋混凝土构件图主要是配筋图，有时还有模板图和钢筋表。 

配筋图主要表达构件内部的钢筋位置、形状、规格和数量，一般用立面图和剖面图表示。绘制钢

筋混凝土构件配筋图时，假想混凝土是透明体，使包含在混凝土中的钢筋“可见”。为了突岀钢筋，构

件外轮廓线用细实线表示，而主筋用粗实线表示，箍筋用中实线表示，钢筋的截面用小黑圆点涂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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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钢筋的标注有下面两种方式： 

①标注钢筋的直径和根数 

 

②标注钢筋的直径和相邻钢筋中心距 

 

钢筋符号见表 2-5。 

表 2-5  钢筋符号 

项次 牌号 符号 

1 HPB300  

2 

HRB335 

HRI34OO 

HRB500 

 

 

 

3 

HRBF335 

HRBF400 

HRBF500 

 

 

 

4 RRB10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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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为钢筋混凝土梁配筋图。 

 

2）楼梯结构施工图 

楼梯结构施工图包括楼梯结构平面图、楼梯结构剖面图和构件详图。 

①楼梯结构平面图 

根据楼梯梁、板、柱的布置变化，楼梯结构平面图包括底层楼梯结构平面图、中间层楼梯结构平

面图和顶层楼梯结构平面图。当中间几层的结构布置和构件类型完全相同时，只用一个标准层楼梯结

构平面图表示。 

在各楼梯结构平面图中，主要反映出楼梯梁、板的平面布置，轴线位置与轴线尺寸，构件代号与

编号，细部尺寸及结构标高，同时确定纵剖面图位置。当楼梯结构平面图比例较大时，还可直接绘制

出休息平台板的配筋。 

钢筋混凝土楼梯的可见轮廓线用细实线表示，不可见轮廓线用细虚线表示，剖切到的砖墙轮廓线

用中实线表示，剖切到的钢筋混凝土柱用涂黑表示，钢筋用粗实线表示，钢筋截面用小黑点表示。 

②楼梯结构剖面图 

楼梯结构剖面图是根据楼梯平面图中剖面位置绘出的楼梯剖面模板图。楼梯结构剖面图主要反映

楼梯间承重构件梁、板、柱的竖向布置，构造和连接情况；平台板和楼层的标高以及各构件的细部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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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③楼梯构件详图 

楼梯构件详图包括斜梁、平台梁、梯段板、平台板的配筋图，其表示方法与钢筋混凝土构件施工

图表示方法相同。当楼梯结构剖面图比例较大时，也可直接在楼梯结构剖面图上表示梯段板的配筋。 

3）现浇板配筋图 

现浇板配筋图一般在结构平面图上绘制，当有多块板配筋相同时亦可以采用编号的方法代替。现

浇板配筋图的图示要点如下： 

①在平面上详细标注出预留洞与洞口加筋或加梁的情况，以及预埋件的情况。 

②梁可采用粗点画线绘制，当梁的位置不能在平面上表达清楚时应增加剖面。 

③当相邻板的厚度、配筋、标高不同时，应增加剖面。板底圈梁可以用增加剖面的方法表示，当

板底圈梁截面和配筋全部相同时也可以用文字表述。 

配合使用钢筋表或钢筋简图，表达图中所有现浇板的配筋情况和板的尺寸。  

 

图 2-27 为现浇板配筋图示例。 

 

3.设备施工图 

设备施工图可分为给水排水施工图、采暖通风与空调施工图、电气设备施工图。下面只介绍给水

排水施工图和电气设备施工图。 

（1）建筑给水排水施工图 

1）设计说明及主要材料设备表 

凡是图纸中无法表达或表达不清而又必须为施工技术人员所了解的内容，均应用文字说明。设计

说明应表达如下内容：设计概况、设计内容、引用规范、施工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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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选用的主要材料及设备，应列表注明。表中应列出材料的类别、规格、数量，设备的品种、

规格和主要尺寸。 

2）给水排水平面图 

室内给水排水平面图是在简化的建筑平面图上，按规定图例绘制的，用来表达室内给水用具、卫

生器具、管道及其附件的平面布置。 

平面图中应突出管线和设备。即用粗线表示管线。其余均为细线。 

各种功能的管道。管道附件。卫生器具用水设备，如消火检箱，喷头等，均应用图例表示：各管

道、立管均应编号标明。给排水施工图的常用图例见表 2-6 管道代号见表 2-7。 

表 2-6 给水排水施工图的常用图例 

名称 图例 名称 图例 

立式洗脸盆 
 

污水池 
 

浴盆 
 

立管检查口 

 

盥洗槽 
 

圆形地漏 
 

壁挂式小便器 
 

放水龙头 
 

蹲式大便器  水表  

坐式大便器 
 

水表井  

表 2-7 管道代号 

名称 图例 名称 图例 

生活给水管 —J— 热水给水管 —RJ— 

中水给水管 —ZJ— 热水回水管 —RH— 

循环给水管 —XJ— 热媒给水管 —RM— 

循环回水管 —XH— 热媒回水管 —RMH— 

废水管 —F— 通气管 —T— 

压力废水管 —YF— 膨胀管 —PZ— 

污水管 —W— 雨水管 —Y— 

压力污水管 —YW— 压力雨水管 —YY— 

 

给水排水施图中管道标高和水位标高的标注方法如图 2-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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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面图和轴测图中管道标高标注方法；（b）剖面图中管道及水位标高标注方法 

图 2-28 管道及水位标高标注方法 

管径标注方法如图 2-29 所示，管径以 mm 为单位。水煤气输送钢管（镀锌或非镀锌）、铸铁管等

管材，管径宜以公称直径 DN 表示，如 DN25 表示公称直径为 25mm；无缝钢管、焊接钢管（直缝或螺

旋缝）、铜管、不锈钢管等管材，管径以外径 DX 壁厚表示，如 D159×4 表示管道外径 159mm，壁厚

4mm；塑料管材，管径宜按产品标准的方法表示。 

 

（a）单管管径表示法；（b）多管管径表示法 

图 2-29 管径的标注方法 

管道编号表示方法见图 2-30。 

 

（a）给水引入（排水排出）管道编号表示方法  （b）立管编号表示法 

图 2-31 为××综合楼给水排水平面图。图中给水管道采用 1. 6MPa 级 PP-R 管（管径以 de 表示），

热（电）熔连接；室内排水管采用 UPVC 排水塑料管（管径以 De 表示），胶粘连接；大便器冲洗管采

用热镀锌钢管（管径以 DN 表示），法兰连接或丝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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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层给水排水平面图 

 

（b）三层给水排水平面图 

图 2-31 ××综合楼给水排水平面图 

3）给水排水系统图 

给水排水系统图，也称给水排水轴测图，用于表达给水排水管道和设备在建筑中的空间布置关系。 

室内给水排水系统轴测图一般按正面斜等测的方式绘制。轴测图通常以整个排水系统或给水系统

为表达对象，因此，也称为排水系统图或给水系统图。轴测图也可以以管路系统的某一部分为表达对

象，如卫生间的给水或排水等。 

系统图中对用水设备及卫生器具的种类、数量和位置完全相同的支管、立管可不重复完全绘出，

但应用文字标明。当系统图立管、支管在轴测方向重复交叉影响视图时，可将标准断开移至空白处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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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为××综合楼给水系统图 

4）给水排水系统原理图 

当建筑物的层数较多时，用管道系统的轴测图很难表达清楚，而且效率低，此时可用系统原理图

代替系统轴测图。 

5）详图 

凡平面图、系统图中局部构造因受图面比例影响而表达不完善或无法表达的，必须绘制施工详图。

详图主要包括管道节点、水表、过墙套管、卫生器具等的安装详图以及卫生间大样详图。 

（2）建筑电气施工图 

电气施工图包括基本图和详图两大部分。基本图中包括设计说明、主要材料设备表、电气系统图、

电气平面图。 

1）设计说明及主要材料设备表设计说明一般包括供电方式、电压等级、主要线路数设方式、防雷、

接地及图中未能表达的各种电气安装高度、工程主要技术数据、施工和验收要求以及有关事项等。 

主要材料设备表包括工程所需的各种设备、管材、导线等名称、塑号、规格、数量等。 

2）建筑电气系统图 

建筑电气系统图是用来表示照明和动力供配电系统组成的图纸，可分为照明系统图和动力系统图

两种。 

建筑电气系统图是由各种电气图形符号用线条连接起来，并加注文字代号而形成的一种简图，它

不表明电气设施的具体安装位置，所以它不是投影图，也不按比例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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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配电装置都是按规定的图例绘制，相应的型号注在旁边。电气系统图一般用单线绘制，且画

为粗实线，并按规定格式标注出各段导线的数量和规格。动力系统图有时也用多线绘制。图中主要标

注电气设备、元件等的型号、规格和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例如，一般在配电线路上要标注导线型号、

敷设部位、敷设方式、穿管管径、线路编号及总的设备容量；照明配电箱内要标注各开关、控制电器

的型号、规格等。通过系统图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供电全貌和接线关系。 

 

图 2-33 为某办公楼照明配电系统图 

3）电气平面图 

建筑电气平面图是电气照明施工图中的基本图样，用来表示建筑物内所有电气设备、开关、插座

和配电线路的安装平面位置图以及各种动力设备平面布置、安装、接线的图示。电气平面图主要包括

电气照明平面图和动力平面图。 

照明平面图是在建筑施工平面图上，用各种电气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表示电气线路及电气设备安

装位置及要求。电气照明平面图一般要求按楼层、段分别绘制。在电气平面图上详细、具体地标注所

有电气线路的走向及电气设备的位置。 

电气照明施工图中，基本线、可见轮廓线、可见导线、一次线路、主要线路等采用粗实线；二次

线路、一般线路采用细实线；辅助线、不可见轮廓线、不可见导线、屏蔽线等采用虚线；控制线、分

界线、功能围框线、分组围框线等采用点画线；辅助围框线、36V 以下线路等采用双点画线。 

在电气施工图中，线路和电气设备的安装高度必要时应标注标高。通常采用与建筑施工图相统一

的相对标高，或者用相对于本层楼地面的相对标高。 

照明灯具按图 2-34 标注。其中，型号常用拼音字母来表示；灯数表明有 n 组这样的灯具；安装方

式见表 2-8；安装高度是指从地面到灯具的高度，单位为 m，如果为吸顶灯形式安装，安装高度及方式

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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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照明灯具标注 

表 2-8 灯具安装方式的标注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SW 线吊式 C 吸顶式 CR 顶棚内安装 

CS 链吊式 R 嵌入式 WR 墙壁内安装 

DS 管吊式 S 支架上安装 HM 座装 

W 壁装式 CL 柱上安装   

例如，在电气照明平面图中标为： 

CS
5.2

302
Y2


  

表明有两组荧光灯，每组由 2 根 30W 的灯管组成，采用链条吊装形式，安装高度为 2. 5m。 

配电线路的标注形式为： 

a（b×c）d-e 

式中，a：导线型号；b：导线根数；c：导线截面；d：敷设方式及穿管管径；e：敷设部位。 

需标注引入线的规格时的标注形式为： 

 

式中，a：设备编号；b：型号；c：容量；d：导线型号；e：导线根数；f：导线截面；g：敷设方

式。 

常用导线敷设方式及线路敷设部位的符号及含义见表 2-9.表 2-10。 

表 2-9 常用导线敷设方式文字符号及含义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PCL 用塑料夹敷设 MT 穿电线管敷设 

AL 用铅皮线卡敷设 PC 穿硬塑料管敷设 

PR 用塑料线槽敷设 FPC 穿半硬塑料管敷设 

MR 用金属线槽敷设 KPC 穿塑料波纹电銭管敷设 

SC 穿焊接钢管敷设 CP 穿金属软管敷设 

表 2-10 常用导线敷设部位文字符号及含义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AB 沿或跨梁（屋架）敷没 WC 暗敷设在墙内 

BC 敷设在梁内 CE 沿天棚或顶板面敷设 

AC 沿或跨柱敷设 CC 暗敷在屋面或顶板内 

CLC 暗敷在柱内 SCE 吊顶内敷设 

WS 沿墙面敷设 F 地板或地面下敷设 

gfed

cb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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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导线电缆型号见表 2-11。 

表 2-11 导线、电缆型号（500V 以下） 

型号 说明 

BV， BLV 铜芯、铝芯聚氯乙烯绝缘导线 

BVV，BLW 铜芯、铝芯塑料绝缘护套线 

BX、BLX 铜芯、铝芯橡皮绝缘电线 

VV、VLV 铜芯、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内钢带铠装电力电缆 

XV、XLV 铜芯、铝芯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ZQ、ZL 铅护套、铝护套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 

常用电气平面图图例见表 2-12。 

表 2-12 常用电气平面图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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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为某办公楼底层照明平面图 

4）详图 

详图包括电气工程详图和标准图。电气工程详图指柜、盘的布置图和某些电气部件的安装大样图，

对安装部件的各部位注有详细尺寸，一般是在没有标准图可选用并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才绘制的图。

标准图是通用性详图，表示一组设备或部件的具体图形和详细尺寸，便于制作安装。 

  



 68 

 

第三节 施工图的绘制与识读 

一、施工图工程图的一般特点 

（一）施工图中的各图样是采用正投影法绘制的。某些工程构造，当用正投影法绘制不易表达时，

可用镜像投影法绘制，但在图名后注写“镜像”二字。 

（二）施工图应按比例进行绘制。由于建筑物的体形较大，房屋施工图一般采用缩小的比例绘制。

但是房屋内部各部分构造情况，在小比例的平、立、剖面图中有的不可能表示的清楚，因此对局部节

点就 要用较大比例将其内部构造详细绘制出来。因此绘图所用比例，应根据图样的用途与被绘对象的

复杂程度，从表 2-13 中选用，并优先选用表中的常用比例。 

表 2-13  绘图所用比例 

 

一般情况下，一个图样应选用一种比例。但根据专业制图的需要，同一图样也可选用两种比例。 

（三）由于建筑物的构配件、建筑材料等种类较多，为作图简便起见，国家标准规定了一系列的

图例符号来代表建筑构配件、卫生设备、建筑材料等，所以施工图上会出现大量图例和符号，必须熟

记才能正确阅读和绘制建筑工程施工图。 

二、施工图工程图设计规范 

对施工中常用的材料、设备的产品制造标准要有基本的了解，对施工设备、零部件提供的说明书

要充分阅读和理解，以便在施工中正确使用。 

（一）给水排水工程施工规范的名称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建筑给水聚丙烯管道工程技术规范》GB/T 50349 

（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规范的名称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全套共有十余本组成的系列规范，适用于所有的电力建设工程

的施工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1kV 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575 

《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617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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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规范的更迭平均在 5~8 年，所以应用时要注意其颁行的时间，即标准号后的颁行年份，以最

近者为有效版本。 

三、施工图识读的步骤与方法 

（一）施工图识读方法 

总揽全局。识读施工图前，先阅读建筑施工图，建立起建筑物的轮廓概念，了解和明确施工图平

面、立面、剖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阅读结构施工图目录，对图样数量和类型做到心中有数。阅读

结构设计说明，了解工程概况及所采用的标准图等。粗读结构平面图，了解构件类型、数量和位置。 

循序渐进。根据投影关系、构造特点和图纸顺序，从前往后、从上往下、从左往右、由外向内、

由大到小、由粗到细反复阅读。 

相互对照。识读施工图时，应当图样与说明对照看，建施图、结施图、设施图对照看，基本图与

详图对照看。 

重点细读。以不同工种身份，有重点地细读施工图，掌握施工必需的重要信息。 

（二）施工图识读步骤 

阅读图纸目录。根据目录对照检查全套图纸是否齐全，标准图和重复利用的旧图是否配齐，图纸

有无缺损。 

阅读设计总说明。了解本工程的名称、建筑规模、建筑面积、工程性质以及有采用的特殊要求等。

对本工程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通读图纸。按建施图、结施图、设施图的顺序对图纸进行初步阅读，也可根据技术分工的不同进

行分读。读图时，按照先整体后局部，先文字说明后图样，先图形后尺寸的顺序进行。 

精读图纸。在对图纸分类的基础上，对图纸及该图的剖面图、详图进行对照、精细阅读，对图样

上的每个线面、每个尺寸都务必认清看懂，并掌握它与其他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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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建筑施工图主要包括：设计总说明、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建筑立面图、建筑剖面图以及建筑

详图等。（    ） 

2.建筑设计施工图通常包括流程图（原理图）、平面图、剖面图、系统轴测图、详图。（    ）  

3.建筑平面图是对房屋的水平正投影。（    ）  

4.一栋多层建筑物，应画出每一层建筑平面图。（    ）  

5.用假想的剖切平面剖开物体，将观察者和剖切面之间的部分移去，而将其余部分向投影面投射所

得到的图形称为断面图。（    ） 

6.拉丁字母中的 I、O 及 Z 三个字母不得作轴线编号。（    ） 

7.建筑电气施工图中，电气线路可依据实际选择是否构成闭合回路。（    ） 

8.图样上的尺寸，应包括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起止符号和尺寸数字四个要素。（    ）  

9.建筑平面图中，横向定位轴线之间的尺寸称为开间尺寸，竖向定位轴线之间的尺寸称为进深尺寸。

（    ） 

10.总平面图中的所注的标高均为绝对标高，以米为单位。（    ） 

11.对于设备的安装方法、质量要求以及使用维修方面的技术要求等往往不能建筑电气施工图上完

全反映出来。（    ） 

12.在施工图中详图符号是用直径 10mm 粗实线的圆来绘制，标注在详图的上方。（    ） 

13.由于房屋的形体庞大，房屋施工图一般都是用放大的比例画出的。（    ） 

二、单选题 

1.（    ）、立面图和剖面图是建筑施工图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图样，称为基本建筑图。 

A.平面图       B.大样图       C.详图       D.基础图 

2.房屋建筑的各种视图主要是采用（    ）绘制的。 

A.正投影法      B.平行投影法      C.斜投影法      D.标高投影法 

3.建筑工程常用的投影法是（    ）。 

A.透视投影       B.轴测投影    C.正投影        D.平行投影 

4.用一假想的平面剖切某形体得到的投影图称为（    ）。 

A.正面图       B.剖面图       C.局部投影图       D.断面图 

5.下列关于建筑平面图说法正确的是（    ）。 

A.筑平面图是水平投影图              B.筑平面图是正面投影图 

C.筑平面图是水平剖面图              D.筑平面图是水平断面图 

6.建筑占地面积是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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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层外墙外边线所包围的面积          

B.准层外墙外边线所包围的面积 

C.层建筑外墙结构的外围水平面积之和   

D.筑外墙结构定位轴线之间的水平面积之和 

7.能反映房屋的平面形状、大小和房间的布置、墙（或柱）的位置、厚度、材料、门窗的位置、大

小、开启方向等内容的图样是（    ）。 

A.平面图       B.筑平面图        C.面图     D.筑详图 

8.一栋房屋的全套施工图的编排顺序通常是（    ）。 

A.筑设计总说明、图纸目录、总平面图、建施、结施、水施、暖施、电施 

B.纸目录、建筑设计总说明、总平面图、建施、结施、水施、暖施、电施 

C.面图、图纸目录、建筑设计总说明、建施、结施、水施、暖施、电施 

D.平面图、建筑设计总说明、图纸目录、建施、结施、水施、暖施、电施 

9.在三投影面体系中 Z 轴方向的尺寸反映物体的（    ）。 

A.度       B.度       C.度       D.确定 

10.图线在一般图样中应用最多的是（    ）。 

A.实线       B.实线       C.中虚线       D.点划线和折断线 

11.在图纸右下角用以说明设计单位、图名、设计负责人等内容的表格为（    ）。 

A.签栏      B.标       C.框       D.纸目录 

12.建筑剖面图常用比例为（    ）。 

A.1∶100      B.1∶10      C.1∶500      D.1∶1000 

13.在同一图幅内，当确定粗线线宽为 1.4mm 时，其细线的线宽应该是（    ）。 

A.mm      B.7mm      C.5mm      D.35mm 

14.表示房屋内部的结构或构造方式，如屋面（楼、地面）形式、分层情况、材料、做法、高度、

尺寸及各部分的竖向联系等的图样，称为（    ）。 

A.墙身详图     B.梯结构剖面图 

C.筑剖面图     D.梯剖面图 

15.在建筑施工图样的尺寸标注中，以（    ）为单位时，一般不需标注单位。 

A.m 或 m      B.m 或 mm      C.m 或 m      D.m 或 m 

三、多选题 

1.按专业分工不同，一套完整的房屋施工图通常可分为（      ）。 

A.构施工图       B.备施工图       C.筑施工图       D.基地质资料 

2.施工图首页说明的内容通常有图纸目录（      ）。 

A.筑详图       B.计总说明       C.窗表组成       D.造做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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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纸中能反映构造细部特征的图纸有（      ）。 

A.总平面图       B.图       C.部剖面图       D.筑平面图       E.面图 

4.总平面图的内容包括：（      ）。 

A.名、比例及有关文字说明 

B.建工程的性质和总体布局 

C.建房屋的定位尺寸 

D.建房屋底层室内地面和室外地面的标高 

5.下列比例选项中，可以用于施工总平面图的比例是（      ）。 

A.1：100   B.1：500   C.1：1000  D.1：2000 

6.图纸中能反映构造细部特征的图纸有（      ）。 

A.平面图  B. 详图  C. 局部剖面图  D. 建筑平面图  E. 立面图 

7.在总平面图上或建筑设计说明中应注明相对标高与绝对标高的关系，绝对标高是指（      ）。 

A.永久性的标高   B.以青岛市外的黄海平均海平面作为零点而测定的高度 

C.海拔高度    D. 标准高度 

8.以下图纸幅面代号与图框尺寸对应正确的是（      ）。 

A.A0-841×1189      B.A1-594×840      C.A2-420×297      D.A4-210×297 

9.总平面图的内容包括：（      ）。 

A.图名、比例及有关文字说明 

B.新建工程的性质和总体布局 

C.新建房屋的定位尺寸 

D.新建房屋底层室内地面和室外地面的标高 

10.以下（      ）图中一般会绘制指北针。 

A.总平面图       B.系统图       C.首层平面图        

D.屋面平面图     E.基础平面图 

11.识读施工图的一般顺序不包括以下哪个: （      ）。 

A.1.阅读图纸目录；2.阅读设计总说明；3.通读图纸；4.精读图纸 

B.1.阅读设计总说明；2.阅读图纸目录；3.通读图纸；4.精读图纸 

C.1.通读图纸；2.阅读设计总说明；3.阅读图纸目录；4.精读图纸 

D.1.阅读图纸目录；2.精读图纸；3.通读图纸；4.阅读设计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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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熟悉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施工项目管理的内容及组织 

一、施工项目管理的概念与特点 

施工项目管理是指施工企业运用系统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对施工项目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

控制、协调等全过程的全面管理。 

施工项目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一）施工项目管理的主体是施工企业。其他单位都不进行施工项目管理，例如建设单对项目的

管理称为建设项目管理，设计单位对项目的管理称为设计项目管理。 

（二）施工项目管理的对象是施工项目。施工项目管理周期包括工程投标、签订施工合同、施工

准备、施工、竣工验收、保修等。施工项目具有多样性、固定性和体型庞大等特点，因此施工项目管

理具有先有交易活动，后有“生产成品”，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很难分开等特殊性。 

（三）施工项目管理的内容是按阶段变化的。由于施工项目各阶段管理内容差异大，因此要求管

理者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动态管理，要使资源优化组合，以提高施工效率和效益。 

（四）施工项目管理要求强化组织协调工作。由于施工项目生产活动具有独特性(单件性)、流动性、

露天作业、工期长、需要资源多，且施工活动涉及的经济关系、技术关系、法律关系、行政关系和人

际关系复杂等特点，因此，必须通过强化组织协调工作才能保证施工活动的顺利进行。主要强化办法

是优选项目经理，建立调度机构，配备称职的调度人员，努力使调度工作科学化、信息化，建立起动

态的控制体系。 

二、施工项目管理的内容 

施工项目管理包括以下 8 方面内容： 

（一）建立施工项目管理组织 

由企业法定代表人采用适当方式选聘称职的施工项目经理；根据施工项目管理组织原则，结合工

程规模、特点，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建立施工项目管理机构，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责任、权限和

利益；在符合企业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根据施工项目管理的需要，制定施工项目经理部管理制度。 

（二）编制施工项目管理规划 

在工程投标前，由企业管理层编制施工项目管理大纲，对施工项目管理从投标到保修期满进行全

面的纲要性规划。施工项目管理大纲可以用施工组织设计替代。 

在工程开工前，由项目经理组织编制施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对施工项目管理从开工到交工验收

进行全面的指导性规划。当承包人以施工组织设计代替项目管理规划时，施工组织设计应满足项目管

理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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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项目的目标控制 

在施工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应对项目质量、进度、成本和安全目标进行控制，以实现项目的各

项约束性目标。控制的基本过程是:确定各项目标控制标准；在实施过程中，通过检查、对比，衡量目

标的完成情况；将衡量结果与标准进行比较，若有偏差，分析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目标的实

现。 

（四）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管理 

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材料、设备、技术和资金。管理生产要素的内容有:分析各

生产要素的特点；按一定的原则、方法，对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并评价；对施工项目各

生产要素进行动态管理。 

（五）施工项目的合同管理 

为了确保施工项目管理及工程施工的技术组织效果和目标实现，从工程投标开始，就要加强工程

承包合同的策划、签订、履行和管理。同时，还应做好索赔工作，讲究索赔的方法和技巧。 

（六）施工项目的信息管理 

进行施工项目管理和施工项目目标控制、动态管理，必须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充分利用计算

机对项目有关的各类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储存和使用，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七）施工现场的管理 

在施工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对施工现场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以达到文明施工、保护环境、塑造

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施工管理水平的目的。 

（八）组织协调 

协调为有效控制服务，协调和控制都是计划目标实现的保证。在施工项目实施过程中，应进行组

织协调、沟通和处理好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和障碍。 

三、施工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 

（一）施工项目管理组织的主要形式 

施工项目管理组织的形式是指在施工项目管理组织中处理管理层次、管理跨度、部门设置和上下

级关系的组织结构的类型。主要的管理组织形式有工作队式、部门控制式、矩阵式、事业部式等。 

1.工作队式项目组织 

如图 3-1 所示，工作队式项目组织是指主要由企业中有关部门抽出管理力量组成施工项目经理部的

方式，企业职能部门处于服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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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工作队式项目组织形式示意图 

工作队式项目组织适用于大型项目、工期要求紧，要求多工种、多部门密切配合的项目。 

2.部门控制式项目组织 

部门控制式并不打乱企业的现行建制，把项目委托给企业某一专业部门或某一施工队，由被委托

的单位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其形式如图 3-2 所示。 

 

图 3-2 部门控制式项目组织形式示意图 

部门控制式项目组织一般适用于小型的、专业性较强、不需涉及众多部门的施工项目。 

3.矩阵式项目组织 

矩阵式项目组织是指结构形式呈矩阵状的组织，其项目管理人员由企业有关职能部门派出并进行

业务指导，接受项目经理的直接领导，其形式如图 3-3 所示。 

 

图 3-3 矩阵式项目组织形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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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式项目组织适用于同时承担多个需要进行项目管理工程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各项目对专

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都有需求，加在一起数量较大，采用矩阵制式组织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人才对

多个项目进行管理，特别有利于发挥优秀人才的作用；适用于大型、复杂的施工项目。因大型复杂的

施工项目要求多部门、多技术、多工种配合实施，在不同阶段，对不同人员，在数量和搭配上有不同

的需求。 

4.事业部式项目组织 

企业成立事业部，事业部对企业来说是职能部门，对外界来说享有相对独立的经营权，是一个独

立单位。事业部可以按地区设置，也可以按工程类型或经营内容设置，其形式如图 3-4 所示。 

 

图 3-4 事业部式项目组织形式示意图 

在事业部下边设置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由事业部选派，一般对事业部负责，有的可以直接对业

主负责，这是根据其授权程度决定的。 

事业部式项目组织适用于大型经营性企业的工程承包，特别是适用于远离公司本部的工程承包。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地区只有一个项目，没有后续工程时，不宜设立地区事业部，也就是说它适用于

在一个地区内有长期市场或一个企业有多种专业化施工力量时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事业部与地区市

场同寿命，地区没有项目时，该事业部应撤销。 

（二）施工项目经理部 

施工项目经理部是由企业授权，在施工项目经理的领导下建立的项目管理组织机构，是施工项目

的管理层，其职能是对施工项目实施阶段进行综合管理。 

1.项目经理部的性质 

施工项目经理部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相对独立性。施工项目经理部的相对独立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存在着双重关系。一方面，它

作为企业的下属单位，同企业存在着行政隶属关系，要绝对服从企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它又是

一个施工项目独立利益的代表，存在着独立的利益，同企业形成一种经济承包或其他形式的经济责任

关系。 

（2）综合性。施工项目经理部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施工项目经理部是企业所属的经济组织，主要职责是管理施工项目的各种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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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项目经理部的管理职能是综合的，包括计划、组织、控制、协调、指挥等多方面。 

3）施工项目经理部的管理业务是综合的，从横向看包括人、财、物、生产和经营活动，从纵向看

包括施工项目寿命周期的主要过程。 

（3）临时性。施工项目经理部是企业一个施工项目的责任单位，随着项目的开工而成立，随着项

目的竣工而解体。 

2.项目经理部的作用 

（1）负责施工项目从开工到工的全过程施工生产经营的管理，对作业层负有管理与服务的双重责

任。 

（2）为项目经理决策提供信息依据，执行项目经理的决策意图，向项目经理全面负责。 

（3）项目经理部作为项目团队、应具有团队精神，完成企业所赋予的基本任务——项目管理:凝聚

管理人员的力量；协调部门之间、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影响和改变管理人员的观念和行为，沟通部

门之间、项目经理部与作业队之间、与公司之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4）项目经理部是代表企业履行工程承包合同的主体，对项目产品和建设单位负责。 

3.建立施工项目经理部的基本原则 

（1）根据所设计的项目组织形式设置。因为项目组织形式与项目的管理方式有关，与企业对项目

经理部的授权有关。不同的组织形式对项目经理部的管理力量和管理职责提出了不同要求，提供了不

同的管理环境。 

（2）根据施工项目的规模、复杂程度和专业特点设置。例如，大型项目经理部可以设职能部、处:

中型项目经理部可以设处、科；小型项目经理部一般只需设职能人员即可。如果项目的专业性强，便

可设置专业性强的职能部门，如水电处、安装处、打桩处等。 

（3）根据施工工程任务需要调整。项目经理部是一个具有弹性的一次性管理组织，随着工程项目

的开工而组建，随着工程项目的竣工而解体，不应搞成一级固定性组织。在工程施工开始前建立，在

工程工交付使用后解体。项目经理部不应有固定的作业队伍，而是根据施工的需要，由企业(或授权给

项目经理部)在社会市场吸收人员，进行优化组合和动态管理。 

（4）适应现场施工的需要。项目经理部的人员配置应面向现场，满足现场的计划与调度、技术与

质量、成本与核算、劳务与物资、安全与文明施工的需要。而不应设置专营经营与咨询、研究与发展、

政工与人事等与项目施工关系较少的非生产性管理部门。 

4.施工项目的劳动组织 

施工项目的劳动力来源于社会的劳务市场，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组织和管理: 

（1）劳务输人。坚持“计划管理、定向输入、市场调节、双向选择、统一调配，合理流动”的方

针。 

（2）劳动力组织。劳务队伍均要以整建制进入施工项目，由项目经理部和劳务分公司配合，双方

协商共同组建栋号(作业)承包队，栋号(作业)承包队的组建要注意打破工种界限，实行混合编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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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多能、一岗多职。 

（3）项目经理部对劳务队伍的管理。对于施工劳务分包公司组建的现场施工作业队，除配备专职

的栋号负责人外，还要实行“三员”管理岗位责任制；即由项目经理派出专职质量员、安全员、材料

员，实行一线职工操作全过程的监控、检查、考核和严格管理。 

5.项目经理部部门设置与人员配置 

目前国家对项目经理部的设置规模尚无具体规定。结合有关企业推行施工项目管理的实际，一般

按项目的使用性质和规模分类。只有当施工项目的规模达到 1 万 m2 以上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住宅

建设小区及其他工程项目投资在 500 万元以上的，才实行施工项目管理。 

一般项目经理部可设置以下 5 个部门: 

（1）经营核算部门。主要负责工程预结算、合同与索赔、资金收支、成本核算、工资分配等工作。 

（2）技术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生产调度、文明施工、劳动管理、技术管理、施工组织、设计、计

划统计等工作 

（3）物资设备供应部门。主要负责材料的询价、采购、计划供应、管理、运输，工具管理，机械

设备的租赁配套使用等工作。 

（4）质量安全监控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消防保卫、环境保护等工作。 

（5）测试计量部门。主要负责计量、测量、试验等工作。 

6.项目经理部岗位设置及职责 

（1）岗位设置 

根据项目大小不同，人员安排不同，项目部领导层从上往下设置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等；

项目部设置最基本的六大岗位: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资料员、造价员、测量员，其他还有材料员、

标准员、机械员、劳务员等。图 3-5 为某项目部组织机构框图。 

 

图 3-5 某项目部组织机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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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岗位职责 

在现代施工企业的项目管理中，施工项目经理是施工项目的最高责任人和组织者，是决定施工项

目盈亏的关键性角色。 

一般说来，人们习惯于将项目经理定位于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或中层干部，然而由于项目管理及项

目环境的特殊性，在实践中的项目经理所行使的管理职权与企业职能部门的中层干部往往是有所不同

的。前者体现在决策职能的增强上，着重于目标管理；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控制职能的强化，强调和

讲究的是过程管理。实际上，项目经理应该是职业经理式的人物，是复合型人才，是通才。他应该具

有懂法律、善管理、会经营、敢负责、能公关等各方面的较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而职能部门的负责

人则往往是专才，是某一技术专业领域的专家。对项目经理的素质和技能要求在实践中往往是同企业

中的总经理完全相同的。 

项目技术负责人是在项目部经理的领导下，负责项目部施工生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机械设

备管理工作。 

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资料员、测量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劳务员都是项目的专业

人员，是施工现场的管理者。 

施工员主要从事目施工组织和进度控制； 

7.项目经理部的解体 

项目经理部是一次性、具有弹性的施工现场生产组织机构。工程临近结尾时，业务管理人员乃至

项目经理要陆续撤走，因此，必须重视项目经理部的解体和善后工作。企业工程管理部门是项目经理

部解体善后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负项目经理部的解体后工程项目在保修期间问题的处理，包括因质

量问题造成的返(维)修，工程剩余价款的结算以及回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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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施工项目目标控制 

施工项目目标控制包括：施工项目进度控制、施工项目质量控制、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施工项目

安全控制四个方面。 

施工项目进度控制，是指在既定的工期内，编制出最优的施工进度计划，在执行该计划的施工中，

经常检查施工实际进度情况，并将其与计划进度相比较，若出现偏差，便分析产生的原因和对工期的

影响程度，找出必要的调整措施，修改原计，不断地如此循环，直至工程峻工验收。施工项目进度控

制的总目标是确保施工项目的合同工期的实现，或者在保证施工质量和不因此而增加施工实际成本的

条件下，适当缩短工期。 

施工项目质量控制，是指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测量，并将项目实施结果与事先制

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比较，判断其是否符合质量标准，找出存在的偏差，分析偏差形成原因的一系列活

动。项目质量控制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 

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是指在成本形成过程中，根据事先制定的成本目标，对企业经常发生的各项

生产经营活动按照一定的原则，采用专门的控制方法，进行指导、调节、限制和监督，将各项生产费

用控制在原来所规定的标准和预算之内。如果发生偏差或问题，应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查明原因，并

及时采取有效指施，不断降低成本，以保证实现规定的成本目标。 

施工项目安全控制，是指经营管理者对施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的策划、组织、指挥、

协调、控制和改进的一系列活动，其目的是保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人身安全、资产安全，促进生产

的发展，保持社会的稳定。安全管理的对象是生产中一切人物、环境、管理状态，安全管理是一种动

态管理。 

一、施工项目目标控制的任务 

施工项目控制的任务是进行以项目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和安全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四大

目标控制。这四项目标是施工项目的约束条件，也是施工效益的象征。其中前三项目标是指施工项目

成果，而安全目标则是指施工过程中人和物的状态。也就是说，安全既指人身安全，又指财产安全，

所以，安全控制既要克服人的不安全行为，又要克服物的不安全状态。 

施工项目目标控制的具体任务见表 3-1。 

施工项目目标控制的任务  表 3-1 

控制目标 具体控制任务 

进度控制 
使工顺序合理，衔接关系适当，连续、均衡、有节奏施工，实现计划工期，提前完成

合同工期 

质量控制 
使分部分项工程达到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要求，实现施工组织设计中保证施工质量的

技术组织措施和质量等级，保证合同质量目标等级的实现 

成本控制 
实现施工组织设计的降低成本措施，降低每个分项工程的直接成本，实现项目经理部

盈利目标，实现公司利润目标及合同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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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 
实现施工组织设计的安全设计和措施，控制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控制环境，

实现安全目称，使人的行为安全、物的状态安全，断绝环境危险源 

施工现场控

制 

科学组织施工，使场容场貌、料具堆放与管理、消防保卫、环境保护及职工生活均符

合规定要求 

二、施工项目目标控制的措施 

（一）施工项目进度控制的措施 

施工项目进度控制的措施主要有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合同措施、经济措施和信息管理措施等。 

组织措施主要是指落实各级进度控制的人员及其具体任务和工作责任，建立进度控制的组织系统；

按照施工项目的结构、施工阶段或合同结构的层次进行项目分解，确定各分项进度控制的工期目标，

建立进度控制的工期目标体系；建立进度控制的工作制度，如定期检查的时间、方法，召开协调会议

的时间、参加人员等，并对影响施工实际进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预测，制订调整施工实际进度的

组织措施。 

技术措施主要是指应尽可能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方法和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保证进度目标

实现；落实施工方案，在发生问题时，能适时调整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加快施工进度。 

合同措施是指以合同形式保证工期进度的实现，即保持总进度控制目标与合同总工期相一致；分

包合同的工期与总包合同的工期相一致；供货、供电、运输、构件加工等合同规定的提供服务时间与

有关的进度控制目标相一致。 

经济措施是指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实现施工计划进度所必需的资金保证措施，包括落实实现进度目

标的保证资金；签订并实施关于工期和进度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建立并实施关于工期和进度的奖惩制

度。 

信息管理措施是指建立完善的工程统计管理体系和统计制度，详细、准确、定时地收集有关 1 程

实际进度情况的资料和信悬、并进行整理统计、得出工程施工实际进度完成情的各指标、将其与施工

计划进度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定期地向建设单位提供施工进度比较根告 

（二）施工项目质量控制的措施 

1.提高管理、施工及操作人员自身素质 

管理、施工是操作人员素质的高低对工程质量起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应提高所有参与工程施工

人员的质量意识、让他们树立五大观素，即质量第一的观念、预控为主的观念、为用户服务的观念、

用数据说话的观念以及社会效益与企业效益相结合的综合效益观念。其次，要搞好人员培训，提高员

工素质。要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质量知识、施工技术、安全知识等方前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施工人员

的综合素质。 

2.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工程项目质量保证体系是指现场施工管理组织的施工质量自控系统或管理系统，即施工单位为保

证工程项目的质量管理和目标控制，以现场施工管理组织机构为基础，通过质量目标的确定和分解，

管理人员和资源的配置，质量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具有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能力的工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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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项目质量保证体系的内容应根据施工管理的需要并结合工程特点进行设置，具体如下： 

（1）施工项目质量控制的目标体系； 

（2）施工项目质量控制的工作分工； 

（3）施工项目质量控制的基本制度； 

（4）施工项目质量控制的工作流程； 

（5）施工项目质量计划或施工组织设计； 

（6）施工项目质量控制点的设置和控制措施的制订； 

（7）施工项目质量控制关系网络设置及运行措施。 

3.加强原材料质量控制 

一是提高采购人员的政治素质和质量鉴定水平，使那些有一定专业知识又忠于事业的人担任该项

工作。二是采购材料要广开门路，综合比较，择优进货。三是施工现场材料人员要会同工地负责人、

甲方等有关人员对现场设备及进场材料进行检查验收。特殊材料要有说明书和试验报告、生产许可证，

对钢材、水泥、防水材料、混凝土外加剂等必须进行复试和见证取样试验。 

4.提高施工的质量管理水平 

每项工程有总体施工方案，每一分项工程施工之前也要做到方案先行，并且施工方案必须实行分

级审批制度，方案审完后还要做出样板，反复对样板中存在的间题进行修改，直至达到设计要求方可

执行。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 

5.确保施工工序的质量 

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工序所构成，工序质量是构成工程质量

的最基本的单元，上道工序存在质量缺陷或隐患，不仅使本工序质量达不到标准的要求，而且直接影

响下道工序及后续工程的质量与安全，进而影响最终成品的质量。因此，在施工中要建立严格的交接

班检查制度，在每一道工序进行中，必须坚持自检、互检。如监理人员在检查时发现质量问题，应分

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要求承包人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修整或返工。处理完毕，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

工序施工。 

6.加强施工项目的过程控制 

施工人员的控制。施工项目管理人员由项目经理统一指挥，各自按照岗位标准进行工作，公司随

时对项目管理人员的工作状态进行考核，并如实记录考査结果存入工程档案之中，依据考核结果，奖

优罚劣。 

施工材料的控制。施工材料的选购，必须是经过考查后合格的、信誉好的材料供应商，在材料进

场前必须先报验，经检测部门检验合格后的材料方能使用，从而保证质量，又能节约成本。 

施工工艺的控制。施工工艺的控制是决定工程质量好坏的关键。为了保证工艺的先进、合理性，

公司工程部针对分项分部工程编制成作业指导书，并下发各基层项目部技术人员，合理安排创造良好

的施工环境，才能保证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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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专项检査，开展自检、专检、互检，及时解决问题。各工序完工后由班组长组织质检员对本

工序进行自检、互检。自检时，严格执行技术交底及现行规程、规范，在自检中发现问题由班组自行

处理并填写自检记录，班组自检记录填写完善，自检的问题已确实修正后，方可由项目专职质检员进

行验收。 

（三）施工项目安全控制的措施 

1.安全制度措施 

项目经理部必须执行国家、行业、地区安全法规、标准，并以此制定本项目的安全管理制度，主

要包括： 

（1）行政管理方面: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

度；伤亡事故管理制度；劳保用品发放及使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工程开竣工的安全制度；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管理制度；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工业卫生

工作管理制度；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管理制度；场区交通安全管理制度；防火安全管理制度；意外伤

害保险制度；安全检举和控告制度等。 

（2）技术管理方面:关于施工现场安全技术要求的规定；各专业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设备维护

检修制度等。 

2.安全组织措施 

（1）建立施工项目安全组织系统。 

（2）建立与项目安全组织系统相配套的各专业、各部门、各生产岗位的安全责任系统。 

（3）建立项目经理的安全生产职责及项目班子成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4）作业人员安全纪律。现场作业人员与施工安全生产关系最为密切，他们遵守安全生产纪律和

操作规程是安全控制的关键。 

3.安全技术措施 

施工准备阶段的安全技术措施见表 3-2，施工阶段的安全技术措施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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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准备阶段的安全技术措施 表 3-2 

 内  容 

技术准备 

①了解工程设计对安全施工的要求； 

②调查工程的自然环境(水文、地质、气候、洪水、雷击等)和施工环境(地下设施、管

道及电缆的分布与走向、粉尘、噪声等)对施工安全的影响，及施工时对周围环境安全的影

响； 

③当改扩建工程施工与建设单位使用或生产发生交叉可能造成双方伤害时，双方应签

订安全施工协议，搞好施工与生产的协议，以明确双方责任，共同遵守安全事项； 

④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安全技术措施，并严格履行审批手

续，送安全部门备案 

物资准备 

①及时供应质量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等)满足施工需要； 

②保证特殊工种(电工、焊工、爆破工、起重工等)使用的工具器械质量合格，技术性能

良好； 

③施工机具、设备(起重机、卷扬机、电锯、平面刨、电气设备)、车辆等需经安全技术

性能检测，鉴定合格、防护装置齐全、制动装置可靠，方可进场使用； 

④施工周转材料(脚手杆、扣件、跳板等)须经认真挑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禁止使用 

施工现场准

备 

①按施工总平面图要求做好现场施工准备； 

②现场各种临时设施和库房的布置，特别是炸药库、油库的布置，易燃易爆品的存放

都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和消防要求，并经公安消防部门批准； 

③电气线路、配电设备应符合安全要求，有安全用电防护措施； 

④场内道路应通畅，设交通标志，危险地带设危险信号及禁止通行标志，以保证行人

和车辆通行安全； 

⑤现场周围和陡坡及沟坑处设好围栏、防护板，现场入口处设“无关人员禁止入内”

的标志及警示标志； 

⑥塔吊等起重设备安置应与输电线路、水久的或临设的工程间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避免碰撞，以保证搭设脚手架、安全网的施工距离； 

⑦现场设消防栓，应有足够有效的灭火器材 

施工队伍准

备 

①新工人、特殊工种工人须经岗位技术培训与安全教育后，持合格证上岗； 

②高险难作业工人须经身体检查合格后，方可施工作业； 

③施工负责人在开工前，应向全体施工人员进行入场前的安全技术交底，并逐级签发

“安全交底任务单” 

 

施工阶段的安全技术措施 表 3-3 

 内  容 

一般施工 

①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均有安全技术措施，分部分项工程有安全技术具体措施，施工

前由技术负责人向有关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②安全技术应与施工生产技术相统一，各项安全技术措施必须在相应的工序施工前做

好； 

③操作者严格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实现标准化作业； 

④施工现场的危险地段应设有防护、保险、信号装置及危险警示标志； 

⑤针对采用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结构制定专门的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⑥有预防自然灾害(防台风、雷击、防洪排水、防暑降温、防寒、防冻、防滑等)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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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措施； 

⑦在明火作业(焊接、切割、熬沥青等)现场应有防火、防爆安全技术措施； 

⑧有特殊工程、特殊作业的专业安全技术措施，如土石方施工安全技术、爆破安全技

术、脚手架安全技术、起重吊装安全技术、电气安全技术、高处作业及主体交叉作业安全

技术、焊割安全技术、防火安全技术、交通运输安全技术、安装工程安全技术、烟卤及筒

仓安全技术等 

拆除工程 

①详细调查拆除工程结构特点和强度、电线线路、管道设施等现状，制订可靠的安全

技术方案； 

②拆除建筑物之前，在建筑物周围划定危险警戒区域，设立安全围栏，禁止无关人员

进人作业现场 

③拆除工作开始前，先切断被拆除建筑物的电线及供水、供热、供燃气的通道； 

④拆除工作应按自上而下顺序进行，禁止数层同时拆除，必要时要对底层或下部结构

进行加固； 

⑤栏杆、楼梯、平台应与主体拆除程度配合进行，不能先行拆除； 

⑥拆除作业工人应站在脚手架上或稳固的结构部分操作，拆除承重梁和柱之间应先拆

除其承重的全部结构，并防止其他部分坍塌； 

⑦拆下的材料要及时清理运走，不得在旧楼板上集中堆放，以免超负荷； 

⑧被拆除的建筑物内需要保留的部分或需保留的设备要事先搭好防护棚； 

⑨一般不采用推倒方法拆除建筑物，必须采用推倒方法的应采取特殊安全措施 

 

（四）施工项目成本控制的措施 

1.组织措施 

施工项目上应从组织项目部人员和协作部门上入手，设置一个强有力的工程项目部和协作网络，

保证工程项目的各项管理措施得以顺利实施。首先，项目经理是企业法人在项目上的全权代表，对所

负责的项目拥有与公司经理相同的责任和权力，是项目成本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因此，选择经验丰富、

能力强的项目经理，及时掌握和分析项目的盈亏状况，并迅速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是做好成本管理的

第一步。其次，技术部门是整个工程项目施工技术和施工进度的负责部门。使用专业知识丰富、责任

心强、有一定施工经验的工程师作为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可以确保技术部门在保证质量、按期完

成任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和施工方案，以求提高工程施工的效率，最大限度地

降低工程成本。第三，经营部门主管合同实施和合同管理工作。配置外向型的工程师或懂技术的人员

负责工程进度款的申报和催款工作，处理施工赔偿问题，加强合同预算管理，增加工程项目的合同外

收入。经营部门的有效运作可以保证工程项目的增收节支。第四，财务部门应随时分析项目的财务收

支情况，及时为项目经理提供项目部的资金状况，合理调度资金，减少资金使用费和其他不必要的费

用支出。项目部的其他部门和班组也要相应地精心设置和组织，力求工程施工中的每个环节和部门都

能为项目管理的实施提供保证，为增收节支尽责尽职。 

2.技术措施 

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道路，确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和工艺技术，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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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优势来取得经济效益是降低项目成本的关键。首先，制定先进合理的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合理布

置施工现场，不断提高工程施工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以达到缩短工期、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目的。

其次，在施工过程中大力推广各种降低消耗、提高工效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其他能

降低成本的技术革新措施，提高经济效益。最后，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技术质量检验制度和力度，严把

质量关，提高工程质量，杜绝返工现象和损失，减少浪费。 

3.经济措施 

（1）控制人工费用。控制人工费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组织结构，减少窝工浪

费；实行合理的奖惩制度和激励办法，提高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加强劳动纪律，加强技术

教育和培训工作；压缩非生产用工和辅助用工，严格控制非生产人员比例。 

（2）控制材料费。材料费用占工程成本的比例很大，因此，降低成本的潜力最大。降低材料费用

的主要措施是制订好材料采购的计划，包括品种、数量和采购时间，减少仓储量，避免出现完料不尽，

垃圾堆里有“黄金”的现象，节约采购费用；改进材料的采购、运输、收发、保管等方面的工作，减

少各个环节的损耗；合理堆放现场材料，避免和减少二次搬运和摊销损耗；严格实行材料进场验收和

限额领料控制制度，减少浪费；建立结构材料消耗台账，时时监控材料的使用和消耗情况，制定并贯

彻节约材料的各种相应措施，合理使用材料，建立材料回收台账，注意工地余料的回收和再利用。另

外，在施工过程中，要随时注意发现新产品、新材料的出现，及时向建设单位和设计院提出采用代用

材料的合理建议，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做好增收节支。 

（3）控制机械费用。在控制机械使用费方面，最主要的是加强机械设备的使用和管理力度，正确

选配和合理利用机械设备，提高机械使用率和机械效率。要提高机械效率必须提高机械设备的完好率

和利用率。机械利用率的提高靠人，完好率的提高在于保养和维护。因此，在机械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方面要尽量做到人机固定，落实机械使用、保养责任制，实行操作员、驾驶员经培训持证上岗，保证

合理规范地使用机械设备，并保证机械设备的使用安全，同时应建立机械设备档案制度，定期对机械

设备进行保养维护。另外，要注意机械设备的综合利用，尽量做到一机多用，提高利用率，从而加快

施工进度、增加产量、降低机械设备的综合使用费。 

（4）控制间接费及其他直接费。间接费是项目管理人员和企业的其他职能部门为该工程项目所发

生的全部费用。这一项费用的控制主要应通过精简管理机构，合理确定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业务管

理部门的费用实行节约承包来落实，同时对涉及管理部门的多个项目实行清晰分账，落实谁受益谁负

担，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的原则。其他直接费包括临时设施费、工地二次搬

运费、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检验试验费和场地清理费等，应本着合理计划、节约为主的原则进行严

格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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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施工资源与现场管理 

一、施工资源管理的任务和内容 

（一）施工项目资源管理的概念 

施工项目资源，也称施工项目生产要素，是指生产力作用于施工项目的有关要素，即投入施工项

目的劳动力、材料、机械设备、技术和资金等要素。施工项目生产要素是施工项目管理的基本要素，

施工项目管理实际上就是根据施工项目的目标、特点和施工条件，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有效和有序地组

织和管理项目，并实现最终目标。施工项目的计划和控制的各项工作最终都要落实到生产要素管理上。

生产要素的管理对施工项目的质量、成本、进度和安全都有重要影响。 

（二）施工项目资源管理的特点 

1.劳动力。当前，我国在施工企业中设置劳务分包企业序列，施工总承包企业和专业承包企业的作

业人员按合同由施工劳务企业提供。劳动力管理主要依靠劳务企业，项目经理部协助管理。施工项目

中的劳动力，关键在使用，使用的关键在提高效率，提高效率的关键是如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调动

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利用行为科学，从劳动力个人的需要与行为的关系的观点出

发，进行恰当的激励。 

2.材料。建筑材料按在生产中的作用可分为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和其他材料。其中主要材料指在施

工中被直接加工，构成工程实体的各种材料，如钢材、水泥、木材、砂、石等。辅助材料指在施工中

有助于产品的形成，但不构成实体的材料，如促凝剂、脱模剂、润滑物等。其他材料指不构成工程实

体，但又是施工中必需的材料，如燃料、油料、砂纸、棉纱等。另外，还有周转材料(如脚手架材、模

板材等)、工具、预制构配件、机械零配件等。建筑材料还可以按其自然属性分类，包括金属材料、硅

酸盐材料、电器材料、化工材料等。施工项目材料管理的重点在现场、使用、节约和核算。 

3.机械设备。施工项目的机械设备，主要是指作为大型工具使用的大、中、小型机械，既是固定资

产，又是劳动手段。施工项目机械设备管理的环节包括选择、使用、保养、维修、改造、更新。其关

键在使用，使用的关键是提高机械效率，提高机械效率必须提高利用率和完好率。利用率的提高靠人，

完好率的提高在于保养与维修。 

4.技术。施工项目技术管理，是对各项技术工作要素和技术活动过程的管理。技术工作要素包括技

术人才、技术装备、技术规程、技术资料等。技术活动过程指技术计划、技术运用、技术评价等。技

术作用的发挥，除决定于技术本身的水平外，极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技术管理水平。没有完善的技术管

理，先进的技术是难以发挥作用的。施工项目技术管理的任务有四项:（1）正确贯彻国家和行政主管部

门的技术政策，贯彻上级对技术工作的指示与决定；（2）研究、认识和利用技术规律，科学地组织各

项技术工作，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3）确立正常的生产技术秩序，进行文明施工，以技术保证工程

质量；（4）努力提高技术工作的经济效果，使技术与经济有机地结合。 

5.资金。施工项目的资金，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获取其他资源的基础，是所有项目活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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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主要有以下环节:编制资金计划，筹集资金，投入资金(施工项目经理部收入)，资金使用(支出)，

资金核算与分析。施工项目资金管理的重点是收入与支出问题，收支之差涉及核算、筹资、贷款、利

息、利润、税收等问题。 

（三）施工资源管理的任务 

1.确定资源类型及数量。具体包括:（1）确定项目施工所需的各层次管理人员和各工种工人的数量；

（2）确定项目施工所需的各种物资资源的品种、类型、规格和相应的数量（3）确定项目施工所需的

各种施工设施的定量需求；（4）确定项目施工所需的各种来源的资金的数量。 

2.确定资源的分配计划。包括编制人员需求分配计划、编制物资需求分配计划、编制施工设备和设

施需求分配计刘、编制资金需求分配计划。在各项计划中，明确各种施工资源的需求在时间上的分配，

以及在相应的子项目或工程部位上的分配。 

3.编制资源进度计划。资源进度计划是资源按时间的供应计划，应视项目对施工资源的需用情况和

施工资源的供应条件而确定编制哪种资源进度计划。编制资源进度计划能合理地考虑施工资源的运用，

这将有利于提高施工质量，降低施工成本和加快施工进度。 

4.施工资源进度计划的执行和动态调整。施工项目施工资源管理不能仅停留于确定和编制上述计划，

在施工开始前和在施工过程中应落实和执行所編的有关资源管理的计划，并视需要对其进行动态的调

整。 

二、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内容与要求 

为加强电力建设安全生产监管理，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23 号)、《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

〔2011〕40 号)，规范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准化工作，国家能源局委托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组

织编制了《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以下简称“施工企业标准”) 

“施工企业标准”依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2010)，结合电力建设施工企

业特点编制，规定了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的目标、 组织机构和职责、安全生产投入、法律法规

与安全管理制度、教育培训、施工设备管理、作业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危险源辨识和重大危险源

监控、职业健康、应急救援、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 绩效评定和持续改进等十三个方面的内容、 要

求及达标评级标准，规范了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管理。  

（一）“施工企业标准”的适用范国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电源（不含核岛部分）、电网建设的施工企业；适用于上述企业涉

电业务范围，其它业务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施工企业标准”的术语和定义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2010 中规定的术语和国家、行业现行法规、标

准，结合电力项目特点制定。 

1.安全生产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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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排查治理隐患和监控重大危险源，建

立风险分析和预控机制，规范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行为， 使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各环节符合有关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 人、机、物、环处于良好的状态，并持续改进，不断加强电力

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 

2.安全绩效 

依据安全工作目标，在施工企业安全工作方面取得的可测量结果。 

3.相关方  

与电力建设施工企业的安全绩效相关联或受其影响的组织或个人。 

4.资源 

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所需的人员、资金、设施、材料、技术和方法等。  

5.高处作业 

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含 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6.受限空间 

受限空间是指施工现场各种设备内部（炉、罐、仓、池、槽车、管道、烟道等）和隧道、 下水道、

沟、坑、井、池、涵洞、阀门间、污水处理设施等封闭、半封闭的设施及场所（地下隐蔽工程、密闭

容器、长期不用的设施或通风不畅的场所等）。  

在符合以下所有物理条件（同时符合以下 3 条）外，还至少存在以下危险特征之一的空间：  

物理条件  

——有足够的空间， 让员工可以进入并进行指定的工作；  

——进入和撤离受到限制, 不能自如进出；  

——并非设计用来给员工长时间在内工作的。  

危险特征  

——存在或可能产生有毒有害气体；  

——存在或可能产生掩埋进入者的物料；  

——内部结构可能将进入者困在其中（如，内有固定设备或四壁向内倾斜收拢）； 

——存在已识别出的健康、安全风险。  

7.特种作业：指容易发生事故， 对操作者本人、 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 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

重大危害的作业。  

8.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 搬运、 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 且危险物品的数

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 

施）。  

9.事故隐患：事故隐患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 

一般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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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

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三）“施工企业标准”实施过程应遵守的一般要求 

1.原则 

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以安全文明施工、危险源动态管理、隐患排查治理为基础，提高

安全生产水平，防范事故，保障人身安全健康，实现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目标。 

2.建立和保持  

依据本标准要求，结合企业特点，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 动态循环的模式，通过自我检查、

自我纠正和规范安全管理和作业行为，建立并保持安全绩效持续改进的长效管理机制。 

3.评审和监督  

企业应根据“施工企业标准”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自评后按相关管理办法的要求申请评审

定级。  

标准化达标评级采用对照本标准评分的方式，评审得分＝（实得分/应得分）×100。 其中，实得

分为受评企业实际得分值的总和；应得分为受评企业适用项标准分值的总和。 

设立加分项。企业有安全管理创新成果，且已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效果明显、

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经评审专家组协商一致，可在实得分中加分；每项加分不超过 5 分，总加分不超

过 10 分。  

标准化达标评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评审得分 90 分及以上为一级，得分 80 分及以上为二级，

得分 70 分及以上为三级。  

国家能源监管机构对达标评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4.核心要求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核心要求及评分标准共 13个要素，86个考核项目，共计 508条评分条款，

总分 1000 分，按得分率计算实际得分，应得分为 1000-不考核项的应得分数，具体内容见“施工企业

标准”。 

5.“施工企业标准”中的附录规定实施要求 

“施工企业标准”中给出的附录与核心要求效力相同，注明“包括但不限于”时，指可根据企业

自身情况，增加有关内容，但规定的要求应按标准实施。主要包括： 

附录 A： 常规安全防护设施 

附录 B： 施工企业应建立的安全管理制度 

附录 C： 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附录 D：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附录 E： 重要临时设施、重要施工工序、特殊作业、危险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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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安全施工作业票 

附录 G： 专项应急预案 

附录 H：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三、施工现场管理的任务和内容 

施工现场是指从事工程施工活动经批准占用的施工场地。它既包括红线以内占用的建筑用地和施

工用地，又包括红线以外现场附近经批准占用的临时施工用地。施工现场管理就是运用科学的思想、

组织、方法和手段，对施工现场的人、设备、材料、工艺、资金等生产要素，进行有计划地组织、控

制、协调、激励，来保证预定目标的实现。 

（一）施工现场管理的任务 

施工现场管理的任务，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全面完成生产计划规定的任务，含产量、产值、质量、工期、资金、成本、利润和安全等。 

2.按施工规律组织生产，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 

3.搞好劳动组织和班组建设，不断提高施工现场人员的思想和技术素质。 

4.加强定额管理，降低物料和能源的消耗，减少生产储备和资金占用，不断降低生产成本。 

5.优化专业管理，建立完善管理体系，有效地控制施工现场的投入和产出。 

6.加强施工现场的标准化管理，使人流、物流高效有序。 

7.治理施工现场环境，改变“脏、乱、差”的状况，注意保护施工环境，做到施工不扰民。 

（二）施工项目现场管理的内容 

施工现场管理的主要内容有: 

1.规划及报批施工用地。根据施工项目及建筑用地的特点科学规划，充分、合理使用施工现场场内

占地；当场内空间不足时，应同发包人按规定向城市规划部门、公安交通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

使用场外施工临时用地。 

2.设计施工现场平面图。根据建筑总平面图、单位工程施工图、拟定的施工方案、现场地理位置和

环境及政府部门的管理标准，充分考虑现场布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设计施工总平面图、单

位工程施工平面图；单位工程施工平面图应根据施工内容和分包单位的变化，设计出阶段性施工平面

图，并在阶段性进度目标开始实施前，通过施工协调会议确认后实施。 

3.建立施工现场管理组织。一是项目经理全面负责施工过程中的现场管理，并建立施工项目经理部

体系。二是项目经理部应由主管生产的副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生产技术、质量、安全、保卫、消

防、材料、环保、卫生等管理人员组成。三是建立施工项目现场管理规章制度、管理标准、实施措施、

监督办法和奖惩制度。四是根据工程规模、技术复杂程度和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遵循“谁生产、谁

负责”的原则，建立按专业、岗位、区片划分的施工现场管理责任制，并组织实施。五是建立现场管

理例会和协调制度，通过调度工作实施的动态管理，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4.建立文明施工现场。一是按照国务院及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施工现场管理法规和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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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管理施工现场。二是按审核批准的施工总平面图布置管理施工现场，规范场容。三是项目经理部

应对施工现场场容、文明形象管理做出总体策划和部署，分包人应在项目经理部指导和协调下，按照

分区划块原则做好分包人施工用地场容、文明形象管理的规划。四是经常检查施工项目现场管理的落

实情况，听取社会公众、近邻单位的意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留隐患，避免再度发生，并实施奖

惩。五是接受政府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考评和企业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定期抽查、日

常检查、考评和指导。六是加强施工现场文明建设，展示和宣传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及项目经理部的

良好形象。 

5.及时清场转移。施工结束后，应及时组织清场，向新工地转移。同时，组织剩余物资退场，拆除

临时设施，清除建筑垃圾，按市容管理要求恢复临时占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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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内容与要求 

一、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内容与要求 

 “项目标准”依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2010)，结合电力工程建设项目的

类型、特点，规定了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目标、 组织机构和职责、安全生产投入、法律法规

与安全管理制度、教育培训、施工设备管理、作业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危险源辨识和重大危险源

监控、职业健康、应急救援、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 绩效评定和持续改进等十三个方面的内容、 要

求及达标评级标准，规范了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管理。  

（一）“项目标准”的适用范国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火电、水电、输变电等电力工程建设项目，风电、光伏发电等其他电

力工程建设项目参照执行。 

（二）“项目标准”的术语和定义 

与“施工企业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相同。 

（三）“项目标准”实施过程应遵守的一般要求 

1.原则 

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以隐患排查治理、危险源动态管理、安全文明施工为基础，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减少事故发生，保障

人身安全健康，保证电力工程建设活动顺利进行。 

2.建立和保持  

依据本标准要求，结合电力工程建设特点，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 动态循环的模式，通过

自我检查、自我纠正和规范安全管理和作业行为，建立并保持安全绩效持续改进的长效管理机制。 

3.评审和监督  

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实行建设有关单位自主评定、外部评审的方式。 

建设单位应根据本标准组织开展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自主评定后向电力监管

机构申请外部评审定级。 

标准化达标评级采用对照本标准评分的方式，评审得分＝（实得分/应得分）×100。 其中，实得

分为评分项目实际得分值的总和；应得分为评分项目适用项标准分值的总和。 

标准化达标评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一级评审得分应大于 90 分，二级评审得分应大于 80 分，

三级评审得分应大于 70 分。 

国家能源监管机构对达标评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4.评审时间 

评审时间应为工程施工高峰期。火电工程：首台锅炉板梁吊装至系统调试阶段；水电工程：挡水

建筑物完成 50%至机电设备开始安装；输变电工程：变电工程主变压器安装就位前或线路工程导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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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线前；其它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可根据工程情况适时申请评审。 

5.核心要求 

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核心要求及评分标准共 13个要素，86个考核项目，共计 382条评分条款，

总分 1000 分，按得分率计算实际得分，应得分为 1000-不考核项的应得分数，具体内容见“项目标准”。 

（四）“项目标准”中的附录规定实施要求 

“项目标准”中给出的附录与核心要求效力相同，注明“包括但不限于”时，指可根据企业自身

情况，增加有关内容，但规定的要求应按标准实施。主要包括： 

附录 A： 常规安全防护设施 

附录 B： 工程建设项目应建立的安全管理制度 

附录 C： 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附录 D：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附录 E： 重要临时设施、重要施工工序、特殊作业、危险作业项目 

附录 F： 安全施工作业票 

附录 G： 专项应急预案 

附录 H：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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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企业应急能力建设内容与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促进电力行业应急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提高电力行业突发事件应

对能力，落实《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深入开展电力企业应急能力建设评估工作的通知》（国能综安全

[2016]542 号），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组织编制了《电力建设企业应急能力建设评估规范》（以下

简称“本规范”），自 2017 年开始全面开展企业应急能力建设评估工作。 

一、电力建设企业应急能力建设主要内容与要求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电力建设企业（包括勘测设计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应急能力建设评估工作，电力

装备制造企业可参照执行。 

（二）术语和定义 

1.应急管理 

为应对突发事件而采取的、涵盖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

建全过程的有计划、有组织、系统性的行为。 

2.应急体系 

电力行业各单位充分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在建立和完善本单位“一案三制”的基础上，全面加

强应急重要环节的建设，包括：监测预警、应急指挥、应急队伍、物资保障、培训演练、科技支撑、

恢复重建等。 

3.电建企业应急能力建设评估 

以电力建设企业为评估主体，以应急能力建设和提升为目标，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评

估为手段，以全面应急管理理论为指导，构建科学合理的建设与评估指标体系，建立评估模型和完善

评估方法，进行综合评估，通过评估，明确电力建设企业应急能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改进和完

善应急体系，提高企业应急能力。 

（三）一般要求 

1.电力建设企业应建立健全应急体系，完善应急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以电力建设工程项目为

重点，全面开展应急能力建设工作。 

2.电力建设企业应根据业务特点开展应急能力建设工作。 

（1）电力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及可行性研究阶段，勘测设计单位应开展安全风险、地质灾害和涉及

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的重大问题分析和评估，提出安全防护措施，为施工单位应急能力建设与评估提供

技术支持。 

（2）电力建设工程实行工程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建设单位对工程应急管

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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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单位应根据电力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特点、范围，制定应急预案，对施工现场易发生事

故的部位、环节进行监控；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分包单位开展应急管理工作，

落实各项应急要求，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应急能力建设自查自评，建立与地方政府、上级单位及建设

单位的协调联动机制。 

（四）建设内容 

电力建设企业应急能力建设应围绕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

重建四个方面开展。 

1.预防与应急准备能力建设应包括法规制度、应急规划与实施、应急组织体系、应急预案管理、应

急培训与演练、应急队伍、应急保障能力等方面，内容如下： 

（1）应识别、获取和更新适用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及时修订本企业应急管理制度，

并在企业内部进行宣传、培训和落实。 

（2）应将应急管理工作纳入企业安全发展规划，并同步实施、同步推进。 

（3）应建立应急组织体系，明确各级人员的应急管理及应急救援职责，定期开展考核。 

（4）应结合企业风险分析情况，根据有关标准及其他相关要求开展应急预案编制、评审、备案工

作。 

（5）应急管理制度应含有应急教育培训的内容，制定并实施应急教育培训计划，建立教育培训档

案。 

（6）应制定并实施应急演练计划，对演练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估。 

（7）应建立应急救援队伍，与社会救援、医疗、消防等专业应急队伍及应急协作单位建立联系。 

（8）应保证应急所需资金，配置应急装备和物资，与应急协作单位建立装备和物资互助机制。 

（9）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明确本单位与联动单位职责、权限和程序，加强与联动部门配合协调。 

（10）应建立应急值守制度，明确值守方式、值班人员职责等。 

2.监测与预警能力建设包括监测预警能力、事件监测、预警管理等方面，内容如下： 

（1）应建立分级负责的常态监测网络，明确各级、各专业部门的监测职责和范围；与上级主管单

位、政府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建立联络机制。 

（2）应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明确预警的具体条件、方式方法和信息发布程序，根据事态发展

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或解除。 

3.应急处置与救援能力建设包括先期处置、应急指挥、应急启动、现场救援、信息报送、信息发布、

调整与结束等方面，内容如下： 

（1）突发事件发生时，现场人员应第一时间进行先期处置，防止事故扩大，重点做好人员的自救

和互救工作，及时报送信息。 

（2）应急领导机构确定应急响应级别，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指挥机构按照相应的应急预案、处置

方案，开展应急救援，做好现场监测，保证现场处置人员安全，防止次生灾害。 



 97 

（3）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和上级单位报送信息。 

（4）按预案规定调整或解除应急响应。 

3.事后恢复与重建能力建设包括后期处置、应急处置评估、恢复重建等方面，内容如下： 

（1）应开展突发事件原因调查和分析并统计事件造成的各项损失。 

（2）应对现场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落实应急处置评估报告有关建议和要求，改进应急管理工作。 

（3）应制定临时过渡措施和整改计划，针对设备、设施和施工现场存在的的隐患，及时落实专项

治理资金，制定整改措施，合理安排进度，确保安全、高效地实施整改。 

（4）应结合事件调查分析结果，查找存在的问题，修改相关工作规划，制定建设方案，实施建设。 

二、电力建设企业应急能力建设评估方法与要求 

（一）应急能力评估内容依据应急能力建设内容，按照附录 A 和附录 B 中的评分标准打分，各电

力建设企业可根据本规范开展自评估。 

（二）应急能力评估以静态评估为主，动态评估为辅。 

（三）评估范围包括企业及其所承揽的工程项目，项目现场采取抽查方式，抽查个数应不少于 2

个，且覆盖主要业务范围。 

（四）静态评估 

1.静态评估的方法包括资料检查、现场勘查等。 

2.检查资料应包括应急规章制度、应急预案，以往突发事件处置、应急演练等相关资料和数据信息；

现场勘查对象应包括应急装备、物资、信息系统等。 

（五）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的方法包括访谈、考问、考试、模拟演练等。 

1.访谈 

访谈对象为企业应急领导机构负责人，了解其对本岗位应急工作职责、企业综合预案内容、预警、

响应流程的熟悉程度等。 

2.考问 

考问对象为部门负责人、管理人员、一线员工，抽选上述人员时应做到覆盖安全生产的重点岗位，

主要评估其对本岗位应急工作职责、应急基本常识、关键的逃生路线、自保自救手段和措施、相关预

案等的内容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的了解程度。 

3.考试 

考试对象为管理人员、一线员工，抽选上述人员时应做到覆盖安全生产的重点岗位，主要评估其

对应急管理应知应会内容的掌握程度。 

4.模拟演练 

模拟演练主要针对应急领导机构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一线员工，分别按相应职责评估其对监测

预警、应急启动、应急响应、指挥协调、事件处置、舆论引导和信息发布、现场处置措施等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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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处置工作流程、技能的掌握程度。 

（六）标准分设置 

1.静态分值 

静态评估总分 1000 分，其中一级评估指标中预防与应急准备标准分 500 分（占 50%），监测与预

警标准分 100 分（占 10%），应急处置与救援标准分 300 分（占 30%），事后恢复与重建标准分 100 分

（占 10%）。 

2.动态分值 

本标准动态评估总分 200 分，其中访谈部分 10 分（占 5%），考问部分 40 分（占 20%），考试部分

50 分（占 25%），模拟演练 100 分（占 50%）。 

（七）评估得分 

1.综合得分=（实得分/应得分）×100。 

实得分为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实得分之和。 

应得分为静态评估应得分和动态评估应得分之和。 

2.评估时应依据评分标准进行打分，然后逐级汇总，并形成实得分，换算成综合得分。同一企业不

同部门或单位（项目部）出现同一问题不重复扣分，单项分扣完为止；访谈、考问、考试人数多于 1

人时，应取平均分。 

（八）评估等级 

根据评估综合得分分数，评估等级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优良：综合得分≥90 分； 

合格：70 分≤综合得分＜90 分； 

不合格：综合得分＜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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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材料、技术和资金。（    ） 

2.安全管理的对象是生产中一切人、物、环境、管理状态，安全管理是一种动态管理。（    ） 

3.某建设项目采用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R 监理公司承担施工监理任务，G 施工企业承担主要的施

工任务，业主将其中的二次装修发包给 C 装饰公司，则 C 装饰公司在施工中应接受施工总承包管理方

的施工管理。（    ） 

4.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2006.，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人与项目经理协商制定。（    ） 

5.对于采用建设项目总承包模式的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的控制是业主项目管理的任务。（    ） 

6.施工方编制施工进度计划的依据之一是施工任务委托合同。（    ） 

7.建设工程施工进度控制中，业主方的任务是控制整个项目实施阶段的进度。（    ） 

8.安全管理的对象是生产中一切人、物、环境、管理状态，安全管理是一种动态管理。（    ） 

9.施工项目资源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施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项目目标的实现提供资源保证。（    ） 

10.一个项目的施工资源应包含参与和配合该项目施工的所有单位将投入的资源。（    ） 

11.组织和人力资源规划是识别、确定和分派项目角色、职责和报告关系的过程。（    ） 

12.《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电

源（不含核岛部分）、电网建设的施工企业。（    ） 

13.受限空间是指施工现场各种设备内部（炉、罐、仓、池、槽车、管道、烟道等）和隧道、下水

道、沟、坑、井、池、涵洞、阀门间、污水处理设施等封闭、半封闭的设施及场所（地下隐蔽工程、

密闭容器、长期不用的设施或通风不畅的场所等）。（    ） 

14.企业应根据本标准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自评后按相关管理办法的要求确定评审定级。

（    ） 

15.《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的术语和定义中事故隐患分为一般

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    ） 

16.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实行建设有关单位自主评定、上级评审的方式。（    ） 

17.标准化达标评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一级评审得分应大于 90 分，二级评审得分应大于 80

分，三级评审得分应大于 70 分。（    ） 

18.制定的项目安全生产目标应包含人员、机械、设备、交通、火灾、环境等方面的各项指标。（    ） 

19.《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教育培训的要素分项包括：教育培

训管理、安全管理人员教育培训、作业人员教育培训、其它人员教育培训、安全文化建设。（    ） 

20、《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中应急救援的要素分项包括：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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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队伍、应急预案、应急设施装备物资、应急培训及演练、事故救援。（    ） 

21.企业应将使用的应急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其他要求及时的传达给从业人员。（    ） 

22.对于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突发事件，从业人员应立即停止作业或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危

险区域。（    ） 

23.应急队伍人员应每年进行专业应急技能培训，掌握相关应急救援抢修设备、装备的使用个，掌

握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 

24.应急体系包括：检测预警、应急指挥、应急队伍、物资保障、培训演练、科学支撑、恢复重建

等。（    ） 

二、单选题 

1.以下不属于施工项目管理内容的是（    ）。 

A.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管理                  B.组织协调 

C.施工现场的管理                          D.项目的规划设计 

2.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施工项目管理组织的内容的是（    ）。 

A.组织系统的设计与建立       B.组织沟通       C.组织运行      D.组织调整 

3.某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在组织项目施工中，施工质量控制不严造成工程返工，直接经济损失达

30 万元，则施工企业主要追究其（    ）。 

A.法律责任       B.经济责任       C．行政责任       D.领导责任 

4.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方的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在项目的（    ）。 

A.决策阶段、实施阶段、使用阶段              B.实施阶段 

C.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保修阶段              D.施工阶段 

5.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基本出发点是借鉴工业生产组织的经验，实现建设生产过程的（    ）。  

A.组织柔性化       B.组织集成化       C.组织扁平化       D.组织高效化 

6.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GB /T50326 一 2006 ) ，项目管理规划应包括项目管理规划

大纲和（    ）两类文件。 

A.项目管理计划           B.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C.项目管理操作规划       D.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7.施工项目目标控制包括：施工项目进度控制、施工项目质量控制、（    ）、施工项目安全控制四

个方面。 

A.施工项目管理控制       B.施工项目成本控制  

C.施工项目人力控制       D.施工项目物资控制 

8.施工项目控制的任务是进行以项目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和安全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四大

目标控制。其中下列不属于与施工项目成果相关的是（    ）。 

A．进度控制             B．安全控制            C．质量控制           D．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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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了取得施工成本管理的理想效果，必须从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实施管理，这些措施不包括

（    ）。 

A.组织措施       B.技术措施       C.经济措施       D.管理措施 

10.对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时，应分析和论证各项工作的进度，以及各项工作（    ）。 

A.逐项工作的进度       B.分别进行的关系 

C.交叉进行的关系       D.各自完成的情况 

11.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进度计划组成的系统，它在（    ）。 

A.项目立项时建立  

B.项目设计前准备阶段建立 

C.项目施工前准备阶段建立  

D.项目进展过程中逐步完善 

12.建设工程项目的总进度目标是在项目的（    ）阶段确定的。 

A.决策           B.设计           C.招标          D.施工 

13.只重视进度计划的编制，不重视进度计划必要的调整，则(      )。 

A.进度无法完成                           B.进度需要调整 

C.进度同样可以得到控制                   D.进度无法得到控制 

14.业主方进度控制的任务是控制整个项目实施阶段的进度，下列不属于其进度类型的是(     )。 

A.设计工作进度                            B.控制设计准备前的工作进度 

C.项目动用前准备阶段的工作进度            D.物资采购工作进度 

15.下列有关施工现场防火的一般规定描述错误的是（    ）。 

A.现场要有明显的防火宣传标志，并按现场道路状况决定是否需要设置临时消防车道 

B.现场使用的电气设备必须符合防火要求，临时用电系统必须安装过载保护装置 

C.现场严禁工程明火保温施工 

D.现场应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并应指派专人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

有效 

16.施工现场安全标志分（    ）几大类型。 

A.禁止标志       B.警告标志       C.指令标志       D.消防标志       E.提示标志 

17.受限空间是指(     )各种设备内部（炉、罐、仓、池、槽车、管道、烟道等）和隧道、下水道、

沟、坑、井、池、涵洞、阀门间、污水处理设施等封闭、半封闭的设施及场所（地下隐蔽工程、密闭

容器、长期不用的设施或通风不畅的场所等）。 

A.生产车间      B.仓库      C.塔吊操作室      D.施工现场 

18.《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的核心要求考核项目，其中重大危

险源监控要素分项包括：（    ）、登记建档与备案、监控与管理等 3 个分项。 



 102 

A.辨识与评估      B.重大危险源管理      C.重大危险源申报      D.重大危险源治理 

19.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实行建设（    ）自主评定、外部评审的方式。  

A.上级单位          B.本单位             C.有关单位         D.施工单位 

20、建立由建设单位和参建单位的项目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安全生产保证体系，保障安全生产的

（    ）、物资、费用等需要。  

A．人员            B．资金         C．场所          D．征地 

21.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项目部）与施工单位应在合同中明确（    ）费用，并按工程进度拨付；

施工单位应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专项费用，在竞标时列入工程造价，不得删减。  

A．合同总价          B．文明施工        C．项目管理          D．安全施工 

22.《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5.8 隐患排查和治理的要素分项包括：

隐患排查、（    ）、隐患治理、预测预警。 

A．排查范围和方法        B．排查范围和人员  

C．排查项目和方法        D．排查范围和处罚 

22. （    ）是公司组织管理、指挥协调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指导原则和程序规范，是应对各类突

发事件的综合性文件。 

A.总体应急预案      B.专项预案      C.现场处置方案      D.保电方案 

23.应急队伍由应急救援基干分队、应急抢修队伍、（    ）组成。 

A.生产班组      B.应急领导小组      C.管理人员      D.应急专家队伍 

24.发生突发事件，事发单位首先要做好（    ）。 

A.现场勘查      B.善后处理      C.先期处置      D.总结评估 

25.应急预案的层次可分为综合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A.单位预案      B.专项预案      C.个体预案      D.普通预案 

26.预防与应急准备，是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必须立足于（    ）的原则。 

A.预防为主      B.控制为主      C.处理为主      D.善后为主 

27.在应急管理中，（    ）阶段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抢救受害人员、保护可能受威胁的人群，并尽可

能控制并消除事故。 

A.预防      B.准备      C.响应      D.恢复 

28.对于新建、改建、扩建及装置检维修等大型施工作业项目，各单位要与承包商等相关方共同进

行施工作业前的(   )，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或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A.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      B.环境危害识别      C.周边环境调查      D.安全检查 

29.企业应加强应急预案培训，每年至少组织（    ）应急预案培训。 

A.1 次      B.2 次      C.3 次      D.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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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选题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施工项目管理的内容的是(      )。 

A.建立施工项目管理组织         B.编制《施工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 

C.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管理       D.施工项目的施工情况的评估 

E.施工项目的信息管理 

2.下列各项中，属于项目管理组织职能的是(      )。 

A.组织设计      B.组织联系       C.组织运行       D.组织行为       E.组织调整 

3.下列关于施工项目目标控制的措施说法错误的是(      )。 

A.施工项目进度控制的措施主要有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合同措施、经济措施 

B.经济措施主要是建立健全目标控制组织，完善组织内各部门及人员的职责分工 

C.技术措施主要是项目目标控制中所用的技术措施有两大类：一类是硬技术，即工艺技术 

D.合同措施是指严格执行和完成合同规定的一切内容，阶段性检查合同履行情况，对偏离合同的

行为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E.组织措施是目标控制的基础，制定有关规章制度，保证制度的贯彻与执行，建立健全控制信息流

通的渠道 

4.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按不同深度构成的计划系统包括(      )等。 

A.控制性进度规划（计划）                     B.实施性（操作性）进度计划 

C.总进度规划（计划）                         D.项目子系统进度规划（计划） 

E．项目子系统中的单项工程进度计划 

5.以下属于施工项目资源管理的内容的是(      )。 

A.劳动力          B.材料          C.技术         D.机械设备      E.施工现场  

6.以下各项中属于施工现场管理的内容的是(      )。 

A.落实资源进度计划            B.胞工平面布置 

C.施工现场封闭管理            D.施工资源进度计划的动态调整        E.警示标牌 

7.以下各项中属于环境保护和文明施工管理的措施有(      )。 

 A.防治大气污染措施                      B.防治水污染措施 

 C.防治扬尘污染措施                      D.防治施工噪声污染措施 

 E.防治固体废弃物污染措施 

8.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评审范围包括企业本部和本企业承揽的工程项目。

(      )；施工企业承建的国外项目可参加安全标准化评审。 

A.工程项目一般抽查 20% 

B.申报一级企业，最少抽查 2 个处于施工高峰期的项目，最多抽 5 个 

C.申报二级、三级的企业，评审期内处于施工高峰期的项目数不能为零，且最少抽查 1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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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所参建的项目中已有通过建设方组织的工程建设项目达标评级的，可以核减一个项目 

9.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开展生产标准化评级评审时间为：企业自评后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申报，

与评审机构确定评审时间。抽查的项目应已核准并处于施工高峰期(      )。 

A.火电工程：首台锅炉大板梁吊装至系统调试阶段                

B.水电工程：挡水建筑物完成 50%至机电设备开始安装 

C.输变电工程：变电工程主变压器安装就位前或线路工程导地线架线前 

D.其它电力工程建设项目部可根据工程情况确定 

10.《电力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的建立和保持是指依据本标准要求，

结合企业特点，采用“(      )、改进”动态循环的模式，通过自我检查、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规范

安全管理和作业行为，建立并保持安全绩效持续改进的长效管理机制。  

A.策划       B.实施       C.检查       D.提高 

11.应急管理中建立和完善本单位的“一案三制”是指(      )。 

A.应急预案       B.应急体制       C.应急机制       D.应急法制 

12.电建企业应急能力评估的主要内容为(      )等四个方面按照静态查评和动态考评两个方法进

行全面评估。 

A.预防与应急准备       B.风险监测与预警       C.应急处置与救援  

D.事故处理             E.事后恢复与重建 

13.本企业审批下发的应急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 (      )、应急队伍(人员)管理、应急物资装备管

理、应急信息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重大危险源管理、应急管理工作考评等。 

A.应急预案管理       B.监测与预警管理       C.应急教育培训管理    

D.应急演练管理       E.隐患排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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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基础知识 

第四章 电力工程相关的电路基础知识 

第一节 直流电路 

一、基本概念 

（一）电场 

当两个带电物体互相靠近时，它们之间就有作用力，即同性带电物体互相排斥，异性带电物体相

互吸引。尽管两个带电物体没有直接接触，但相互之间却存在着作用力，这说明在带电物体周围的空

间存在一种特殊物质，相互作用力就是靠这种特殊物质来传递的，我们把这种特殊物质称为电场。凡

有电荷存在，其周围必然有电场存在。如果电荷的多少和位置都不变化，则其电场也不变化，这种电

场称为静电场。 

（二）电位 

当一物体带有电荷时，这物体就具有一定的电位能，我们把这电位能叫作电位。电场中某点 A 的

电位等于单位正电荷在该点所具有的电位能。用符号 VA表示。一般规定参考点的电位为零，所以计算

电路中某点的电位就是求该点与参考点之间的电位差，在实际电路中常以大地作为公共参考点。电路

中各点电位的大小和正负与参考点的选择有关。选择不同的参考点，电路中各点电位的大小和正负也

就不同。电位的单位是伏特。 

（三）电压（电位差） 

电压（电位差）：电路中任意两点间电位的差值。A.B 两点的电压以 UAB表示，UAB= UA- UB。 

电位差是产生电流的原因，如果没有电位差，在直流电路中就不会有电荷的流动，就不会有电流。

电压的单位也是伏特，简称伏，用字母 V 表示。常用电压单位还有千伏（kV）、毫伏（mV），它们之

间的换算关系为：1kV=103V，1V=103mV。 

（四）电流 

电流就是电荷有规律的定向移动。在实际应用中，电流的方向规定为正电荷移动的方向。 

若在 t 时间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量是 Q，则电流强度表示为： 

t

Q
I                            （4-1） 

电流强度的单位是安培，用 A 表示。除安培外，常用电流强度单位还有 kA（千安）、mA（毫安）、

uA（微安），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1kA=103A，1mA=10-3A，1 uA =10-6A。 

电流分交流电和直流电两大类。凡方向不随时间变化的电流称为直流电流，简称直流；方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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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随时间有脉动变化的电流称为脉动直流电；大小方向都随时间变化的电流称为交流电流。 

电路中电流大小可以用电流表进行测量。测量时是将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在测量直流电流时要

注意，应使电流从表的正端流入、负端流出。电流表的量程应大于被测电路中实际电流的数值，否则

可能烧坏电流表。 

（五）电源与电动势 

电源是将其他能量转换为电能的装置。电动势是衡量电源将其他能量转换为电能的本领大小的物

理量，用字母 E 表示。 

电动势简称电势，单位是 V（伏）。电动势和电压都是产生电流的原因，但两者的意义与产生电流

的方式是不同的。电压是利用电场的作用，使电荷在导体内移动形成电流，其运动规律是正电荷由高

电位向低电位移动；而电动势则是指电源内部由非电力产生的对电荷的作用力，电荷在电动势作用下

的移动规律是正电荷由低电位移向高电位。 

电源两端具有不同的电位，我们把电源两端的电位差称为电源的端电压。当电路开路时电源端电

压在数值上等于电源的电动势，但两者方向相厦。 

（六）电阻与电导 

电阻是反映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大小的物理量。导体对电流阻力小，表明它的导电能力强；导体

对电流的阻力大，表示它的导电能力差。 

导体电阻的大小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截面积成反比，同时跟导体材料的性质、环境温

度等很多因素有关。电阻的表达式为： 

S

L
R                               （4-2） 

式中：ρ-电阻率，单位是欧姆·米（Ω·m）； 

      L-导体的长度，单位是米（m）； 

      S-导体的截面积，单位是平方米（m2）。 

常用的电阻单位有Ω（欧）、kΩ（千欧）和 MΩ（兆欧），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1kΩ=l×103

Ω，1MΩ=1×103kΩ=1×106Ω。 

电阻的倒数称为电导，电导用符号 G 表示，即 

R
G

1
                             （4-3） 

导体的电阻越小，电导就越大，表示该导体的导电性能越好。电导的单位是 l／欧姆（1/Ω），称为

西门子，简称西，用字母 s 表示。 

（七）电能与电功率 

1.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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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流电路中，当两点间的电压为 U，电路中形成的电流为，，在 f时间内电流，所做的功被电阻

尺吸收并全部转换为热能，此时电阻元件消耗（或吸收）的屯能为形，即 

W=I
2
Rt                              （4-4） 

根据欧姆定律，也可以表示为： 

W=UIt                               （4-5） 

电能 W 的单位是焦耳（J），1 焦耳表示 1 安培电流通过 1 欧姆电阻在 1 秒钟之内产生全部热量时

所消耗的电能。在工作中，电能的常用单位是千瓦时（kWh）。 

电气设备或元件通过吸收的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如热能、光能。 

2.电功率 

单位时间内消耗的电能，称为电功率，简称功率，用字母 P 表示，即 

t

W
P                                 （4-6） 

式（1-6）中，电能形的单位为焦耳，时间 t 的单位为秒，则电功率 P 的单位为瓦特，简称瓦，用

字母 W 表示。电功率常用的单位还有 kW（千瓦）、mW（毫瓦）等。 

电功率为 1kW 的设备，用电 1h 消耗的电能为 1kW·h，俗称 1 度电。 

二、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是反映电路中电压、电流、电阻三者之间关系的定律，它是电路的基本定律之一，应用

非常广泛。 

（一）部分电路欧姆定律 

图 1-1 是不含电源的部分电路。图 4-1 中，当在电阻 R 两端

加上电压 U 时，电阻 R 中就有电流流过。通过实验可以知道：如

果加在电阻 R 两端的电压 U 发生变化时，流过电阻的电流，也随

着变化，而且成正比例变化，即电压和电流的比值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就是电路中的电阻 R 写成公式为： 

I

U
=R  IR= U  

R

U
=I 或或         （4-7） 

式中：U—电压（V）； 

      R—电阻（Ω）； 

      I—电流（A）。 

式（1-4）说明：流过导体的电流强度与这段导体两端的电

压成正比，与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这一规律称为欧姆定律，

是德国物理学家欧姆（1787～1854 年）在 1827 年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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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电路欧姆定律 

全电路是指含有电源的闭合电路，如图 4-2 所示。图中的虚线框内代表一个电源。凰 R0 是电源内

部的电阻值，称为内电阻。 

在图 4-2 中，当开关 S 闭合时，负载 R 上就有电流流过，这是因为负载两端有了电压 U，电压 U

是电动势 E 产生的，它既是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又是电源的端电压。由于电流在闭合回路中流过时，

在电源内电阻上会产生电压降，所以这时全电路中电流可用下式计算： 

R+R

E
=I

0

         （4-8） 

式中：E—电源的电动势（V）；     

R—外电路的电阻（Ω）； 

R0—电源内电阻（Ω）； 

I—电路中电流（A）。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一个闭合电路中，电流强度与电源的电动势成正比，与电路中内电阻和外

电阻之和成反比。这个定律称为全电路欧姆定律。 

【例 4-1】假如手电筒电珠发光时的电阻是 10Ω，电池电压为 3V。请计算：这时通过电珠的电流

多大（忽略连接线的电阻）。 

解：根据欧姆定律，I=U/R 

所以通过电珠的电流，I=U/R =3/10= 0.3（A） 

三、电路连接（串联、并联、混联） 

（一）电阻串联电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阻按头尾相接的顺序一个接一个

地连接起来，使电流只有一条通路，电阻的这种连接方式

称为电阻的串联，如图 4-3 所示。 

电阻串联电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串联电路中流过每个电阻的电流相等，是同一个电流，即 

             I1=I2=I3=……=In                         （4-8） 

   式中的下角标 1.2.3.…、n 分别代表第 1.第

2.第 3.第 n 个电阻。 

2.电路两端的总电压等于各电阻两端电压之和，

即 

U=U1+U2+U3+……+Un =IR1+IR2+IR3+……+IRn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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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可看出：总电压分布在各个电阻上。电阻值大的分到的电压数值大。 

3.串联电路的等效电阻（即总电阻）等于各串联电阻之和，即 

    R=IR1+IR2+IR3+…+IRn                                    （4-11） 

（二）电阻并联电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阻一端连在一起，另一端也连在一起（即各电阻的头连在一起，尾连在一起），

使每个电阻两端都承受同一电压的作用，电阻的这种连接方式称为电阻的并联。如图 4-4 所示。 

电阻并联电路具有下面的一些特点：   

1.并联电路中各电阻两端的屯压相等，且等于电路两端的电压，即 

                           U=U1=U2=……= Un                （4-12） 

2.并联电路中的总电流等于各电阻中电流之和，即 

I=I1+I2+I3+……+In=U／R1 +U/R2 +U/R3 +……+U／Rn              （4-13） 

    从上式可看到，支路电阻大的分支电流小，支路电阻小的分支电流大。 

3.并联电路的等效电阻（即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并联电阻倒数之和，即 

           1/R =1/R1 +1/R2 +1/R3+……+l/Rn                     （4-14） 

两个电阻 R1.R2 并联，其等效电阻尺可直接按下式计算： 

21

21

R+R

RR
 =R                                （4-15） 

在并联电路中，所有支路负载都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三）电阻混联电路 

在一个电路中既有电阻的串联，又有电阻的并联，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混合连接，简称混联。 

计算混联电路时要根据电路的情况，运用串联和并联电路知识，

逐步化简，最后求出总的等效电阻，计算出总电流。 

四、电路与电路的三种状态 

电流经过的路径称为电路，又称回路。最简单的电路由电源、负

荷、开关和连接导线组成，如图 4-5 所示。 

电路通常有三种状态：通路、断路、短路。下面以图 4-6 所示电路

为例来说明。 

（一）通路：开关 S 闭合，电路构成闭合回路，电路中有电流流过。 

（二）开路：开关 S 断开或电路中某处断开，电路被切断，这时电路中没有电流流过，开路又称

断路。 

（三）短路：在图 4-5 中，若 A.b 两点用导线直接接通，则称为负载 1 被短路。若 A.c 两点用导线

直接接通，则称为负载全部被短路，或称为电源被短路。电路发生短路时，电源提供的电流，即电路

中的电流将比通路时大很多倍，会损坏电源、烧毁导线，甚至造成火灾等严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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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与磁 

一、磁现象 

（一）磁体与磁极 

人们把具有吸引铁、镍、钴等物质的性质称为磁性，具有磁性的物体叫磁体。把原来不带磁性的

物体具有磁性称为磁化。自然界中存在的磁体叫天然磁铁。天然磁铁数量少，在实际应用中常采用人

工方法制成的磁铁。 

磁铁两端磁性最强的区域称为磁极。用小磁针做实验，会发现小磁针转动静止时停留在南北方向

上，我们把指北的一端叫 N 极（指北极）；指南的一端叫 S 极（指南极）。 

磁铁具有一个重要性能，就是同性磁极相排斥，异性磁极相吸引，即两个磁铁，如果是两个 S 极

或两个 N 极靠近时，就会相互排斥；如果是 S 极和 N 极靠近时，就会相互吸引。 

（二）磁场与磁力线 

磁体周围存在磁力作用的空间称为磁场，即磁体的磁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叫磁场。磁场的磁力用磁

力线来表示。如果把一些小磁针放在一根条形磁铁附近，就会发现在磁力作用下，这些小磁针排列成

图 4-6 （a）的形状，如果连接小磁针在各点上 N 极的指向，就构成一由 N 极到 S 极的光滑曲线，如

图 4-6 （b）所示，此曲线称为磁力线。 

规定在磁体外部，从 N 极出发进入 S 极为磁力线的方向。在磁体内部，磁力线的方向是由 S 极到

达 N 极。这样磁体内外形成一条闭合曲线，如图 4-6 （b）所示。 

磁力线上任何一点的切线方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 

磁力线是人们假想出来的线，可以用实验方法显示出来。在条形

磁铁上放一块玻璃或纸板，在玻璃或纸板上撒上铁屑并轻敲，铁屑便

会有规则地排列成图 4-7 所示的线条。 

从图 4-7 可以看出，磁极附近磁力线最密，表示这里磁场最强；

在磁体中间，磁力线较稀，表示这里磁场较弱。因此我们可以用磁力线的多少和疏密程度来描绘磁场

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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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电导体产生的磁场 

一根导体通过电流，它周围就要产生磁场，通的电流越强，周围产生的磁场亦越强，反之越弱。

电流方向改变，则周围磁场方向也改变。磁场的方向可用右手定则来判别。 

1.直线电流的磁场                           

如上所述，直导线中通过电流后，在其周围将产生磁场，流过导体的

电流越大，周围产生的磁场越强，反之越弱。磁场的方向可用右手螺旋定

则确定。如图 4-8 所示，用右手握直导体，大拇指的方向表示电流方向，

弯曲四指的指向即为磁场方向。 

2.环形电流的磁场     

一个线圈中通有电流，该线圈就在周围产生磁场，线圈产生的

磁场与磁铁即产生磁场的强弱与线圈通电电流的大小有关，通过电

流越大，产生的磁场越强，反之越弱。另外与线圈的圈数也有关，

圈数越多磁场就越强。磁场的方向也可用右手螺旋定则判别。如图

4-9 所示，用右手握螺旋管，弯曲四指表示电流方向，则拇指方向便

是 N 极方向（磁场方向）。 

二、磁场的基本物理量 

（一）磁通 

通过与磁场方向垂直的某一面积上的磁力线总数，称为通过该面积的磁通。周字母痧良示。磁通

的单位是 Wb（韦伯），简称韦，工程上常用比韦小的单位，叫 Mx（麦克斯），简称麦。1Wb（韦）=108Mx

（麦） 

磁通是描述磁场在一定面积上分布情况的物理量。面积一定时，如果通过该面积的磁通越多，则

表示磁场越强。 

（二）磁感应强度 

磁感应强度是表示磁场中某点磁场强弱和方向的物理量，用符号 B 表示。磁场中某点磁感应强度

B 的方向就是该点磁力线的切线方向。 

如果磁场中各处的磁感应强度 B 相同，则这样的磁场称为均匀磁场。在均匀磁场中，磁感应强度

可用下式表示： 

S
B


                                （4-15） 

在均匀磁场中，磁感应强度 B 等于单位面积的磁通量。如果通过单位面积的磁通越多，则磁场越

强。所以磁感应强度有时又称磁通密度。 

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特斯拉”，简称“特”，用字母“T”表示。在工程上，常用较小的磁感应强

度单位“高斯（Gs）”。1T=104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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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磁率 

不同材料的导磁性能不同。通常用导磁率（导磁系数）μ来表示该材料的导磁性能。导磁率μ的

单位是 H/m（亨／米）。 

由实验测定，真空的导磁率μ0=4π×l0-7H/m。因为μ0 是一个常数，所以，用其他材料的导磁率

和它相比较，其比值称为相对导磁率，用字母胁表示。根据各种物质的相对导磁率μr 的大小，可以把

物质分为三类：第一类叫反磁物质，它们的相对导磁率小于 1，如铜、银、碳和铋等。第二类物质叫顺

磁性物质，它们的相对导磁率略大于 1，如铂、锡和铝等。第三类叫铁磁性物质，它们的相对导磁率远

大于 1，甚至大到几千倍、几万倍，如铁、镍、钴和这些金属的合金等。铁磁性材料在生产中应用很广

泛，如变压器、电动机、发电机等的铁芯以及电磁铁等都采用铁磁性物质。 

（四）磁场强度 

磁场强度是一个矢量，常用字母 H 表示，其大小等于磁场中某点的磁感应强度 B 与磁介质导磁率

“的比值，即 



B
H                             （4-16） 

磁场强度的单位是 A/m（安／米），较大的单位是奥斯特，简称奥，换算关系为：1 奥斯特=80 安

／米。 

在均匀媒介质中，磁场强度日的方向和所在点的磁感应强度 B 的方向相同。 

三、电磁感应 

当导体相对于磁场运动而切割磁力线或者线圈中磁通发生变化时，在导体或线圈中都会产生感应

电动势，若导体或线圈构成闭合回路，则导体或线圈中就有电流产生这种现象称为电磁感应。由电磁

感应产生的电动势称为感应电动势。由感应电动势引起的电流称为感应电流。 

对于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的直导体来说，感应电动势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e=BvLsinα                             （4-17） 

式中：B——磁感应强度（T）；                       

      v——导体切割磁力线速度（m／s）； 

      L——导体在磁场中的有效长度（m）； 

     α——导体运动方向与磁力线的夹角。 

当萨α=0 时，表示导线运动方向与磁力线平行，这时 e=0；，当萨α=90°时，

表示导体垂直于磁力线运动，这时切割磁力线最大，感应电动势 e也最大，e=BvL。 

导体上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可用右手定则决定，如图 4-10 所示。将右手的掌心迎着磁力线，大拇指

指向导线运动速度 v 的方向，四指的方向就是感应电动势 e 的方向。 

（一）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电磁感应现象不仅表现在导体运动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一方面，另外还表现在处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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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中的线圈上亦存在产生感应电动势的现象。 

在图 4-11 的实验中，当磁铁插入或拔出愈快，即磁通随时间变化愈快时，回路中感应电动势也愈

大。这说明回路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穿过回路的磁通变化速率成正比，这个规律就称为法拉第电磁

感应定律。 

设通过线圈的磁通量为矽，则单匝线圈的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为： 

t
e




                  （4-18） 

对于 N 匝线圈，其感应电动势为： 

t

N
e






               （4-19） 

 

式中：e-感应电动势（V）； 

      ΔФ/Δt-磁通变化速率（Wb/s）； 

      N—线圈匝数。 

上式表明，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决定于线圈中磁通变化速率。式（4-18）是表示感应电动势的

普遍公式。 

电磁感应是发电机、变压器工作的理论基础。 

（二）楞次定律 

线圈中因磁通变化而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电流）的方向，可以用楞

次定律来确定。 

楞次定律指出：当闭合线圈回路中的磁通量发生变化肘，回路中就

有感应电流产生。感应电流的方向总是使它产生的磁场阻碍闭合回路中

原来磁通量的变化，即闭合线圈同路中的感应电感生磁通流，它又要产

生磁场，其磁场的方向总是阻碍闭合回路中原来磁通的变化。 

当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确定后，用右手定则就很容易判定出感

应电流的方向。 

四、磁场对通电导体的作用 

通电直导体在磁场中，将受到力的作用，磁场越强所受的力就越大，磁场越弱所受的力就越小；

导体通过的电流大所受的力就大，通过的电流小所受的力就小。在均匀磁场中，通电直导体受力大小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 BILsinα                          （4-22） 

式中：B-均匀磁场的磁感应强度（Wb/m2）；                

      I-导体中的电流强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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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导体在磁场中的有效长度（m）； 

α-导体与磁力线的夹角； 

导体受到的磁力（N）。 

当导体与磁力线平行时，即 α=0°时，sinα=0，此时导体受到的磁力 F=O。 

当导体与磁力线垂直时，即 α=90°时，sinα=l，此时导体受到的磁力最大，为 Fm=BIL。 

通电直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方向可用左手定则判断。如图 4-12 所示，

将左手伸平，大拇指与四指垂直，让磁力线穿过手心，四指指向电流方向，

则大拇指所指方向就是导体受到磁力方向。 

五、自感与互感现象  

（一）自感现象 

图 4-13 所示为一个电感线圈。当线圈电流变化时，由这个电流所产生

的磁通彩旧应发生变化。根据电磁感应原理，线圈中将产生感应电动势 eL。

由于 eL 是线圈自身电流变化产生的，所以称 eL 为自感电动势。线圈中的

这种电磁现象就称为自感现象。           

（二）互感现象                                    

假如使两个线圈放得很近，或两个线圈同绕在一个铁芯磁路上，如图 4-14 所示。那么第一个线圈

产生的磁通（用Ф11 表示）就有一部分穿过第二个线圈（用Ф11 表示）。 

因此，当第一个线圈中电流变化时，也引起第二个线圈中磁通量的变化，在第二个线圈上也有感

应电动势。 

同理，当第二个线圈中电流变化时，亦将引起第一个线圈磁通量的变化，在第一个线圈中也出现

感应电动势。这种现象称作互感现象，这个电动势称作互感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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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交流电路 

一、单相交流电路 

在直流电路中，电动势、电压、电流的

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多

是大小有些脉动但方向不会改变。而在交流

电路中，电动势、电压、电流的大小和方向

随时间作周期性的变化。这种大小和方向随

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电，称为交流电。日常用

的交流电，其大小和方向随时间按正弦规律

变化，称为正弦交流电，如图 4-15 所示。 

（一）描述交流电大小的物理量 

1.瞬时值。交流电在某一瞬时的数值，称为瞬时值。常用英文的小写字母表示，如电流用 i、电压

用 u、电动势用 e 表示。例如，在图 4-15 中，t1 时刻的交流电的瞬时值为 i1；在 t2 时刻的交流电的瞬时

值为 i2等。 

2.最大值。交流电的最大瞬时值，称为交流电的最大值。常用英文的大写字母加下角“m”表示。

例如交流电流最大值用 Im、交流电压最大值用 Um、交流电动势最大值用 Em表示。 

3.有效值。交流电的有效值是从热效应的角度来描述交流电大小的物理量。它的定义是：将直流电

与交流电分别通过同一等值电阻，如果在相等时间内，二者在电阻上产生的热量相等，则比直流电的

数值被称为交流电的有效值。也就是说，交流电的有效值，就是与它的热效应相等的直流电的值。 

交流电的有效值常用英文的大写字母表示。例如，交流电流有效值用 I、交流电压有效值用 U、交

流电动势有效值用 E 表示。 

4.平均值。交流电正半周内，其瞬时值的平均数称为交流电的平均值。常用英文字母加下角标“p”

表示。如，Ip、Up、Ep 分别表示交流电流、电压、电动势的平均值。 

描述交流电大小的四个物理量：瞬时值、最大值、有效值、平均值之间有下列两个主要关系。以

交流电流为例： 

I=0.707Im或 I=Im/ 2                       （4-20） 

I =0.637Im                                （4-21） 

式中：I-交流电流有效值； 

          Im -交流电流最大值； 

          Ip——交流电流平均值。 

（二）描述交流电变化快慢的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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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交流电变化快慢的物理量有：周期、频率、角频率。 

1.周期。交流电变化一次所需要的时间称为交流电的周期。单位是秒（s）。周期常用符号 T 表示。 

2.频率。交流电的频率是指 t 时间内交流电重复变化的次数。用字母厂表示，单位是赫兹（Hz），

简称赫。如果某交流电在 t 时间内变化了 50 次，则该交流电的频率就是 50Hz。比赫兹大的常用单位是

kHz（千赫）和 MHz（兆赫）。 

3.角频率。角频率就是交流电每秒钟内变化的角度，常用缈来表示。这里的角度常用对应的弧度表

示。因此角频率的单位是 rad/s（弧度／秒）。 

反映交流电变化快慢的几个物理量之间，有下列主要关系： 

T=1／f 或 f=1／T                          （4-22） 

ω=2πf 或 f=ω/2πf                       （4-23） 

式中：ω——交流电的角频率（rad/s）； 

      f—交流电的频率（Hz）； 

      T-交流电的周朔（s）； 

      π—圆周率（取π=3.14）。 

（三）正弦交流电的初相角、相位、相位差 

正弦交流电的数学表达式为： 

i=Imsin（ωt+φ）                          （4-24） 

式中：i—交流电的瞬时值； 

      Im—交流电的最大值； 

      Ω—交流电的角频率； 

      Φ—交流电的初相角，即 t=O 时的相位角，也称为初相位； 

      ωt+φ称为交流电的相位。 

两个同频率正弦交流电初相角之差称为这两个交流电的相位差。在交流电路中，用相位差来表示

同频率正弦交流电的相位关系，以区别两交流电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四）趋肤效应 

如前所述，在直流电路中均匀导线横截面上的电流密度是均匀的。但在交流电路中，随着频率的

变化，在导线截面上的电流分布会不均匀，而且随着频率的增加，在导线截面上的电流分布越来越向

导线表面集中，导线轴线和表面附近的电流密度差别越来越大，当频率高到一定值时，电流就明显 地

集中到导线表面附近流动，这种现象称为趋肤效应。趋肤效应使导线的有效截面积减小，等效电阻增

加。 

二、纯电阻电路 

分析正弦交流电路，主要是分析电路中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大小和相位），以及功率问题。 

纯电阻电路就是电路中只有电阻，这种电路和直流电路基本相似，如图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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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纯电阻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当在电阻 R 的两端施加交流电压 U= Umsinωt 时，电阻 R 中将通过

电流 i，电压 u 与电流 i 的关系满足欧姆定律，i=Imsinωt。如果用电流和

电压的有效值表示，则有 I=U/R。 

纯电阻电路中表示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图如图 4-17（a）所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于纯电阻电路，当外加电压是一个正弦量时，

其电流也是同频率的正弦量，而且电流和电压同相位。纯电阻电路中电

压和电流的相量图如图 4-17（b）所示。 

（二）纯电阻电路中的功率 

在纯电阻电路中，电压的瞬时值与电流的瞬

时值的乘积叫作瞬时功率。由于瞬时功率随时间

不断变化，因此没有实际意义，且不易测量和计

算，所以通常用瞬时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

P 来衡量交流电功率的大小，这个平均值 P 称作

有功功率。 

纯电阻电路中有功功率 P 可按下式计算： 

P= UI                             （4-25） 

式中：U、I-交流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 

      有功功率的单位是 W（瓦）或 kW（千瓦）。 

三、纯电感电路 

纯电感电路是电路中只有电

感（电阻、电容不考虑）。图 4-18

（a）所示为由一个线圈构成的纯

电感交流电路。 

（一）纯电感电路中电流与

电压的关系 

在纯电感电路中电流与电压

的相位关系是：电流滞后于电压 90°，或者说电压超前电流 90°。波形图如图 4-18 （b）所示。电流

与电压的相量图如图 4-18 （c）所示。 

在电感电路中，电感 L 呈现出来的影响电流大小的物理量称为感抗，用 XL表示，单位为Ω（欧姆）。

XL按下式计算： 

 

XL =ωL=2πfL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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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加在线圈两端交流电压的角频率（ rad/s）； 

      f—加在线圈两端交流电压的频率（Hz）； 

      L—线圈的电感量，当 L 单位是 H（亨）时，X 的单位是Ω（欧姆）。 

在纯电感交流电路中，电流的有效值 IL 等于电源电压的有效值 U 除外感抗，即 

IL =U／XL                          （4-27） 

上式中，当 U 的单位是 V（伏），XL的单位是Ω（欧姆）时，IL的单位是 A（安培）。IL称电感电

流。 

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到，感抗 XL 的大小除与线圈电感量上大小有关外，还与加在绒圈两端的交流

电压 U 的频率厂有关。频率越高，线圈感抗 XL 愈大，在相同电压作用下，电路中的电流就愈小。 

（二）纯电感电路的功率 

纯电感电路的瞬时功率 

PL=uLiL=Umsin （ωt+π/2）×ILmsinωt     

    =Um/ILmsinωt cosωt 

=UmILmsin2ωt             （4-28） 

PL的变化曲线如图 4-19 所示。 

从图 4-19 中可以看到：在第一和第三个 1/4 周期内，PL是正

值，这表示线圈从电源吸取电能并把它转换为磁能储存在线圈周

围的磁场中，此时线圈起着一个负载的作用。但在第二和第四个

1/4 周期内，PL为负值，这表示线圈把储存的磁能再转换为电能而

送回电源，此时线圈起着一个电源的作用。所以综上分析可知，

纯电感线圈时而“吞进”功率，时而“吐出”功率，在一个周期

内的平均功率为零。所以平均功率不能反映线圈能量交换的规模，

因而用瞬时功率的最大值来反映这种能量交换的规模，并把它称

为电路的无功功率，用 QL表示。 

QL =I2XL =U2/XL              （4-29） 

无功功率的单位为 var（乏）。当上式中 U 的单位为 V、电流的单位为 A.XL的单位是Ω时，无功功

率 QL的单位为 var。 

“无功”的含义是“交换”的意

思，而不是“消耗”或“无用”，是相

对“有功”而言的。 

四、纯电容电路 

纯电容电路中只有电容（电阻、

电感不考虑），如图 4-20（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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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纯电容电路中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在纯电容电路中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关系是：电流超前电压 90°或电压滞后电流 90°，其波形图如

图 4-20（b）所示。电流与电压相量图如图 4-20（c）所示。 

在纯电容交流电路中，电容 C 呈现出的影响电流大小的物理量称为容抗，用 Xc 表示，单位是Ω（欧

姆）。 

容抗 Xc的计算呵按下式： 

Xc= 1/ωC=1/2πfC                      （4-30） 

式（4-30）中，假如电容 C 的单位是 F（法），则容抗的单位是Ω（欧姆）。 

在纯电容电路中，电流的有效值 Ic 等于它两端电压的有效值 U 除以它的容抗 Xc，即 

Ic =U／Xc                            （4-31） 

上式中，当 U 的单位是 V（伏）、Xc的单位是Ω欧姆）时，Ic 的单位为 A（安培）。 

（二）纯电容电路的功率 

纯电容电路的瞬时功率为 

P=ucic=UmSinωt×ICmSinωt（ωt+π/2） 

     = UmICmSinωtcosωt 

     =0.5UmICmSinωt          （4-32） 

瞬时功率的变化曲线如图 4-21 所示。             

从图 4-21 中可看到：在第一和第三个 1/4 周期内，PC 是

正值，表示此时电容器被充电，从电源吸取电能，并把它储

存在电容器的电场中，此时电容器起着一个负载作用。而在

第二和第四个 1/4 周期内，Pc 是负值，表示此时电容器在放

电，它把储存的电场能量又送回电源，此时电容器表现出电源的作用。所以在纯电容电路中，电容器

也是时而“吞进”功率，时而“吐出”功率，电容器本身不消耗有功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

为零。为了衡量电容器和电源之间的能量交换规模，也是用瞬时功率的最大值来表示其交换规模大小，

并称之为无功功率，用 Qc表示，单位也是 var（乏）。 

Qc =UIc =Ic2XC =U2／Xc                   （4-33） 

上式中，当 U 的单位是 V（伏）、IC 的单位是 A（安）、Xc 的单位是Ω（欧姆）时，Qc的单位为 var

（乏）。 

表 4-1 列出了纯电阻交流电路、纯电感交流电路、纯电容交流电路的特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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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阻、电感、电容串联电路 

在实际的交流电路中，电阻、电感、电容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电路中，三个参数大小

不同而已。电路中有连接导线和各个电器元件，它们就都有电阻；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甚至照明

设备中的镇流器等，都有线圈，有线圈就有电感；另外，导线与导线之间，导体与设备金属外壳之间

都存在电容。所以实际交流电路中，电阻、电感、电容三个参数都将影响到电路中的电流大小和相位

关系。下面以一个电阻、电感、电容同时存在的串联交流电路来分析电路的特性。其电路图如图 4-24 （a）

所示。 

（一）在电阻 R、电感 L、电容 C 串联的交流电路中，R、L、C 三个参数同时对电路中电流性能

的影响，用物理量“阻抗”来表示。阻抗的符号为“Z”，单位为欧姆（Ω） 

22 )( CL XXRZ      （4-34） 

式中：R—交流电路中的电阻值（Ω）； 

      XL—交流电路中的感抗值（Ω）； 

      Xc—交流电路中的容抗值（Ω）。 

如前所述，上式中 XL=ωL=2πfL （L 的单位为 H）； Xc=l／ωC=1／2πfC

（C 的单位为 F）。                   

“Z”的绝对值|Z|叫作电路的总阻抗，单位为Ω。它由电阻“R”和电抗“X”两部分组成。三者

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阻抗三角形来记忆，如图 4-22 所示。其中电抗部分的大小由感抗 XL与容抗 XC 之

差决定，即 X=XL-XC。 

（二）串联电路的阻抗性质有三种情况： 

当 XL>XC 时，电路呈感抗性质；φ>0[见图 4-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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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XL<XC 时，电路呈容抗性质；φ<O[见图 4-24（d）]； 

当 XL=XC 时，电路的电抗部分等于零，故此时阻抗最小（Z=R），电流最大，电流与电压同相，电

路呈纯电阻性质；φ=0[如图 4-24 （c）]。 

（三）在电阻、电感、电容串联的交流电路中，总电流的有效值 I 等于总电压的有效值 U 除以电

路中的阻抗 Z。即 

I=U/Z                         （4-35） 

上式中，当 U 的单位为伏（V），Z 的单位为欧姆（Ω）时，电流 I 的单位为安培（A）。 

交流电路中电压 U 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关系如图 4-24 所示。 

电路中电流和总电压的相位差角φ根据阻抗三角形可按下式计算： 

R

XX
tg CL  1

                  （4-36） 

（四）在含有电阻、电感、电容的交流电路中，功率有三种：有功功率 P、无功功率 Q 和视在功

率 S。 

有功功率 P 是电路中反映电阻上功率消耗的功率。单位是瓦（W）或千瓦（kW）。 

无功功率 Q 是电路中反映电感、电容上能量交换规模的功率。单位是乏（var）或千乏（ kvar）。 

视在功率 S 反映电路中总的功率情况。在实际应用中，常将它定为设备的额定容量，并标在铭牌

上，如变压器的额定容量就是指视在功率，视在功率的单位是伏安（ VA）或千伏安（kVA）。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直角三角形表示，如图 4-23 所示，称为功率三角形。 

从图 4-23 所示的功率三角形可看出，功率因数 cosφ与功率之间的关系如下： 

          cosφ=P/S          （4-37） 

单相交流电流中的有功功率 P、无功功率 Q、视在功率 S 可按下式公式计算： 

        P= UIcosφ           （4-38） 

        Q= UIsinφ           （4-39） 

        S= UI                （4-40） 

    有功功率 P、无功功率 Q、视在功率 S 之间还存在下列关系： 

22 QPS               （4-41） 

（五）R、L、C 串联电路的分析 

如图 4-24（a）在交流电压作用下，R、L、C 三个元件上流过同一电流 i，该电流在电阻上的电压

UR 与电流同相位（有功分量），在电感上的电压 UL 超前电流 90°、在电容上的电压 Uc 滞后电流 90°

（无功分量）。 

从图 4-24（b）、（d）可看到电感上的电压 UL与电容上的电压 UC 之间相位差 180°，这两个电压

具有“抵消”的作用，若合理选择电感与电容的参数，使 ZL 与 ZC 接近，就可以使电源提供的电压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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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作用在电阻上。 

在高压远距离的输电线路上为了补偿线路的感抗压降，提高线路末端电压，可在线路中串入电容

器来提高线路末端电压（即串补）。 

六、电阻电感串联再与电容并联的电路及功率因数的提高 

电力系统中，大多数负载是异步电动机，相当于电阻电感串联电路。为提高功率因数，常用电容

器与它并联，构成电阻与电感串联再与电容并联的电路，如图 4-25 所示。 

图中的 R、三串联电路是一个电感

性负载，它的电流 iL 滞后于电压一定角

度φL、电容上的电流 ic 超前电压 90°。

由图中可以看出，电容电流与尺、三支

路电流 iL 相加后使总电流 i 减小，且总

电流 i 与电压 u 的夹角也减小到φ。 

如果 u 和 i 是供电设备提供的电压

和电流，电容器的并入使电源提供的电流减少了，而电阻上消耗的有功功率 P 并没减少。 

电路中的视在功率 S 是供电设备提供的电压 u 和电流 i 的乘积。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为有功功率 P。

有功功率 P 与视在功率 S 的比值称为功率因数 cosφ。并联电容使视在功率减小，也就是提高了功率因

数。 

在电力系统中提高功率因数，可以使电力设备的容量得到充分利用。提高功率因数，流过输电线

路的电流减小，使线路上的电能损耗减小，所以提高功率因数可降低电能传输中电能损耗（线损）。另

外，提高功率因数后，使线路上电压降ΔU 减小，这样在始端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可提高线路末端电

压，提高供、用电的可靠性。同时提高线路末端电压，使供电电压符合质量标准，对保证设备工作安

全、保证可靠用电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此，供电部门要求用户功率因数能达到一定值，进行无功功

率的就地补偿。但必须注意功率因数 cosφ不能提高到等于 1，以防电路发生谐振产生过电压损坏电气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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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三相交流电路 

一、概述 

（一）三相交流电的特点 

单相交流电路中的电源只有一个交变电动势，对外引出两根线。三相交流电路中有三个交变电动

势，它们频率相同，相位上相互之间相差 120°，由三相发电机发生。与单相交流电相比，三相交流电

具有下列优点： 

1.三相发电机比尺寸相同的单相发电机输出的功率要大。 

2.三相发电机的结构和制造并不比单相发电机复杂多少，而且使用、维护也较方便，运转时比单相

发电机的振动小。 

3.在同样条件下，输送同样大的功率时，三相输电线比单相输电线可省 25%左右的材料，这对远距

离输电意义很大。 

由于三相交流电有以上优点，所以三相交流电比单相交流电应用得更广泛，而且单相交流电往往

都是从三相交流电中取得的。 

（二）三相正弦交流电动势的产生 

三相电动势一般是由三相交流发电机产生的。三相交

流发电机的结构示意图见图 4-26（a）。与之相对应的波形

图和相量图如图 4-27（a）、（b）所示。 

三相交流发电机主要由定子和转子构成，在定子中嵌

入了三个空间相差 120°的绕组，每一个绕组为一相，合称

三相绕组。三相绕组的始端分别为 U1、V1、W1；末端为

U2、V2、W2。转子是一对磁极，它以均匀的角速度ω旋转

（如顺时针方向旋转）。如果三相定子绕组的形状、尺寸、

匝数均相同，则三相绕组中分别感应出的电动

势振幅相等、频率相同，但因为三个绕组的布

置在空间位置上相互隔开 120°，所以感应电

动势最大值出现的时间各相差三分之一周期，

即相位上互差 120°。若磁感应强度沿转子表

面按正弦规律分布，则在三相绕组中分别感应

出振幅相等、频率相同、相位互差 120°的三

相正弦交流电动势。 

（三）三相正弦交流电动势的表示方法 

若规定三相电动势的正方向都是从绕组的末端指向始端，如图 4-26 （b）所示，则三相正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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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势的瞬时值表示为： 

eU=Emsinωt                           （4-41） 

eV=Emsin（ωt-120°）                 （4-42） 

eW=Emsin（ωt+120°）                （4-43） 

（四）相序 

三相电动势到达最大值的先后次序称为相序。在图 4-27 （a）中，最先到达最大值的是 eU，其次

是 eV，再次是 eW，它们的相序是 U-V-W-U，称为正序。若最大值出现的次序是 U-W-V-U，与正序图

4-27 相反， 

则称为负序。一般三相电动势都是指正序而言，并常用颜色黄、绿、红来表示 U、V、W 三相，

即 A.B.C 三相。 

二、三相电源绕组的连接 

三相电源绕组的连接方法有两种：

星形（Y）连接和三角形（D）连接。 

（一）三相电源绕组的星形（Y）连

接 

如果将发电机三相绕组的末端

U2.V2.W2 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公共点，

三相绕组的始端 U1.V1.Wl分别引出，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星形（Y）连接法，如图 4-28 所示。 

图 4-28 中，三相绕组末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公共点称为中性点，以Ⅳ表示。从三个始端 U1.Vl、

W1 分别引出的三根导线称为相线。从电源中性点 N 引出的导线称为中性线。如果中性点 N 接地，则

中性点改称为零点，用 N0表示。由零点 N0引出的导线称为零线。有中性线或零线的三相制系统称为

三相四线制系统。中性点不引出，即无中性线或零线的三相交流系统称为三相三线制系统，如图 4-29

所示。 

在图 4-28 和图 4-29 中，相线与中性

线（或零线）间的电压称为相电压，用

UU、UV、UW（老符号：UA.UB.UC）表示，

相电压的有效值用 UP 表示。两根相线之

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用 UUV、UVW、

UWU、（老符号：UAB.UBC. UCA）表示，

线电压的有效值用 UL表示。 

星形（Y）连接时，线电压在数值上为相电压的 3 倍，即 UL= 3 UP；相位上线电压超前相电压

30°。 

（二）三相电源绕组的三角形（D）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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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三相电源绕组首尾依次相接，则称为三角形（D）连接。例如将 U 相（即 A 相）绕组的末

端 U2 与 V 相（即 B 相）绕组的始端 V1 相接，然后将 V 相绕组的末端 V2 与 W 相（即 C 相）绕组的

始端 W1 相接，然后再将 W 相绕组的末端 W2与 U 相绕组的始端 U1相接，则构成一个三角形（D）接

线。三角形的三个角引出导线即为相线，如图 4-30 所示。 

从图 4-30 可看到：采用 D 形接法

时，线电压在数值上等于相电压，即

UL=UP。 

当然，三角形连接还可以反方向

（逆时针方向）连接，即 U 相的末端

U2与 W 相的始端 W1 连接，然后将 W

相的末端 W2 与 V 相的始端 Vl连接，再

将 V 相的末端 V2 与 U 相的始端 U1 连接，构成△连接，但这种连接方法用的很少。Y 形连接也可将三

相绕组的始端连在一起，构成中性点，将三相绕组的末端引出，这种连接法也很少采用。 

三、三相负载的连接 

三相负载也有两种连接方式：星形（Y）连接法和三角形（D）连接法。现分述如下： 

（一）三相负载的星形（Y）连接法 

把三相负载分别接在三相电源的一根相线和中性线（或零线）之间的接法称为三相负载星形（Y）

连接，如图 4-31 所示。 

图中 ZU、ZV、ZW 为各相负载的阻抗值，N＇为三相负载的中性点。 

我们把加在每相负载两端的电压称为负载的相电压。相线之间的电压如前所述称为线电压。负载

接成星形（Y）时，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的 1/ 3 U，即 UP =1／ 3 UL 。 

星形接线的负载接上电源盾，就有电流产生。我

们把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叫做相电流，用 Iu、Iv、Iw

（老符号：IA.IB.Ic）表示，相电流的有效值用 IP 表示，

把流过相线的电流叫作线电流，用 IU、IV、IW（或 IA.IB.IC）

表示，线电流的有效值用 IL表示。如图 4-31 中所示。

从图片中可看到：负载作星形（Y）连接时，IL=IP，

即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图 4-32 是常用的照明线路接法。 

照明负载接成星形（Y）连接时应注意，应尽量使三相负载对称，即三相负载应尽量均匀地接在每

相上，应尽量使每相负载相等，这样可减小不平衡电流，减小电能损耗，保证供电电压。 

（二）三相负载的三角形（D）连接 

把三相负载分别接在三相电源的每两根相线之间的接法称为三角形（D）连接，如图 4-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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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载作三角形（D）连接的电路中，由于各相负载接在两根相线之间，因此负载的相电压就是电

源（电网）的线电压，即 UL=UP。 

三角形连接的负载接上电源后；便产生

线电流和相电流。在图4-34中所示的 IU、IV、

IW 即为线电流；Iu、Iv、Iw 为相电流。通过

分析可知负载接成三角形（D）接线时 IL=

3 IP 即三角形（D）连接时，负载的相电流

在数值上等于 1/ 3 线电流。 

四、三相电路的功率 

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三相负载消耗的总功率，

为每相负载消耗功率之和。即 

 P=Pu +Pv +Pw =UuIucosφu+UvIvcosφ

V++UwIwcosφw      （4-44） 

上式：Uu、Uv、Uw -各相电压； 

      Iu、Iv、Iw-各相电流； 

      cosφu、cosφV、cosφw -备相的功率因

数。 

在对称三相交流电路中，各相电压、相电流的有效值相等，功率因数 cosφ也相等，所以上式写成 

P= 3UpIpcosφ                         （4-45） 

上式表明，在对称三相交流电路中，总的有功功率是每相功率的 3 倍。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测量线电流比测量相电流要方便（指三角形连接的负载），所以三相总有功功

率也可用线电流、线电压表示。式（4-44）可改写如下： 

P= 3 ULILcosφ                        （4-46） 

 对称负载不管是连接成星形（Y）还是三角形（D），其三相总有功功率均按式（4-44）或式（ 1-45）

计算。 

同理，可得到对称三角形负载总的无功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Q= 3UpIpsinφ= 3 ULILsinφ             （4-47） 

对称三相负载总的视在功率计算公式为： 

S=3UpIp= 3 ULIL                        （4-48） 

在上述分析中，提到对称三相负载这一概念。所谓对称三相负载是指各相负载的电阻、感抗（或

容抗）相等，即阻抗相等，且性质相同。 

在三相功率中，有功功率单位是瓦（W）或千瓦（kW）；无功功率的单位是乏（ var）或千乏（kvar）；

视在功率的单位是伏安（VA）或千伏安（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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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相功率计算中，如前所述，cosφ=R/Z，即每相负载的功率因数等于每相负载的电阻除以每相

负载昀阻抗；sinφ=X/Z，式中 X 是每相负载的电抗，X=XL-XC，如果 Xc（每组负载的容抗）忽略不

计，则 X=XL（每相负载的感抗）。 

三相有功功率 P、无功功率 Q、视在功率 S 之间，与单相交流电路一样有下列关系： 

22 QPS                           （4-49） 

 如果已经知道了三相有功功率 P、视在功率 S，则三相无功功率 Q 也可按下列计算： 

22 PSQ                           （4-50） 

目前电力系统高压交流输电都采用三相三线制，这是因为高压输电时，三相负载都是对称的三相

变压器，在对称三相电压作用下，若三相负载是对称的，则流过各相负载的电流相等，由于每相电流

之间的相位差为 120°，所以三相对称负载作星形连接时，中性线电流为零，此时取消中性线也不影响

三相电路的工作，高压输电采用三相三线制可节省有色金属，减少建设投资。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 380/220V 低压配电系统中，当三相负载不对称时，零线的作用是保证各相负

载均能承受对称的电压，使各相负载正常可靠工作，所以零线必须连接可靠。规定：三相四线制供电

系统中零干线上不准安装开关和熔丝，并要求零线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和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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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电压和电位差的单位都是伏特，用字母 V 表示。（    ） 

2.电流的方向规定为正电荷移动的方向。（    ） 

3.导线允许通过的电流强度和导线的截面大小无关。（    ） 

4.电源的电动势是一个定值，与外电路的负载大小无关。（    ） 

5.两个电阻串联，其等效电阻比其中任何一个电阻都小。（    ） 

6.电路发生短路时，电路中的电流将比通路时大很多倍。（    ）  

7.人们把具有吸引铜、镍、钴等物质的性质称为磁性，具有磁性的物体叫磁体。（    ） 

8.磁力线上某点的法线方向就是该点磁场的方向。（    ） 

9.磁感应强度 B 与产生该磁场的电流之问满足右手螺旋定则。（    ） 

10.其他材料的导磁率和空气相比较，其比值称为相对导磁率。（    ） 

11.通过同样大小电流的载流导线，在同一相对位置的某一点，不管磁介质是否相同，都具有相同

的磁场强度。（    ） 

12.感应电动势的方向与磁力线方向、导体运动方向相关。（    ） 

13.在交流电路中当频率高到一定时，电流就明显地集中到导线表面附近流动，这种现象称为趋肤

效应。（    ） 

14.在纯电阻电路中，只有有功功率，没有无功功率。（    ） 

15.在纯电容电路中，容抗 Xc 与电容 C 和交流电频率 f 成正比。（    ） 

16.交流电路中的阻抗包括电阻和电抗，而电抗又分为感抗和容抗。（    ） 

17.视在功率 S 常用来表征设备的最大容量，并标在铭牌上。（    ） 

18.对于感性负载电路，可以通过无功补偿将电路的功率因数 cos提高到等于 1，电路仍能够正常

运行。（    ） 

二、单选题 

1.带电物体相互作用是因为带电物体周围存在着（    ）。 

A.电压             B.磁场          C.电场             D.电晕 

2.电场中某点 A 的电位等于单位（    ）在该点所具有的电位能。 

A.电子             B.正电荷        C.负电荷           D.以上都正确 

3.已知电路中 A 点电位为 15V，B 点电位为 4V，则 A.B 两点间的电压为（    ）V。 

A.11                B.-11                C.19               D.60 

4.方向不变，大小随时间有脉动变化的电流叫做（    ）。 

A.正弦交流电                  B.简谐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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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脉动直流电                  D.脉动交流电 

5.测量电路中电流时，电流表量程应（    ）在该电路中。 

A.大于被测电路实际值，并联               B.大于被测电路实际值，串联 

C.小于被测电路实际值，并联               D.小于被测电路实际值，串联 

6.当电路开路时电源端电压在数值上等于（    ）。 

A.零                             B.电源的电动势 

C.电源内阻的电压                 D.无法确定 

7.已知电路的端电压为 18V，电流为 6A，则该电路电阻为（    ）。 

A. 12                B. 108             C.3               D.24 

8.灯泡通电的时间越长，则（    ）。 

A.消耗的电能就越少                     B.消耗的电能就越多 

C.产生的电能就越少                     D.产生的电能就越多 

9.已知一段电路消耗的电功率为 50W，该段电路的电阻为 2，则该段电路两端的电压为（    ）

V。 

A.100              B.20              C.10              D.25 

10.同性磁极相互（    ）。 

A.吸引             B.排斥             C.无作用力          D.不能确定 

11.磁场中磁力线在某区域的密度与该区域的磁场强弱（    ）。 

A.成反比           B.成正弦规律            C.成正比              D.无关系 

12.判定通电直导线周围磁场的方向，通常采用（    ）进行判定。 

A.左手螺旋定则                  B.安培环路定理 

C.右手螺旋定则                  D.楞次定律 

13.直载流导线周围磁力线的形状和特点是（    ）。 

A.不环绕导线的椭圆形                B.不环绕导线的同心圆 

C.环绕导线的椭圆形                  D.环绕导线的同心圆 

14.磁感应强度 B 与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面积 S 的乘积，称为通过该面积的（    ）。 

A.电磁力 F      B.电场强度 E      C.磁通量       D.磁场强度 H 

15.表示磁场强弱和方向的物理量是（    ）。 

A.磁通       B.磁力线       C.电磁力       D.磁感应强度 

16.磁场中某点的磁感应强度 B 与磁导率 的比值，称为该点的（    ）。 

A.电磁力 F      B.磁通量       C.感应强度 B      D.磁场强度 H 

17.关于磁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正确的说法是（    ）。 

A.磁感应强度和磁场强度都是表征磁场强弱和方向的物理量，是一个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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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磁场强度的大小等于磁场中某点的磁感应强度 B 与媒介质导磁率 的乘积 

C.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奥斯特”，磁场强度的单位是“特斯拉” 

D.磁场强度 H 的方向和所在点的磁感应强度 B 的方向相反 

18.对于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直导体来说，感应电动势可用（    ）公式计算。 

A.e=BSvcos                  

B.e=BSvsin  

C.e=BLvCOS  

D.e=BLvsin  

19.在（    ）中，电动势、电压、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 

A.直流电路                             B.正弦交流电路 

C.脉冲电路                             D.脉动直流电路 

20.在正弦交流电的交变过程中，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参数是（    ）。 

A.有效值             B.最大值           C.瞬时值            D.平均值 

21.有效值为 220V 的正弦交流电压，其最大值等于（    ）。 

A. 220V              B. 280V            C.311V               D.380V 

22.频率为 50Hz 的交流电，其角频率是（    ）rad/s。 

A. 628                B.314               C.157               D.78.5 

23.关于交流电参数的表示，说法正确的是（    ）。 

A.瞬时值常用大写字母表示，有效值常用小写字母表示 

B.瞬时值常用小写字母表示，有效值常用大写字母表示 

C.瞬时值和有效值都常用小写字母表示 

D.瞬时值和有效值都常用大写字母表示 

24.在纯电阻电路中，R 两端的电压为 tUU m sin  (V)，那么，通过 R 的电流为（    ） A。 

A. sinRUi m  

B. tRUi m sin  

C. RtUi m /)sin(   

D. RtUi m /)cos(   

25.在纯电阻电路中，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U 为 120V，交流电流的有效值 I 为 10A，则有功功率 P

为（    ）kW。 

A. 12      B.1200      C. 1.2      D.12000 

26.交流电流的频率越低，则电感元件的（    ）。 

A.感抗值越小        B.感抗值越大       C.容抗值越小        D.容抗值越大 

27.在纯电感交流电路中，电路的无功功率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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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流乘以感抗                 B.电流的平方乘以感抗 

C.电压除以感抗                 D.电压的平方乘以感抗 

28.在 380/220V 低压配电系统中，说法正确的是（    ）。 

A.当三相负载不对称时，零线的作用是保证各相负载均能承受对称的电压 

B.零干线上可以安装开关和熔丝 

C.对零线的机械强度和截面积要求不高 

D.零线断线，接在负载的电压不变 

三、多选题 

1.当一物体带有电荷时，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 

A.该物体周围必然有电场存在                 B.该物体对靠近的其他物体有排斥的作用力 

C.该物体对靠近的其他物体有吸引的作用力     D.该物体具有一定的电位能 

2.有关电路中电流流向的说法，错误的有（      ）。 

A.在电源内部从电源的负极流向正极                 B.从负载的负极流向正极 

C.在外电路中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D.在外电路中从电源的负极流向正极 

3.在电路里（      ）不是产生电流的原因。 

A.电动势                           B.电位 

C.电压                             D.电功率 

4.以下有关电阻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当同种材料导体截面一定时，如果导体长度越短，导体的电阻值则越小 

B.导体对电流的阻力小，表示它的导电能力强 

C.电阻用字母 R 表示，单位是欧姆 

D.电阻的表达式为： L
SR   

5.以下有关电导的说法错误的有（      ）。 

A.当同种材料导体截面一定时，如果导体长度越短，导体的电导值则越小 

B.导体的电阻越小，电导就越小 

C.电导用符号 G 表示，单位为西门子，简称西，用字母 S 表示 

D.导体的电导越大，表示该导体的导电性能越差 

6.以下有关磁力线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磁场中磁力线在某区域的密度与该区域的磁场强弱成正比 

B.在磁体内部，磁力线的方向是由 S 极到达 N 极 

C.磁力线不是闭合曲线 

D.磁力线上某点的切线方向就是该点磁场的方向 

7.下面是线圈通过电流时的磁力线分布图，磁力线的方向和线圈两端的 N、S 极标示错误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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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以下有关磁感应强度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磁感应强度是表示磁场中某点磁场强弱的物理量 

B.磁场中某点磁感应强度 B 的方向就是该点磁力线的切线方向 

C.如果磁场中各处的磁感应强度 B 相同，则该磁场称为均匀磁场 

D.在均匀磁场中，磁感应强度 B=S/，单位是特斯拉(T) 

9.以下有关电磁感应现象说法错误的有（      ）。 

A.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导体内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B.当导体的切割速度和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一定时，导线长度越长，则导体中的感应电动势越小 

C.切割同一磁场的导体运动速度越快，导体的感应电动势越小 

D.导体上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可用右手定则判断 

10.关于楞次定律，说法错误的是（      ）。 

A.可以确定线圈中因磁通变化而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大小 

B.可以确定线圈中因磁通变化而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C.线圈中因磁通变化而使感应电流的方向改变 

D.感应电流的大小总是使它产生的磁场阻碍闭合回路中原来磁通量的变化 

11.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        )。 

A.周期      B.最大值       C.角频率       D.初相角 

12.三相交流电与单相交流电相比，说法正确的是（      ）。 

A.三相发电机比尺寸相同的单相发电机输出的功率要大 

B.三相发电机运转时比单相发电机的振动大 

C.一般情况下单相交流电都是从三相交流电中取得 

D.在同样条件下，输送同样大的功率时，三相输电线比单相输电线可省约 35%左右的材料 

13.关于三相对称负载的有功功率，以下计算公式正确的有（      ）。 

A.P=Pu+Pv+Pw                B.P=3UPIP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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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s3 LL IUP           D.P=3UPIP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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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力系统、输电线路、配电网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电力系统基本知识 

电力系统是由发电厂、输配电线路、变配电所和用电单位组成的整体。在同一瞬间，发电厂将发

出的电能通过输配电线路、变配电所输送到用电单位，供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使用。因此，掌握

电力系统基本知识和电力生产的特点，是对进网作业电工的基本要求。 

一、电力系统及其组成及特点 

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经济性，合理利用动力资源，充分发挥水力发电厂作用，以及减少总装机

容量和备用容量，现在都是将各种类型的发电厂、变电所通过输电线路连接成一个系统。这种由各级

电压的电力线路，将各种发电厂、变电所和电力用户联系起来的一个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的整体，

叫作电力系统，即从发电厂发电机开始一直到用电设备为止，这一整体称为电力系统。图 5-1 是电力系

统的示意图。 

大型电力系统主要有下

列技术经济优点： 

（一）提高供电可靠性。

大型电力系统提高了电力系

统的稳定性。同时，由于采取

了环网、双环网等结构，当系

统中某局部设备故障或者某

部分线路需要检修时，可以通

过变更电力网的运行方式，实

现对用户的连续供电，对用户

供电的可靠程度也相应提高

了。 

（二）减少系统的备用容

量。地区电网互联形成电力系

统后，各地区电网可以实现备用容量的相互支持，为保证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所必需的备用机组可以减

少。 

（三）减少系统的峰谷差。大型电力系统通过合理地分配负荷，降低系统的高峰负荷，调整峰谷

曲线，提高运行经济性。 

（四）提高供电质量。大型电力系统具有强大的调频和调压能力，以及较大的抵御谐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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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有效提高电能质量。 

（五）有效利用水力等一次动力资源的作用。大型电力系统能够更好地利用大型动力资源，特别

是能充分发挥水力发电厂的作用。 

电力系统中的各级电压线路及其联系的各级变、配电所组成的部分叫作电力网，或称电网。 

电网按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不同，分为输电网和配电网。输电网是以高压甚至超高电压将发电

厂、变电所或变电所之间连接起来的送电网络，所以又称为电力网中的主网架。输电网中又分为交流

高压输电网（一般指 220kV 电网）、交流超高压输电网（一般指 330kV、500kV、750kV 电网）、交流

特高压输电网（一般指 1000kV 及以上电压电网）。另外还有直流输电，一般直流±500kV 及以下称为

高压直流输电；直流±800kV 称为特高压直流输电。直接将电能送到用户的网络称为配电网。配电网

的电压根据用户负荷情况和供电要求而定，配电网中又分为高压配电网（一般指 35kV、110kV 及以上

电压）、中压配电网（一般指 20kV，10kV、6kV、3kV 电压）及低压配电网（220V、400V）。 

近年来 20kV 中压配电系统在我国开始采用，20kV 中压配电有以下优越性。 

1.提高了中压配电系统的容量。当 20kV 取代 10kV 中压配电电压，原来线路导线线径不变，则升

压后的配电容量可以提高一倍。 

2.降低了线路上的电压损失。在负荷不变的情况下，20kV 的电压损失只有 10kV 的 25%；在负荷

升高 1 倍时，电压损失只有 10kV 的 50%。 

3.增大了中压配电网的供电半径。当电压由 10kV 升压至 20kV，在一定的情况下供电半径可增加 1

倍。 

4.降低线损。在负荷不变的情况下，配电系统电压等级由 10kV 升至 20kV，功率损耗降低至原来

的 25%，即降低了 75%。 

20kV 中压配电系统需采用 20kV 输配电设备，建设投资增加。 

二、用电负荷 

用电负荷是用户在某一时刻对电力系统所需求的功率。 

（一）用电负荷分类 

为了更好地保证用户供电，通常根据用户的重要程度和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将电力负荷分为三

类。 

1.一类负荷 

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用电负荷称为一类用电负荷。 

（1）中断供电时将造成人身伤亡。 

（2）中断供电时将在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如重大设备损坏、重大产品报废、用重要原料生产的

产品大量报废、国民经济中重点企业的连续生产过程被打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等。 

（3）中断供电时将影响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如重要交通枢纽、重要通

信枢纽、重要宾馆、大型体育场馆、经常用于国际活动的大量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等用电单位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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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电力负荷。 

在一类用电负荷中，当中断供电将发生中毒、爆炸和火灾等情况的负荷时，以及特别重要场所的

不允许中断供电的负荷，称为特别重要的负荷。 

2.二类负荷 

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用电负荷称为二类负荷。 

（1）中断供电时将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如主要设备损坏、大量产品报废、连续生产过程被打

乱需较长时间才能恢复、重点企业大量减产等。 

（2）中断供电将影响重要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如交通枢纽等用电单位中的重要电力负荷，以及

中断供电将造成大型影剧院、大型商场等较多人员集中的重要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等。 

3.三类负荷 

凡不屑于一类和二类负荷的用电负荷称为三类负荷。 

（二）各类负荷的供电要求 

1.一类负荷的供电要求 

（1）一类负荷由两个独立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 

（2）一类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除由两个独立电源供电外，还应增设应急电源，并不准将其他

负荷接入应急供电系统。 

应急电源有下列几种：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即与电网在电气上独立的电源，如柴油发电

机组等；供电网络中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蓄电池组。 

具体选用哪种应急电源，一般可根据允许中断供电的时间来选择。如，一般允许中断供电时间在

15s 以上的供电系统，可选用快速自启动的发电机组；自动投入装置的动作时间能满足允许中断供电时

间的系统，可选用带自动投入装置的，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毫秒级

的系统可选用蓄电池不间断供电装置等。 

2.二类负荷的供电要求 

二类负荷的供电系统宜采用双回路线供电。两回路线应尽量引自不同变压器或两段母线。 

3.三类负荷的供电要求 

三类负荷供电，一般不考虑特殊要求。 

三、变电所和配电所 

变、配电所是电力网中的线路连接点，是用以变换电压、交换功率和汇集、分配电能的设施。它

主要由主变压器、配电装置及测量、控制系统等构成，是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电能传输的重要环节，

对保证电网安全、经济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按变电所在电力系统中的位置、作用及其特点划分，变电所的主要类型有枢纽变电所、区域变电

所、地区变电所、用户变电所、地下变电所和无人值班变电所等。通常也按其最高一级电压来分类，

如 500kV 变电所、220kV 变电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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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配电所中用来承担输送和分配电能任务的电路，称为一次电路或电气主接线。一次电路中所

用的电气设备，称为一次设备。 

（一）变、配电所常用的一次电气设备 

1.主变压器 

在降压变电所内变压器是将高电压改变为低电压的电气设备。以 lOkV 变电所为例，主变压器将

lOkV 的电压变为 380/220V 供给 380/220V 的负荷。 

2.高压断路器 

高压断路器是变压器和高压线路的开关电器，它具有断合正常负荷电流和切断短路电流的功能，

具有完善的灭弧装置。 

3.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是主要用作隔离电源昀电器，它没有灭弧装置，不能带负荷拉合，更不能切断短路电流。 

4.电压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将系统的高电压转变为低电压，供测量、保护、监控用。 

5.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将高压系统中的电流或低压系统中的大电流转变为标准的小电流，供测量、保护、监

控用。 

6.熔断器 

当电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负荷时，熔断器能自动切断故障电路，从而使电器设备得到保护。 

7.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用来接通和分断小容量的配电线路和负荷，它只有简单的灭弧装置，常与高压熔断器配

合使用，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由高压熔断器切断短路电流。 

（二）变、配电所常用的二次电气设备 

二次设备是指对一次设备的工作进行控制、保护、监察和测量的设备。如测量仪表、继电器、操

作开关、按钮、自动控制设备、计算机、信号设备、控制电缆以及提供这些设备能源的一些供电装置(如

蓄电池、硅整流器等)。 

四、电能质量 

供电质量指电能质量与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包括电压、频率和波形的质量。 

（一）电压 

电压质量包含电压允许偏差、电压允许波动与闪变等内容。 

1.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在某一时段内，电压幅值缓慢变化而偏离额定值的程度，以电压实际值和电压额定值之差ΔU 与

电压额定值 UN 之比的百分数ΔU%来表示，即 

%100% 



N

N

U

UU
UΔ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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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检测点上电压实际值（V）； 

      UN——检测点电网电压的额定值（V）。 

电压质量对各类电气设备（包括用电设备）的安全、经济运行有直接的影响。因为电气设备都是

按在额定电压条件下运行而设计制造的，当其端电压偏离额定电压时，电气设备的性能就要受到影响。

就照明负荷来说，当电压降低时，白炽灯的发光效率和光通量都急剧下降；当电压上升时，白炽灯的

寿命将大为缩短。例如，电压比额定值低 10%，则光通量减少 30%；电压比额定值高 10%，则寿命缩

减一半。对电力负荷中大量使用的异步电动机（包括厂用电动机）而言，因为异步电动机的转矩与端

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如果电压降低过多，电动机可能停转或不能启动。且当输出功率一定时，异步电

动机的定子电流、功率因数和效率随电压而变化。当端电压降佤时，定子、转子电流都显著增大，导

致电动机的温度上升，甚至烧坏电动机。反之，当电压过高时，会使各类电气设备绝缘老化过程加快、

设备寿命缩短等，过电压情况下甚至会危及设备运行安全。对电热装置而言，过高的电压将损伤设备，

过低的电压则达不到所需要的温度。此外，电视、 

广播、传真、雷达等电子设备对电压质量的要求更高，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将使其特性严重改变而

影响正常运行。 

如上所述，不仅各种用电负荷的工作情况均与电压的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且，电压的过

高、过低也给发电厂和电力系统本身造成很大的威胁。故在运行中必须规定电压的允许偏移范围，也

就是电压的质量标准。一般用电设备的电压偏移保持在此规定范围内，就不会影响用电设备工作。 

我国 GB 12325-90《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规定供电企业供到用户受电端的供电电压允许偏

差如下： 

（1）35kV 及以上电压供电的，电压正、负偏差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 10%： 

（2）2lO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的，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3）低压照明用户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10%； 

（4）对电压有特殊要求的用户，供电电压允许偏差由供用电协议确定。 

2.电压允许渡动和闪变 

（1）电压允许波动 

在某一个时段内，电压急剧变化而偏离额定值的现象，称为电压波动。电压变化的速率大于 l%的，

即电压急剧变化。电压波动程度以电压在急剧变化过程中相继出现的电压最大值 Umax 和最小值 Umin。

之差与额定电压之比的百分数ΔU%来表示，即 

%100% minmax 



NU

UU
UΔ                  （5-2） 

 

 式中：UN -额定电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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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波动是由于负荷急剧变动的冲击性负荷所引起的。负荷急剧变动，使电网的电压损耗相应变

动，从而使公共供电点的电压出现波动现象。如电动机的启动、电焊机的工作，特别是大型电弧炉和

大型轧钢机等冲击性负荷的工作，均会引起电网电压的波动，电压波动可影响电动机的正常起动，甚

至使电动机无法启动；对同步电动机还可引起其转子振动；可使电子设备、计算机和自控设备无法正

常工作；还可使照明灯发生明显的闪烁，严重影响视觉，使人无法正常生产、工作和学习。 

（2）电压闪变 

周期性电压急剧波动引起灯光闪烁，光通量急剧波动，而造成人眼视觉不舒适的现象，称为闪变。

要尽量设法减少电压闪变现象。 

3.为了保证电压质量合乎标准，往往需要装设必要的无功补偿装置和采取一定的调压措施 

用户供配电系统常用的电压调整措施有： 

（1）正确选择变压器的变比和电压分接头 

用户用的电力变压器一般为无载调压型，其高压绕组（一次绕组）有（1±2×2.5%） UN的电压

分接头，当用电设各电压偏低时，可将变压器电压分接头放在较低挡。 

对调压要求高的情况，可选用有载调压变压器，使变压器的电压分接头在带负荷情况下实时调整，

以保证电压稳定。 

（2）降低系统阻抗 

供配电系统中的电压损耗在输送功率确定后，其数值与各元件的阻抗成正比，所以减少供配电系

统的变压级数和增大供配电线路的导线截面，是减小电压损耗的有效方法，线路中各元件电压损耗减

少，就可提高末端用电设备的供电电压。 

（3）使三相负荷平衡 

三相负荷假如不平衡，会使有的相负荷过大，有的相负荷过小，负荷过大的相，电压损耗大大增

加，这样使末端用电设备端电压太低，影响用电安全。 

（4）采取补偿无功功率措施 

系统功率因数太低，会使系统无功损耗增大，同时使线路中各元件的电压损耗也增加，导致末端

用电设备端电压太低，影响安全可靠用电。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有两种：①在供电系统设计时要正确

选择设备，防止出现“大马拉小车”等不合理现象，即提高自然功率因数；②运行中可在工厂变配电

所的母线上或用电设备附近装设并联电容器，用其来补偿电感性负载过大的感性电流，减小无功损耗，

提高功率因数，提高末端用电电压。 

电网电压偏低可能有两方面原因：①系统中过多的无功功率传送，引起系统中电压掼耗增加，电

压下降；②供电距离太长，线路导线截面太小，变压级数太多，造成电压损耗增大，引起电压下降。

对于前者应采用无功补偿设备（如投入并联电容器或增加并联电容器数量）解决：对于后者可采用调

整变压器分接头、降低线路阻抗等方法解决。 

（5）合理改变供电系统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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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工厂，当负荷轻时可改为一台变压器运行。此外，合理调整对用电设

备的供电方式等也能起到改善电压的作用。 

（二）频率 

电网中发电机发出的正弦交流电每秒钟交变的次数，称为频率，或叫供电频率。供电频率偏差是

以实际功率厂和额定频率 fN 之差Δf 表示，即： 

%100



N

N

f

ff
fΔ    （5-3） 

式中：f-实际供电频率值（Hz）； 

      fN-供电网额定频率（Hz）。 

电力系统频率偏离额定值（我国技术标准规定为 50Hz）过大将严重影响电力用户的正常工作。对

电动机而言，频率降低将使其转速降低，导致电动机功率的降低，将影响所带动转动机械的出力，并

影响电动机的寿命；反之，频率增高将使电动机的转速上升，增加功率消耗，特别是某些对转速要求

较严格的工业部门（如纺织、造纸等），频率的偏差将大大影响产品质量，甚至产生废品。另外，频率

偏差对发电厂本身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例如，对锅炉的给水泵和风机之类的离心式机械，当频率

降低时其出力将急剧下降，从而追使锅炉的出力大大减小，甚至紧急停炉，这样就势必进一步减少系

统电源的出力，导致系统频率进一步下降。另外，在低频情况下运行时，容易引起汽轮机叶片的振动，

缩短汽轮机叶片的寿命，严重时会使叶片断裂。此外，系统频率的变化还将影响到电子钟的正确使用

和计算机、自动控制装置等电子设备的准确工作等。因此，频率的过高过低不仅给用户造成危害，而

且对发电厂、电力系统本身也造成严重不良后果。频率是电能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电力采用交

流 50Hz 频率，俗称“工频”。根据《供电营业规则》规定：在电力系统正常状态下，供电频率的允许

偏差为：电网装机容量在 3000MW 及以上的为±0.2Hz；电网装机容量在 3000MW 以下的为±0.5Hz；

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态下，供电频率允许偏差可超过±1.OHz。在并联运行的同一电力系统中，不论装

机容量大小，任一瞬间的频率在全系统都是一致的。 

为了保证频率偏差不超过规定值，必须维持电力系统的有功功率平衡，采取相应的调频措旋。 

（三）波形 

日常用的交流电是正弦交流电，正弦交流电的波形要求是严格的正弦波（包括电压和电流）。当电

源波形不是严格正弦波时，它就有很多的高次谐波成分，谐波对电气设备的危害很犬，可使变压器的

铁芯损耗明显增加，从而使变压器出现过热，不仅增加能耗，而且使其绝缘介质老化加速，缩短使用

寿命。谐波还能使变压器噪声增大。谐波电流通过交流电动机，不仅会使电动机的铁芯损耗明显增加，

绝缘介质老化加速，缩短使用寿命，而且还会使电动机转子发生振动现象，严重影响机械加工的产品

质量。谐波电压加在电容器两端时，由于电容器对谐波的阻抗很小，电容器很容易发生过电流发热导

致绝缘击穿甚至造成烧毁。此外，谐波电流可使电力线路的电能损耗和电压损耗增加，使计量电能的

感应式电度表计量不准确；可使电力系统发生电压谐振，从而在线路上引起过电压，有可能击穿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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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缘；还可能造成系统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发生误动作或拒动作，使计算机失控、电子设备误触

发、电子元件测试无法进行；并可对附近的通信设备和通信线路产生信号干扰等。 

电网谐波的产生，主要在于电力系统中存在各种非线性元件。因此，即使电力系统中电源的电压

为正弦波，但由于非线性元件存在，结果在电网中总有谐波电流或电压存在。产生谐波的元件很多，

如荧光灯和高压汞灯等气体放电灯、异步电动机、电焊机、变压器及感应电炉等，都要产生谐波电流

或电压。最为严重的是大型的晶闸管变流设备和大型电弧炉，它们产生的谐波电流最为突出，是造成

电网谐波的主要因素。 

保证交流电波形是正弦波，必须遵守以下要求： 

1.要求发电机发出符合标准的正弦波形电压（这在发电机、变压器等设计制造时已考虑，并栗取了

相应的措施）。 

2.要求在电能输送和分配过程中，不应使波形发生畸变。 

3.还应注意消除电力系统中可能出现的其他谐波源（如晶闸管整流装置、电弧炉等）的影响。 

控制各类非线性用电设备所产生的谐波引起电网电压正弦波形畸变，常采用下列措施： 

（1）各类大功率非线性用电设备由容量较大的电网供电。 

（2）对于大功率静止整流设备可采取下列方法： 

1）增加整流变压器二次侧的相数和增加整流器的整流脉冲数。 

2）采用多台相数相同的整流装置，使整流变压器的二次侧有适当的相角差。 

3）按谐波次数装设分流滤波器。 

（3）选用高压绕组三角形接线，低压绕组星形接线的三相配电变压器。 

（4）装设静止无功补偿装置，吸收冲击负荷的动态谐波电流。 

五、电力系统短路与接地 

(一）电力系统短路概述 

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时，各相之

间是绝缘的。电力系统中相与相之

间或相与地之间（对中性点直接接

地系统而言）通过金属导体、电弧

或其他较小阻抗连接而形成的非正

常状态称为短路。电力系统在运行

中，相与相之间或相与地（或中性

线）之间发生短路时流过的电流，

其值取决于短路点距电源的电气距

离，可远远大于额定电流。如：在

发电机出口端发生短路时，流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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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的短路电流最大瞬时值可达额定电流的 10～15 倍；大容量电力系统中，短路电流可达数万安培。

这会对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 

1.短路的类型 

三相系统中发生的短路有：三相短路、两相短路、单相接地短路和两相接地短路等基本类型。其

中，除三相短路时，三相回路依旧对称，因而又称对称短路外，其余三类均属不对称短路。在中性点

接地的电力系统中，以单相接地的短路故障最多，约占全部故障的 90%。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电力

系统中，短路故障主要是各种相间短路。 

短路的常见原因有：①设备长期运行，绝缘自然老化；②设备本身设计、安装和运行维护不良；

③绝缘材料陈旧；④因绝缘强度不够而被工作电压击穿；⑤设备绝缘正常而被过电压（包括雷电过电

压）击穿；⑥设备绝缘受到外力损伤；⑦工作人员由于未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而发生误操作；⑧误将低

电压设备接入较高电压的电路中；⑨电力线路发生断线和倒杆事故；⑩鸟兽跨越在裸露的相线之间或

相线与接地物体之间，或者咬坏设备导线的绝缘等。各种短路情况如图 5-2 所示。 

2.短路的危害 

发生短路时，电力系统从正常的稳定状态过波到短路的稳定状态，一般需要 3～5s。在这一暂态过

程中，短路电流的变化很复杂。它有多种分量，需采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在短路后约半个周波（0.01s）

时将出现短路电流的最大瞬时值，称为冲击电流。它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力，其大小可用来校验电气设

备在发生短路时的动稳定性。短路电流的分析、计算是电力系统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为电力系统

的规划设计和选择电气设备、整定继电保护、分析事故提供了有效手段。 

电力系统发生三相短路时，由于短路回路阻抗很小，所以短路电流很大，可以达到几万甚至几十

万安培。短路电流由电源流到短路点，巨大的短路电流会对电力系统和电气设备安全运行产生严重的

影响。 

短路电流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短路电流通过导体时，使导体大量发热，温度急剧升高，从而破坏设备绝缘；同时，通过短

路电流的导体会受到很大的电动力作用，可能使导体变形甚至损坏。 

（2）短路点的电弧可能烧毁电气设备的载流部分。 

（3）短路电流通过线路，要产生很大的电压降，使系统的电压水平骤降，引起电动机转速突然下

降，甚至损坏，严重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4）短路可造成停电，而且越靠近电源，停电范围越大，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5）严重的短路故障若发生在靠近电源的地方，且维持时间较长，可使并联运行的发电机组失去

同步，严重的可能造成系统解列。 

（6）不对称的接地短路，其不平衡电流将产生较强的不平衡磁场，对附近的通信线路、电子设备

及其他弱电控制系统产生干扰信号，使通信失真、控制失灵、设备产生误动作。 

由此可见，短路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所以必须设法消除可能引起短路的一切因素，使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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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地运行。在供电系统的设计和运行中，需要进行短路电流计算，这是因为： 

1）选择电气设备和载流导体时，需用短路电流校验其动稳定性和热稳定性，以保证在发生可能的

最大短路电流时不至于损坏； 

2）选择和整定用于短路保护的继电保护装置时，需应用短路电流参数； 

3）选择用于限制短路电流的设备时，乜需进行短路电流计算。 

3.限制短路电流方法 

目前在电力系统中，用得较多的限制短路电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选择合适的接线方式、采用分

裂绕组变压器和分段电抗器、采用线路电抗器、采用微机保护及综合自动化装置等。 

（1）选择合适的接线方式 

为了限制大电流接地系统的单相接地短路电流，可采用部分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的运行方式，还

可采用星形一星形接线的同容量普通变压器来代替系统枢纽点的联络自耦变压器。 

在降压变电所内，为了限制中压和低压配电装置中的短路电流，可采用变压器低压侧分列运行方

式；在输电线路中，也可采用分列运行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阻抗大，可以达到限制短路电

流的目的，不过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应该加装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对环形供电网，可将电网解列运行。电网解列可分为经常解列和事故自动解列两种。电网经常解

列是将机组和线路分配在不同的母线系统或母线分段上，并将母线联络断路器或母线分段断路器断开

运行，这样可显著减小短路电流。电网事故自动解列，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发电厂的母线联络断路器或

分段断路器闭合运行，当发生短路时由自动装置将母线（或分段）断路器断开，从而达到限制短路电

流的目的。 

（2）采用分裂绕组变压器和纷段电抗器 

在大容量发电厂中为限制短路电流可采用低压侧带分裂绕组的变压器，在水电厂扩大单元机组上

也可采用分裂绕组变压器。为了限制 6～10kV 配电装置中的短路电流，可以在母线上装设分段电抗器。

分段电抗器只能限制发电机回路、变压器回路、母线上发生短路时的短路电流，当在配电网络中发生

短路时，则主要由线路电抗器来限制短路电流。 

（3）采用线路电抗器 

线路电抗器主要用于发电厂向电缆电网供电的 6～10kV 配电装置中，其作用是限制短路电流，使

电缆网络在短路情况下免于过热，减少所需要的开断容量。 

（4）采用微机保护及综合自动化装置 

一般发生短路故障后约 0.01s 出现最大短路冲击电流，采用微机保护一般仅需 0.005s 就能发出跳闸

指令，使导体和设备避免承受最大短路电流的冲击，从而达到限制短路电流的目的。 

（二）电力系统接地概述 

电气接地一般可分为两类：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 

工作接地是指为了保证电气设备在系统正常运行中能正常工作而进行的接地。保护接地是指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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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将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中不带电的金属部分可靠接地。 

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属于工作接地，它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条件。规定中性点应

接地，假如不接地就不能保证电气设备安全可靠工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就不能得到保障。如配电变

压器或低压发电机申性点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相连，即为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分为直接接地与非直接接地（包括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或经电阻接地）两大类。工

作接地的接地电阻一般不应超过 4Ω。 

1.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中性点直接接地是指电力系统中至少有一个中性点直接或经小阻抗与接地装置相连接。这种接地

方式是通过系统中全部或部分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来实现的。其作用是使中性点经常保持零电位。 

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其他两相对地电压不会升高。因此，各相

对地绝缘水平取决于相电压，这就大大降低了电网的建设和维护成本。我国 llOkV 及以上的电力系统，

都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运行方式，以降低线路的绝缘水平。而在低压配电系统中广泛采用的 TN 系统

和 TT 系统，均为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其目的是保障人身设备安全。 

2.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图 5-3 是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

统电路图。电容 C 是每相线路对地电容（分

布电容）。 

当系统正常运行时，相电压 UU、UV、

UW对称，三相对地电容电流 CEI


。也对称，

因此 0


CEWCEVCEU III ，流入大地中

的电流为零。 

当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假设 C 相完全接地，如图 5-3 （b），则 C 相对地电压等于零，

VWVUWU UUUU


 , ，即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为线电压。此时接地电流 CEVCEUC III


 。经推导

可得 IC=3ICE，即单相接地电流数值上等于系统正常运行时每相对地电容电流的 3 倍。 

必须指出，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由于三相线电压不发生改变，三相用电设

备能正常工作，但是，由于发生单相完全接地时，非故障相对地电位升高为线电压，容易引起绝缘损

坏，从而引起两相或三相短路，造成事故。为此，电力系统规定：单相接地故障运行时间一般不超过

2h，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应发出报警信号，提醒值班人员注意，并及时处理。 

我国 10kV、6kV 电网，为提高供电的可靠性，一般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运行方式。 

3.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流入大地的电流若过大，就会在接地故障点出

现断续电弧而引起过电压。因此，在单相接地电流大于一定值，如 3～lOkV 系统中接地电流大于

30A.35kV 及以上系统接地电流大于 1OA 时，电源中性点就必须采用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如图 5-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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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电源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其目的是减小接地电流。 

消弧线圈实际就是一个铁芯线圈，其电阻很小，电抗很大。当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流过接地点

的电流等于接地电容电流 CI


与消弧线圈的电流 LI


之和。由于 CI


与 LI


相位相差 180°，即方向相反，

因此在接地点相互补偿，使接地电流减小。如果消弧线圈选择得当，可使接地点电流小于生弧电流，

而不会产生断续电弧和过电压现象。 

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当发生单相接

地故障时，其分析过程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相同，同

样允许运行 2h，需发出报警信号。 

根据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对接地电容电流补偿

程度的不同，分为下列三种补偿方式： 

（1）全补偿。当调整消弧线圈的分接头使得消

弧线圈的电感电流等于接地电容电流，则流过接地点

的电流为零，称为全补偿。以消弧的观点来看，全补

偿应为最佳，但实际上并不采用这种补偿方式。这是

因为在正常运行时，由于电网三相的对地电容并不完全相等或断路器在操作时三相触头不能同时闭合

等原因，致使在未发生接地故障的情况下，中性点对地之间存在一定数值的电压（称力不对称电压）。

在此电压作用下可能会引起串联谐振过电压，危及电网电气设备的绝缘。 

（2）欠补偿。当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小于接地电容电流时，接地点尚有未补偿的电容性电流，称

欠补偿。欠补偿方式一般也较少采用。 

（3）过补偿。当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大于接地电容电流时，接地处具有多余的电感性电流称为过

补偿。过补偿方式可避免谐振过电压的产生，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4.中性点经电阻（低电阻、高电阻）接地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城市 lOkV 配电网中，电缆线路增加，电容电流相继增加，并且运行方

式经常变化，消弧线圈调整存在困难，当电缆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间一长，往往发展成为两相短路。 

低电阻接地方式的主要特点：在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时，能获得较大的阻性电流，直接跳开线路开

关，迅速切除单相接地故障，过电压水平低，谐振过电压发展不起来，电网可采用绝缘水平较低的电

气设备。但是这种低电阻接地的运行方式在发生单相接地时，故障电流可能较大，也容易带来一些问

题： 

（1）电缆线中一点接地，大电流电弧有可能烧毁电缆并波及同一电缆沟内的相邻电缆，可能会扩

大事故或酿成火灾。 

（2）可能引起地电位升高，超过安全允许值。 

高电阻接地方式的主要特点：足能较好地限制单相接地故障电流，抑制弧光接地和谐振过电压，

单相接地故障后不立即跳闸，不加重电气设备的绝缘负担。高电阻接地方式的缺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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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带接地故障运行时，电阻器上消耗的能量较大，容易发热烧坏。 

2）增大了接地故障时的接地电流，电弧自熄的问题很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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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输电线路基本知识 

电力线路是电力网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输送和分配电能。电力线路一般可分为输电线路（又

称送电线路）和配电线路。架设在发电厂升压变电所与区域变电所之间的线路以及区域变电所与区域

变电所之间的线路，是用于输送电能的，称为输电线路。输电线路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远、线路电

压等级高，是电力网的骨干网架。一般电压等级 220kV 线路称为高压输电线路，330kV、500kV、750kV

称为超高压输电线路，1000kV 及以上称为特高压输电线路。从区域变电所到用户变电所或城乡电力变

压器之间的线路，是用于分配电能的，称为配电线路，配电线路又可分为高压配电线路（电压为 35kV

或 110kV）、中压配电线路（电压为 10kV 或 20kV）和低压配电线路（电压为 220 或 380V）。 

电力线路按架设方式可分为架空电力线路和电力电缆线路两大类。由于架空电力线路与电缆电力

线路相比，具有结构简单、造价低、建设速度快、输送容量大、施工和运行维护方便等显著优点，因

此除特殊情况外，电力线路一般均采用架空电力线路。目前我国的输电线路基本是架空电力线路，配

电线路特别是农村配电线路也基本以架空电为线路为主。但在城市中心地带、居民密集的地方，高层

建筑、工厂厂区内部及一些特殊的场所，考虑到安全、城市美观以及受地面位置的限制，配电线路逐

渐采用电力电缆线路。 

本部分主要针对配电系统常用的架空电力线路及电力电缆线路的结构、架设及运行维护做简要叙

述。 

一、架空电力线路 

（一）架空电力线路的结构 

架空电力线路构成的主要元件有导线、杆塔、绝缘子、金具、拉线、基础、防雷设施及接地装置

等。它们的作用分别如下： 

1.导线用来传导电流，输送电能。 

2.杆塔用来支撑导线和地线，并使导线和导线之间，导线和地线之间，导线和杆塔之间以及导线和

大地、公路、铁轨、水面、通信线路等被跨越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绝缘子是用来固定导线，并使导线与杆塔之间保持绝缘状态。 

4.金具在架空线路中主要用于支持、固定、连接、接续、调节及保护作用。 

5.拉线是用来加强杆塔的强度，承担外部荷载的作用力，以减少杆塔的材料消耗量，降低杆塔的造

价。 

6.杆塔基础是将杆塔固定于地下，以保证杆塔不发生倾斜或倒塌。 

7.防雷设施及接地装置是当雷击线路时把雷电流引入大地，以保护线路绝缘免遭大气过电压的破坏。 

（二）杆塔的种类及其使用特点 

1.按杆塔的材料分类 

杆塔按使用的材料可分为钢筋混凝土杆和金属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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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筋混凝土杆。钢筋混凝土杆俗称水泥杆，是由钢筋和混凝土在离心滚杆机内浇制而成的。

其优点是结实耐用，使用年限长；维护简单，运行费用低；节约钢材，造价低，施工期短。其缺点是

比较笨重、运输困难，因此对较高的钢筋混凝土杆，均采用分段制造，现场进行组装，这样可将每段

电杆重量限制在 500～1000kg 以下。 

目前生产的钢筋混凝土电杆（或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电杆），有等径环形截面和拔梢环形截面两种。

等径电杆的直径分别为 300mm、400mm、450mm，杆段长度有 4.5m、6.0m、9.0m 三种。 

钢筋混凝土杆使用最多的是锥形杆（也称拔梢杆，锥度一般为 1/75），杆段规格系列较多。低压架

空电力线路绝大部分采用锥形杆，梢径一般为 150mm，杆高 8～10m；中、高压架空电力线路大部分也

采用锥形杆，梢径一般为 190mm 和 230mm，杆高有 10m、llm、12m、13m、15m 等几种。 

钢筋混凝土杆又分为普通型和预应力型两种。预应力杆在制造过程中对钢筋施以张力，浇灌混凝

土后钢筋内仍保留拉应力，使混凝土受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杆能充分发挥高强度钢材的作用，比普

通钢筋混凝土杆可节约钢材 40%左右，同时水泥用量也减少，电杆的重量也减轻了。由于它的抗裂性

能好，所以延长了电杆的使用寿命。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2）金属杆塔。金属杆塔有铁塔、钢管杆和型钢杆等。其优点是坚固、可靠，使用期限长，但钢

材消耗量大，造价高，施工工艺较复杂，维护工作量大。因此，铁塔多用于交通不便和地形复杂的山

区，或一般地区的特大荷载的终端、耐张、大转角、大跨越等特种杆塔。 

2.按杆塔在线路上的作用分类 

架空线路的杆塔，按其在线路上的用途可分为直线杆塔、耐张杆塔、转角杆塔、终端杆塔、跨越

杆塔、分支杆塔等。 

（三）杆塔基础分类及特点 

杆塔基础一般分为混凝土电杆基础和铁塔基础。 

1.混凝土电杆基础 

混凝土电杆基础一

般采用底盘、卡盘、拉

盘（俗称三盘）基础，

通常是事先预制好的钢

筋混凝土盘，使用时运

到施工现场组装，较为

方便。底盘是埋（垫）

在电杆底部的方（圆）

形盘，承受电杆的下压力并将其传递到地基上，以防电杆下沉。卡盘是紧贴杆身埋入地面以下的长形

横盘，其中采用圆钢或圆钢与扁钢焊成 U 型抱箍与电杆卡接．以承受电杆的横向力，增加电杆的抗倾

覆力，防止电杆倾斜。拉盘是埋置于土中的钢筋混凝土长方形盘，在盘的中部设置 U 型吊环和长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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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线棒及金具相连接，以承受拉线的上拔力，稳住电杆，是拉线的锚固基础。混凝土电杆基础如图

5-5 所示。 

在线路设计施工基础时，应根据当地土壤特性和运行经验，决定是否需用底盘、卡盘、拉盘。若

钢筋混凝土杆立在岩石或土质坚硬地区，可以直接埋入基坑而不设底盘或卡盘，也可用条石代替卡盘

和拉盘，用块石砌筑底盘以及垒石稳固杆基。 

2.铁塔基础 

铁塔基础型式一般根据铁塔类型、塔位地形、地质及施工条件等实际情况确定。根据铁塔根开大

小不同，大体可分为宽基和窄基两种。宽基是将铁塔的每根主材（每条腿）分别安置在一个独立基础

上，这种基础稳定性较好，但占地面积较大，常被用在郊区和旷野地区。窄基塔是将铁塔的四根主材

（四条腿）均安置在一个共用基础上。这种基础出土占地面积较小，但为了满足抗倾覆能力要隶，基

础在地下部分较深、较大，常被用在市区配电线路上或地形较窄的地段。 

3.对基础的一般要求 

对于杆塔基础，除根据杆塔荷载及现场的地质条件确定其合理经济的型式和埋深外，要考虑水流

对基础的冲刷作用和基土的冻胀影响。基础的埋深必须在冻土层深度以下，且不应小于 0.6m，在地面

应留有 300mm 高的防沉土台。 

（四）导线材料、结构与种类 

1.导线材料 

导线的材料有铜、铝、钢、铝合金等。其中铜的导电率高、机械强度高、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

是比较理想的导线材料，但由于铜的蕴藏量相对较少，且用途广泛、价格昂贵，故一般不采用铜导线。

铝的导电率次于铜，密度小，也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腐蚀能力，且价格也较低，故广泛应用于架空线路

中。但由于铝的机械强度低，不适应大跨度架设，因此采用钢芯铝绞线或钢芯铝合金绞线，可以提高

导线的机械强度。 

2.裸导线结构 

裸导线的结构总的可以分为三类：单股导线、多股绞线和复合材料多股绞线。单股导线由于制造

工艺上的原因，当截面增加时，机械强度下降，因此单股导线截面一般都在 lOmm2 以下，目前广为使

用的最大到 6mm2。多股绞线由

多股细导线绞合而成，多层绞线

相邻层的绞向相反，防止放线时

打卷扭花，其优点是机械强度较

高、柔初、适于弯曲；且由于股

线表面氧化电阻率增加，使电流

沿股线流动，集肤效应较小，电

阻较相同截面单股导线略有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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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复合材料多股绞线是指两种材料的多股绞线，常见的是钢芯铝绞线，其线芯部位由钢线绞合而成，

外部再绞合铝线，综合了钢的机械强度和铝的导电性能，成为目前广泛应用的导线。钢芯铝绞线结构

如图 5-6 所示。 

3.导线种类 

(1)裸导线 

1）铜绞线（TJ）常用于人口稠密的城市配电网、军事设施及沿海易受海水潮气腐蚀地区的线路。 

2）铝绞线（LJ）常用于 35kV 以下的档距较小的配电线路，且常作分支线使用。 

3）钢芯铝绞线（LGJ）广泛应用于高压线路上。 

4）轻型钢芯铝绞线（LGJQ） -般用于平原地区且气象条件较好的高压线路中。 

5）加强型钢芯铝绞线（LGJJ）多用于输电线路中的大跨越地段或对机械强度要求很高的线路。 

6）铝合金绞线（LHJ）常用于 llOkV 及以上的输电线路上。 

7）钢绞线（GJ）常用作架空地线、接地引下线及杆塔的拉线。 

(2)绝缘导线 

架空电力线路一般都采用多股裸导线，但近几年来城区内的 lOkV 架空配电线路逐步改用架空绝缘

导线。经过运行证明其优点较多，线路故障明显降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线路与树木间的矛盾，降低

了维护工作量，线路的安全可靠性明显提高。 

架空绝缘导线按电压等级可分为中压（lOkV）绝缘线和低压绝缘线；按绝缘材料可分为聚氯乙烯

绝缘线、聚乙烯绝缘线和交联聚乙烯绝缘线。 

1）聚氯乙烯绝缘线（JV）有较好的阻燃性能和较高的机械强度，但介电性能差、耐热性能差。 

2）聚乙烯绝缘线（JY）有较好的介电性能，但耐热性能差，易延燃、易龟裂。 

3）交联聚乙烯绝缘线（JKYJ）是理想的绝缘材料，有优良的介电性能，耐热性好，机械强度高。 

导线型号如表 5-2 所示。 

表 5-2 导线型号表示方法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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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用绝缘子的分类及特点 

1.针式绝缘子 

针式绝缘子主要用于直线杆塔或角度较小的转角杆塔上，也有在耐张杆塔上用以固定导线跳线。

导线采用扎线绑扎，使其固定在针式绝缘子顶部的槽中。针式绝缘子为内胶装结构，制造简易、价格

便宜，但承受导线张力不大，耐雷水平不高，较易闪络，因此输电线路上不被采用，在 35kV 以下线路

上应用较多。 

2.柱式绝缘子 

柱式绝缘子的用途与针式绝缘子大致相同。但由于柱式绝缘子是外胶装结构，温度聚变等原因不

会使绝缘子内部击穿、爆裂，并且浅槽裙边使其自洁性能良好，抗污闪能力要比针式绝缘子强，因此，

在配电线路上应用非常广泛。 

3.瓷横担绝缘子 

瓷横担绝缘子为外浇装结构实心瓷体，其一端装有金属附件。一般用于 10kV 配电线路直线杆，导

线的固定是用扎线将其绑扎在瓷横担绝缘子另一端的瓷槽内。由于结构上的特点，能起到绝缘子和横

担的双重作用，当断线时，不平衡张力使瓷横担转动到顺线路位置，由抗弯变成承受拉力，起到缓冲

作用并可限制事故范围。瓷横担绝缘子的实心结构使其不易老化、击穿，自洁性能良好，抗污闪能力

强，因此，在 10kV 配电线路上应用非常广泛。 

4.悬式绝缘子 

悬式绝缘子具有良好的电气性能和较高的机械强度，按防污性能分为普通型和防污型两种，按制

造材料又分为瓷悬式和钢化玻璃悬式两种。悬式绝缘子一般安装在高压架空线路耐张杆塔、终端杆塔

或分支杆塔上，作为耐张或终端绝缘子串使用，少量也用于直线杆塔作为直线绝缘子串使用。 

5.棒式绝缘子 

棒式绝缘子为外胶装结构的实心瓷体，可以代

替悬式绝缘子串或蝶式绝缘子用于架空配电线路

的耐张杆塔、终端杆塔或分支杆塔，作为耐张绝缘

子使用。但由于棒式绝缘子在运行过程中容易遭震

动等原因而断裂，一般只能用在一竺应力比较小的

承力杆，且不宜用于跨越公路、铁路、航道或市中

心区域等重要地区的线路。 

6.蝶式绝缘子 

蝶式绝缘子常用于低压配电线路上，作为直线

或耐张绝缘子，也可同悬式绝缘子配套，用于 10kV

配电线路耐张杆塔、终端杆塔或分支杆塔上。 

绝缘子的材质一般为电瓷和玻璃两种。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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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成功研制了 500kV 及以下各电压等级的合成绝缘子和合成横担，并已在电网中运行，使用效

果良好。合成绝缘子具有体积小、质量轻、机械强度高、抗污闪性能强等优点。在国内，最典型的合

成绝缘子是由玻璃纤维与环氧树脂制成的玻璃钢引拔棒作芯棒，并由硅橡胶绝缘材料制成伞裙和护套，

其两端由特殊的连接方式构成的棒型悬式结构。 

（六）拉线的作用、形式及选用 

1.拉线的作用 

拉线的作用是为了在架设导线后能平衡杆塔所承受的导线张力和水平风力，以防止杆塔倾倒、影

响安全正常供电。拉线应根据杆塔的受力情况装设。拉线与杆塔的夹角宜采用 45°，若受地形限制，

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300。钢筋混凝土杆的拉线，宜不装设拉线绝缘子。如拉线从导线之间穿过，

应装设拉线绝缘子。在断开拉线的情况下，拉线绝缘子距地面不应小于 2.5m。 

 

2.拉线形式 

拉线按其作用可分为张力拉线（如转角、耐张、终端、分支杆塔拉线等）和风力拉线（如在土质

松软的线路上设置拉线，增加电杆稳定性）两种；按拉线的形式，又可分为普通拉线、水平拉线、弓

形拉线、共同拉绒和 V 形拉线等。 

1）普通拉线。普通拉线用于线路的转角、耐张、终端、分支杆塔等处，起平衡拉力的作用。普通

拉线的详图如图 5-8 所示。 

2）水平拉线。当电杆离道路太近，不能就地装设拉线时，需在路的另一侧立一基拉线杆。跨越道

路的水平拉线，对路面中心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6m；拉线柱的倾斜角采用 10°～20°。 

3）弓形拉线。因地形限制不能装设拉线时，可以采用弓形拉线，在电杆中部加装自拉横担，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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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加装拉线，以防电杆弯曲。 

4）共同拉线。因地形限制不能装设拉线时，可将拉线固定在相邻电杆上，以平衡拉力。 

5）V 形拉线。当电杆较高、横担较多、导线多回时，常在拉力的合力点上、下两处各装设一条拉

线，其下部则合为一条，构成 V 形。 

3.拉线的选用 

10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的拉线，当强度要求较低时，采用多股直径为 4mm 的镀锌铁线制作，

镀锌铁线不少于 3 股。当强度要求超过 9 股时，宜采用镀锌钢绞线。拉线的选用与导线的线径及杆型

等相关。拉线的选用如表 5-3 所示。 

表 5-3  拉线选用配合表 

（七）横担规格及其安装要求 

横担定位在电杆上部，用来支持绝缘子和导线等，并使导线间满足规定的距离。转角杆的横担，

应根据受力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15°以下转角杆，宜采用单横担；15°～45°。转角杆，宜采用

双横担；45°以上转角杆，宜采用十字横担。一般情况下，直线杆横担和杆顶支架装在受电侧，分支

终端杆的单横担应装在拉线侧：两层横担的转角杆，按电源方向先后作上下层安装，且均安装于导线

受力反方向侧。横担材质大多为铁横担和瓷横担。 

铁横担采用角钢制成，容易制造、坚固耐用，横担应进行强度计算，选用应规格化，中、高压线

路铁横担的规格不应小于∠63×6，低压线路铁横担的规格不应小于∠50×5。若角钢无镀锌处理，则

须涂樟丹油和灰色油漆，以防锈蚀。 

瓷横担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可代替悬式或针式绝缘子和木、铁横担，维护方便，造价低，故在

中、高压配电线路中广为使用。 

（八）线路金具的分类及其用途 

线路金具是指连接和组合线路上各类装置，以传递机械、电气负荷以及起到某种防护作用的金属

附件。金具必须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能满足耐腐蚀的要求。线路金具种类很多，用途各不相同，按

其作用主要分为五大类。 

1.支持金具 

支持金具的作用是支持导线或避雷线，使导线和避雷线固定于绝缘子或杆塔上，一般用于直线杆

塔或耐张杆塔的跳线上，又称线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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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悬垂线夹。用于直线杆塔上固定导线、换位杆塔支持换位导线及耐张转角杆塔固定跳线。悬

垂线夹有固定型和释放型两种。 

（2）耐张线夹。用于耐张、终端、分支等杆塔上紧固导线或避雷线，使其固定在绝缘子串或横担

上。耐张线夹有螺栓型、压接型、楔型和楔型与螺栓混合型四种。 

①螺栓型耐张线夹。有正装和倒装两种结构，由于受握着力的限制，一般只能用于 240mm2 及以下

中小截面的导线上，实用中较多地采用倒装式螺栓型耐张线夹。 

②压接型耐张线夹。分液压和爆压两种形式，由于握着力较大，适用于 240mm2 以上大截面的导线

上。 

③楔型耐张线夹，主要用于与避雷线的配合，靠楔形块产生的压力紧固，施工极为方便。 

④楔型与螺栓混合型耐张线夹。将楔形块与螺栓配合构成混合型节能耐张线夹，既减少电能损耗、

方便施工，又可以增加其握着力。 

2.连接金具 

连接金具的作用是将悬式绝缘子组装成串，并将一串或数串绝缘子连接起来悬挂在横担上。常用

的连接金具有以下几种： 

（1）球头挂环。用于连接球形绝缘子上端碗头铁帽，主要有圆形连接的 Q 型和螺栓平面连接的

QP 型。 

（2）碗头挂板。用于连接球形绝缘子下端球头铁脚，分单连和双连碗头两种。 

（3）U 型挂环。是最常用的金具，可单独使用，也可几个组装使用。 

（4）直角挂板。是一种转向金具，其连接方向成直角，故可按使用要求改变绝缘子串的连接方向。 

（5）平行挂板。用于单板与单板、单板与双板的连接，以及与槽型悬式绝缘子的连接。 

（6）平行挂环。用于加大绝缘子串长度，改善导线张力、增大跳线间隙。 

（7）二联板。用于将两串绝缘子组装成双联悬垂、耐张及转角绝缘子串。 

（8）直角环。用于连接 XP-7C 槽型悬式绝缘子。 

3.接续金具 

接续金具的作用是

用于导线和避雷线的接

续和修补等。它分为承

力接续和非承力接续两

种。 

（1）承力接续金具。

主要有导线、避雷线的

接续管等，用于导线连

接的接续管主要有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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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液压管和钳压管三种。爆压管、液压管呈圆形，爆压管、液压管适用于架空绝缘导线或 240mm2

及以上裸导线的承力连接，钳压管呈椭圆形，适用于 240mm2 及以下裸导线的承力连接。避雷线的连接

用压接管，一般采用液压进行承力连接。承力接续金具的握着力不应小于该导线、避雷线计算拉断力

的 95%。 

（2）非承力接续金具。主要有并沟线夹（用于导线作为跳线、T 接线时的接续）、带电装卸线夹（用

于导线带电拆、搭头）、安普线夹（用于导线作为跳线和分支搭接的接续）和异径并沟线夹等。非承力

接续金具的握着力不应小于该导线计算拉断力的 10%。 

接续金具的外形如图 5-9 所示。 

4.保护金具 

保护金具主要有用于防止导线在绑扎或线夹处磨损的铝包带和防止导线、地线振动的防振锤。 

5.拉线金具 

拉线金具用于拉线的连接、紧固和调节。拉线金具主要有以下几类： 

（1）连接金具。用于使拉线与杆塔、其他拉线金具连接成整体，主要有拉线 U 型挂环、二联板等。 

（2）紧固金具。用于紧固拉线端部，与拉线直接接触，要求有足够的握着力度，主要有楔型线夹、

预绞丝和钢线卡子等。 

（3）调节金具。用于施

工和运行中固定与调整拉线

的松紧，要求有调节方便、灵

活的性能，主要有可调式和不

可调式两种 UT 线夹。 

拉线金具的外形如图

5-10 所示。 

（九）架空电力线路的技

术要求 

1.导线截面的选择 

（1）导线截面的选择一

般应符合的要求 

应结合地区配电网发展

规划，无配电网规划地区不宜

小于表 5-4 所列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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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导 线 截 面   单位：mm
2 

（2）按下列方法校验导线截面 

按上述要求确定的导线截面，还须按允许电压损失和发热条件进行校验。 

1）按允许电压损失校验导线截面。按允许电压损失校验导线截面应满足下列原则条件：线路电压

损失≤允许电压损失。线路电压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L
U

QxP

U

QXPR
U

NN

00r 



Δ                   （5-1） 

式中：P—有功负荷，kW； 

      Q—无功负荷，kvar； 

      R—线路电阻，R= r0L，Ω； 

      X—线路电抗，X= x0L，Ω； 

      UN—线路额定电压，kV； 

      r0—每千米线路的电阻，Ω/km； 

      x0—每千米线路的电抗，Ω/km；对一般配电线路平均电抗约为 0.35～0.4Ω/km； 

      L—线路长度，km。 

根据已选的线路导线的 r0、x0 和线路长度 L、额定电压 UN，用已知的负荷功率便可计算线路的电

压损失。如果线路电压损失不大于允许电压损失，则所选导线截面可用，否则应另选导线截面，并重

新进行核算。 

按照 DL/T 5220-2005《10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规定，1kV～10kV 配电线路，自

供电的变电所二次侧出口至线路末端变压器或末端受电变电所一次入口的允许电压损失为供电变电所

二次侧额定电压（6kV、10kV）的 5%；低压配电线路，自配电变压器二次侧出口至线路末端（不包括

接户线）的允许电压损失为额定低压配电电压（220V、380V）的 4%。 

2）按发热条件校验导线截面。当导线通过电流时，会产生电能损耗，使导线发热、温度上升。如

果导线温升过高，超过其最高容许温度，将出现导线连接处加速氧化，导线的接触电阻增加，接触电

阻的增大又使连接处温升更高，形成恶性循环，致导线烧断，发生断线事故。对于导线，温度过高将

使导线驰度过大，致导线对地安全距离不足，危及安全；对于绝缘导线或电缆，温度过高将加速导线

周围介质老化、绝缘损坏。因此，为使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对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的导线截面，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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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运行方式以及事故情况下的线路电流，按发热条件进行校验。 

DL/T 5220-2005《10kV 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规定，铝及钢芯铝绞线在正常情况下

运行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70℃，事故情况下不得超过 90℃。对各种类型的绝缘导线，其容许工作温度

为 65℃。为方便使用，提供了在导线容许长期运行的最高温度为 70℃和周围环境温度为 25℃的条件下

的导线允许载流量，可查相关资料。 

二相四线制的零线截面，不宜小于表 5-5 所列数值；单相制的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表 5-5    零线截面      单位：mm
2 

二、电力电缆线路 

（一）电力电缆线路的特点 

电力电缆是一种地下敷设的送电线路，与架空线路相比较，在应用中显示了以下一些特点。 

1.电力电缆线路与架空电力线路相比有以下优点 

（1）不占用地上空间。地下敷设电缆不占用地上空间，一般不受地上建筑物的影响。 

（2）供电可靠性高。直埋电缆及沟、隧道敷设电缆，不受雷电、风害、鸟害、挂冰、人为故障等

外界因素的影响，供电可靠性高。 

（3）电击可能性小。电缆线路敷设于地下，无论发生何种故障，由于带电部分在接地屏蔽部分内，

只会造成跳闸，不会伤害人畜，比较安全。 

（4）分布电容较大。 

（5）电缆的结构相当于一个电容器，无功输出非常大。 

（6）维护工作量少。 

（7）电缆线路埋在地下，一般情况（充油电缆线路除外）下只需定期进行路面观察防止外损及 2～

3 年做一次预防性试验即可。 

2.电力电缆线路与架空电力线路相比有以下缺点 

（1）投资费用大 

同样的导线截面积，电缆的输送容量比架空线路小。但其综合投资费用为相同输送容量架空线路

的几倍。 

（2）引出分支线路比较困难 

电缆线路如需分支供电，则需增添一定的设备才能达到分支的目的，如分支箱或 T 型接头等。 

（3）故障测寻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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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线路在地下，故障点无法看到，必须使用专用仪器进行测量。 

（4）电缆头制作工艺要求高 

为保证电缆线路的绝缘强度和密封保护的要求，电缆头制作工艺要求较高，费用也高。 

（二）电力电缆的基本结构和类型 

电力电缆是指外包绝缘的绞合导线，有的还包有金属外皮并加以接地。因为是三相交流输电，必

须保证三相送电导体相互间及对地的绝缘，须有绝缘层。为了保护绝缘和防止高电场对外产生辐射干

扰通信等，又必须有金属护层。为防止外力损坏还必须有铠装和护套等。 

1.电力电缆的基本结构 

电力电缆的基本结构由线芯（导体），绝缘层、屏蔽层和保护层四部分组成。 

（1）线芯 

线芯是电缆的导电部分，用来输送电能，是电缆的主要部分。目前电力电缆的线芯都采用铜和铝，

铜比铝导电性能好、机械性能高，但铜比铝价高。电缆的截面采用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定型生产，我国

目前的规格是：10～35kV 电缆的导电部分截面为 16mm2、25mm2、35mm2、50mm2、70mm2、95mm2、

120mm2、150mm2、185mm2、240mm2、300mm2、400mm2、500mm2、630mm2、800mm2 15 种规格，

目前 16～400mm2之间的 12 种是常用的规格。110kV及以上电缆的截面规格 100mm2、240mm2、400mm2、

600mm2、700mm2、845mm2、920mm2 7 种规格，现已有 1000mm2 及以上规格。线芯按数目可分为单芯、

双芯、三芯和四芯。按截面形状又可分为圆形、半圆形和扇形。根据电缆不同品种与规格，线芯可以

制成实体，也可以制成绞合线芯，绞合线芯由圆单线和成型单线绞合而成。 

（2）绝缘层 

绝缘层是将线芯与大地以及不同相的线芯间在电气上被此隔离，保证电能输送，是电缆结构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绝缘层材料要求选用耐压强度高、介质损耗低、耐电晕性能好、化学性能稳定、

耐低温、耐热性能好、机械加工性能好、使用寿命长、价格便宜的材料。 

（3）屏蔽层 

6kV 及以上的电缆一般都有导体屏蔽层和绝缘屏蔽层。导体屏蔽层的作用是消除导体表面的不光

滑（多股导线绞合产生的尖端）所引起导体表面电场强度的增加，使绝缘层和电缆导体有较好的接触。

同样，为了使绝缘层和金属护套有较好接触，一般在绝缘层外表面均包有外屏蔽层。油纸电缆的导体

屏蔽材料一般用金属化纸带或半导电纸带。绝缘屏蔽层一般采用半导电纸带。塑料、橡皮绝缘电缆的

导体或绝缘屏蔽材料分别为半导电塑料和半导电橡皮。对于无金属护套的塑料、橡胶电缆，在绝缘屏

蔽外还包有屏蔽铜带或铜丝。 

（4）保护层 

保护层的作用是保护电缆免受外界杂质和水分的侵入，以及防止外力直接损坏电缆。保护层材料

的密封性和防腐性必须良好，并且有一定机械强度。 

2.常用电力电缆的种类及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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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电缆结构和绝缘材料种类的不同进行分类。 

（1）不滴漏油浸纸带绝缘型电缆 

该电缆三线芯的电场在同一屏蔽内，电场的叠加使电缆内部的电场分布极不均匀，电缆绝缘层的

绝缘性能不能充分利用，因此这种结构的电缆只能用在 10kV 殁以下的电压等级。其基本结构如图 5-11

所示。 

（2）不滴漏油浸纸绝缘分相型电缆 

该电缆结构上使内部电场分布均匀和气隙减少，绝缘性能比带绝缘型结构好，因此适用于 20kV～

35kV 电压等级，个别可使用在 66kV 电压等级上。 

（3）橡塑电缆 

（1）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该电缆容许温升高，允许载流量较大，耐热性能好，适宜于高落差和

垂直敷设，介电性能优良；但抗电晕、游离放电性能差。接头工艺虽较严格，但对技工的工艺技术水

平要求不高，因此便于推广，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电缆。 

（2）聚氯乙烯绝缘电缆。该电缆化学稳定性高，安装工艺简单，材料来源充足，能适应高落差敷

设，敷设维护简单方便。但因其绝缘强度低、耐热性能差、介质损耗大，并且在燃烧时会释放氯气，

对人体有害和对设备有严重的腐蚀作用，所以一般只在 6kV 及以下电压等级中应用。 

（3）橡胶绝缘电缆。该电缆柔软性好，易弯曲，有较好的耐寒性能、电气性能、机械性能和化学

稳定性，对气体、潮气、水的渗透性较好。但耐电晕、臭氧、热、油的性能较差。因此一般只用在 13.8kV

以下的电力电缆线路中。由于其良好抗水性，因此适宜怍海底电缆，由于其很好的柔软特性，因此更

适宜在矿井和船舶上敷设使用。 

（三）电力电缆的型号及应用 

1.电缆型号的编制方法 

我国电力电缆产品型号以字母和数字为代号组合表示，其中以字母表示电缆的产品系列、导体、

绝缘、护套、特征及派生代号，以数字表示电缆外护层。完整的电缆产品型号还应包括电缆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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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数、标称截面和标准号。 

电缆型号的组成形式如下： 

 

（1）产品系列代号。常用产品系列代号见表 5-6。 

表 5-6                   电缆产品系列代号 

 

（2）导体代号。以 L 作为铝导体代号，铜导体代号 T 可省略。 

（3）绝缘层代号。绝缘层代号与产品系列代号相同时，可以省略，例如黏性纸绝缘电缆，绝缘层

代号 Z 可省略，但自容式充油纸绝缘电缆的绝缘层代号 Z 就不可省略。 

（4）护套代号。常用护套代号见表 5-7。 

（5）特征代号。表示电缆产品某一结构特征，例如，分相铅包以 F（Fen）表示，不滴流以 D（Di）

表示，贫乏浸渍以 P（Pin）表示，直流电缆以 Z（Zhi）表示等。 

表 5-7              常用护套代号 

 

（6）外护层代号。外护层代号编制的原则如下： 

（7）内衬层结构基本相同，在型号中不予表示。 

（8）一般外护层按铠装层和外被层结构顺序，以两个阿拉伯数字表示，每一个数字表示所采用的

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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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充油电缆外护层型号按加强层、铠装层和外被层的顺序以三个数字表示。每一个数字表示所

采用的主要材料。 

外护层以数字为代号的含义列于表 5-8。 

表 5-8                 电缆外护层代号含义 

 

（10）派生代号。表示电缆产品具有某种特性。例如，纵向阻水结构以 Z（Zong）表示，具有低

卤低烟或无卤低烟特性的阻燃电缆分别以 DD 或 WD 表示等。 

2.常用电缆型号及其使用范围 

（1）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型号及使用范围，见表 5-9。 

 

表 5-9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型号及使用范围 

 

（2）聚氯乙烯电缆的型号及使用范围，见表 5-10。 

表 5-10        聚氯乙烯电缆的型号及使用范围 

一般一条电缆的规格除标明型号外，还应说明电缆的芯数、截面、工作电压和长度，如 YJLV22-3

×150-10-400 表示铝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铠装、聚氯乙烯外护套，3 芯、150mm2，电压为 lOkV，

长度为 400m 的电力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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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力电缆的载流能力 

电缆载流量是指某种电缆在输送电能时允许传送的最大电流值。电缆导体中流过电流时会发热，

绝缘层中会产生介质损耗，护层中有涡流等损耗。因此运行中的电缆是一个发热体。如果在某一状态

下发热量等于散热量时，电缆导体就有一个稳定温度。刚好使导线的稳定温度达到电缆最高允许温度

时的载流量，称为允许载流量或安全载流量。 

在实际运用中的载流量有三类：一是长期工作条件下的允许载流量，二是短时间允许通过的电流，

三是短路时允许通过的电流。 

1.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 

当电缆导体温度等于电缆最高长期工作温度，而电缆中的发热与散热达到平衡时的负载电流，称

为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可查有关手册得到数据，各种型式电缆最高允许工作温度见表 5-11。 

表 5-11           电缆最高允许工作温度 

 

2.电缆允许短时过载电流 

电缆在 24h 周期内，可能有几小时满载运行，其余时间实际负荷则低于最大允许载流量。而且导

体的温度升高，要经过逐渐热平衡过程才达到热稳定。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允许电缆短时过载。所谓

短时过载，即过载时间很短，一般为 10min～2h。 

在短暂的时间内允许电缆有一定的过载，过载后的导体温度允许比电缆长期工作温度高 10℃～

15℃。过载时间越短，允许过载的温度便可更高些。允许短时过载，不会引起电缆过热和影响电缆使

用寿命。允许短时过载温度和过载时间推荐值见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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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允许短时过载温度和过载时间 

 

3.电缆允许短路电流 

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通过电缆导体的短路电流可高达几十千安。短路电流是电缆额定载流量的

几十倍，但由于故障时间很短，短路电流作用时间一般只有几秒或零点几秒，在短路电流作用下，电

缆温度不应超过表 2-12 中所列的短时允许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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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配电网的基础知识 

一、配电网的定义、分类和特点 

（一）配电网的定义 

电能是一种应用广泛的能源，其生产（发电厂）、输送（输配电线路）、分配（变配电站）和消费

（电力用户）的各个环节有机地构成了一个系统，如图 5-12 所示。它包括： 

1.配电系统：从输电网接受电能并分配到配电变电所后，通过配电线路向用户供电的网络。 

2.电力网：电力系统中输送、变换和分配电能的部分，它包括升、降压变压器和各种电压等级的输

配电线路。 

3.力系统：由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组成。 

4.动力系统：由发电厂的动力部分以及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组成。 

（二）热配电网的分类和特点 

1.配电网的分类 

配电网按电压等级可分为高压配电网（110kV、35kV）、中压配电网（20kV、10kV、6kV、3kV）、

低压配电网（220V/380V）。 

配电网按供电地域或服务对象可分为城市配电网、农村配电网。 

按线路可分为架空配电网、电缆配电网、架空电缆混合配电网。 

2.配电网的特点 

（1）供电线路多，分布面积广。 

（2）发展速度快，客户对供电质量要求逐步提高。 

（3）经济发展地区配电网设计标准较高，供电的可靠性要求高。 

（4）接线较复杂，必须保证调度的灵活性、供电运行的连续性和经济性。 

（5）负荷季节性强。 

（6）随着配网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要求配电管理水平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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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电网的结构与发展趋势 

（一）配电网的结构 

电网结构形式是指配电网中各主要电气元件的电气连接形式，基本上分为放射式和环网式两大类。

放射式设备简单、运行维护方便、费用低，但可靠性不高。环网式可靠性高、运行灵活但投资大、维

护费用高。环网式结构又可分为多回线式、环式和网络式等。 

（二）配电网的发展趋势 

配电网的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简化电压等级 

尽量减少降压层次，有利于配电网的管理和经济运行。 

我们国家降压层次常用的有：220/110/35/10kV，220/110/10kV， 220/66/10kV。 

显然：第三种比第一种经济；第二种比第三种经济。 

随着负荷的发展，10kV 的容量逐渐饱和，供电半径越来越小，220/110/20kV 将是更好的电压层次。  

2.减小线路走廊占地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配电网建设占地的矛盾日益突出，采用窄基铁塔、钢管塔、多回路线路同

杆并架可有效减少线路走廊；电缆隧道和公用事业管道共用将进一步推广；配电装置向半地下和地下

发展；配电装置向小型成套化发展等。 

3.导线向绝缘化，电缆化方向发展 

采用绝缘导线可有效解决树线矛盾，减少事故率、触电伤亡和短路事故，同时架设空间可大大缩

小，减少线路损耗。但架空绝缘导线也有许多缺点，比如雷击易断线，强度较低，检修挂接地线困难

等，这在以后的发展中将逐渐得到改善。 

4.配电网接线向环网和智能化发展 

5.配电网管理向综合管理过渡 

6.配网自动化为坚强智能化电网奠定基础 

所谓配电网自动化是指利用现代电子、计算机、通信及网络技术，将配电网在线数据和离线数据

和用户数据、电网结构和地理图形进行信息集成，构成完整的自动化系统，实现配电网及其设备正常

运行及事故状态下的监测、保护、控制、用电和配电管理的现代化。配电自动化可减少停电时间，提

高供电可靠性，改善供电服务质量，降低电能损耗，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7.配电网设备逐步向免维护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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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临时用电管理 

一、施工临时用电组织设计 

（一）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主要内容： 

1.现场勘测 

2.确定电源进线、变电所、配电室、总配电室、分配电箱的设置及线路走向。 

3.负荷计算 

4.选择变压器容量、导线截面和电器的类型、规格 

5.绘制电气平面图、立面图和接线系统图 

6.制定安全用电技术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 

（二）临时用电管理规定 

因施工、改造、安装等工程需要使用临时电源时，应由用电单位相关负责人向物业提出申请，说

明用电地点、容量、使用时间、现场安全负责人等；临时用电配电盘、配电箱及线路，必须由物业专

业人员确认合格，经批准之后方可进行临时电源接驳。 

1.临时用电必须严格执行用电时限，超过时限要重新办理临时用电申请。 

2.接驳临时用电的工作人员，必须持有电工作业操作证方可操作。严禁擅自接驳电源，对违反规定

的单位和个人将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3.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必须按供电电压等级正确选用，所用的电气元件必须符合国家规范标准要求，

临时用电电源的接驳必须严格执行北京地区电气安全工作和安装规程的相关规定。 

（1）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临时电源时，必须采用符合相应防爆等级要求的原材料，同时布置相应

的防爆安全措施。 

（2）临时用电线路必须采用绝缘良好的多股、铜芯橡胶绝缘护套软线或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

烯护套软线，中间不得有接头，接地可靠。 

（3）施工现场照明不得使用金属卤化物等大功率照明灯具，如安装高度不足 5 米以上，应采用安

全电压灯具，室内灯具不得低于 2.4 米。 

（4）临时用电线路架空时，不能采用裸线，架空高度在装置内不得低于 2.5 米，穿越道路不得低

于 5 米；横穿道路时要有可靠的保护措施，严禁利用树木或脚手架敷设临时用电线路。 

（5）采用地下敷设的临时电缆线路，必须设有“走向标志”及“安全标志”。电缆埋深不得小于

0.7 米，在有可能受到机械伤害的地段应采取保护套管、盖板等措施。 

（6）对现场临时用电配电盘、配电箱等要有防雨、保护接地措施，配电盘箱门必须能牢靠关闭并

加锁；用电单位应设置总电源箱，用电设备需另设置电源箱，两者之间不得超过 30 米。电源箱与其控

制的用电设备不宜超过 3 米。 

（7）临时用电设施必须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的漏电保护器，手持电动工具应装设额定动作电流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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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 毫安，漏电动作时间 0.1 秒的漏电保护器。移动工具、手持式电动工具应一机一闸一保护。 

4.物业专业人员在送电前，要对临时用电线路、电气元件进行检查确认，满足送电安全要求后，在

临时用电申请表确认栏内签字方可送电。 

5.用电单位对临时用电设施要有专人管理，物业进行巡视检查，建立检查记录，确保临时供电设施

完好。 

6.用电单位必须在工作区域内按照区域面积大小，配置相应数量的、符合其施工状况的灭火器。 

7.用电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临时用电的规定，不得随意变更临电使用地点，禁止任意增加用电负荷。

若违规用电，物业有权停止供电。 

8.用电结束后，用电单位应及时通知物业停电，由值班人员拆除临时用电线路，用电单位不得私自

拆除。 

9.用电单位不得私自向其它单位转供电。 

（三）配电室的位置及布置 

1.配电箱的位置选择原则 

（1）配电室应尽量靠近荷中心、以避免配电线路长度的不均衡和减少导线截面，从而提高配电质

量，同时还能使配电线路走向清晰，便于检查，维护，节约投资。 

（2）进出线方便，且便于电气设备的搬运。 

（3）尽量设在污染源的上风侧，以防止因空气污秽而引起电气设备绝缘、导电水平降低。 

（4）尽可能避开多尘、震动、高温、潮湿等不良环境，以防止尘埃、潮气、高温对配电装置的导

电部分和绝缘部分的侵蚀，以及震动对配电装置正常运行的影响。 

（5）不应设在容易积水的地方或它的正下方。 

2.配电室布置 

（1）配电屏设置的安全距离。 

配电屏前面的操作通道：当配电屏为单列布置时不应小于 1.5m，双列布置时不应小于 2m。 

配电屏后面的维护通道：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0.8m，在建筑物的个别结构凸出部位，通道净宽允许

减小为 0.6m。如通道两面都有设备，通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1.5m 。 

（2）为了防止人员误碰带电的裸导体部分而造成触电，因此规定配电设备的裸导电部分离地高度

不得低于 2.5m。如低于 2.5m 应加装遮护罩。小部分的裸导体桩头可用绝缘包布包裹，以策安全。 

遮护材料可使用网孔不大于 20mm×20mm 的钢丝网或无孔的铁板或绝缘板。网式遮护至裸导体的

距离不应小于 100mm，无孔板式遮护至裸导体的距离不应小于 50，遮护围栅高度不应低于 1.7m。 

3.配电室建筑要求 

（1）配电室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三级； 

（2）配电室应做到“四防一通”即防火、防雨雪、防潮汛、防小动物和通风良好； 

（3）配电室门应向外开并设置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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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电装置和配电间的安全技术措施 

（1）成列的配电屏两端应与重复接地线和专用保护零线作电气联接，以实现所有配电屏正常不带

电的金属部件为大地等电位的等位体。 

（2）配电屏的各条线路均应统一编号，并标明用途或去向，以便于运行管理、安全操作。 

（3）配电屏应装设短路、过负荷、漏电等电气保护装置。 

（4）配电屏或配电线路维修时，应停电并悬挂标志牌，以免停、送电时发生误操作。 

（5）配电间地坪上敷设绝缘脚垫，配电绝缘用具和用品，绝缘灭火器材等安全用品。 

（6）配电间应设置照明灯，其开关应设在门外或进门处。另外，配电间内应挂有警示标志和警句。

不得堆放杂物，保持室内整洁和通道畅通。 

二、安全用电的基本知识 

从电气安全的性质来看，电气安全具有抽象性、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由于电具有 看不见、听

不见、嗅不着的特点，以致电气事故往往带有某种程度的神秘性；而电的应用又 极为广泛，在人们的

生产生活中，处处要用电，处处都会遇到电气安全的问题。因此，电气 安全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

有工程技术的一面，也有组织管理的一面。在工程技术方 面，主要任务是完善电气安全技术、开发新

的安全技术、研究新出现的安全技术问题等。 在组织管理方面，其任务是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一）电流对人体效应 

触电：人体触及带电体并形成电流通路，造成对人体的伤害！ 

电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来自电流。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分为电伤和电击 

1.电伤 

是指由于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和机械效应对人体的外表造成的局部伤害.电伤在不是很严重的

情况下，一般无致命危险。 

电伤的种类：电灼伤、电烙印、皮肤金属化 

电烧伤：是由电流的热效应造成的伤 

电烙印：当载流导体较长时间接触人体时，因电流的化学效应和机械效应作用，接触部分的皮肤

会变硬并形成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痕迹，如同烙印一样，故称为电烙印。 

皮肤金属化：在电流作用下，产生的高温电弧使周围的金属熔化、蒸发并飞溅渗透到皮肤表层，

使皮肤变得粗糙、硬化并呈现一定颜色  （灰黄色或蓝绿色）称为皮肤金属化。 

2.电击 

指电流流过人体内部，造成人体内部器官的伤害。绝大部分触电死亡事故都是由电击造成。 

3.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因素 

电流对人体伤害的程度与电流的大小及持续时间、人体电阻、人体电压、通过途径、电流种类及

频率和触电者本身的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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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伤害程度与电流强度大小的关系 

当不同大小的电流流经人体时，往往有各种不同的感觉，通过的电流愈大，人体的生理反应愈明

显，感觉也愈强烈。按电流通过人体时的生理机能反应和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可将电流分成以下几类： 

感知电流：使人体能够感觉，但不遭受伤害的电流。感知电流通过人体时，人体有麻酥、灼热感。

人对交、直流电流的感知最小值分别约为 0.5mA.2mA。摆脱电流：人体电击后能够自主摆脱的电流。

摆脱电流通过人体时，人体除麻酥、灼热感外，主要是疼痛、心律障碍感。 

致命电流：人电击后危及生命的电流。 

5.常见的触电方式 

触电方式有直接接触触电和间接接触触电。 

人体与带电体的直接接触触电可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 

（1）单相触电 

当人在地面或接地导体上时，人体的某一部位仅触及一相电压的触电事故，称为单相触电。触电

事故中大多属于单相触电。单相触电的危险程度与电网运行方式有关。一般情况下，接地系统的单相

触电比不接地系统里的危险性大。 

（2）两相触电 

当人体同时接触带电设备或者线路中的两相导体时，电流从一相导体经人体流入另一相导体，构

成闭合回路，这种电击方式成为两相触电。 

6.人体与带电体间接接触触电 

间接接触触电是由于电气设备绝缘损坏发生接地故障，设备属外壳及接地点周围出现对地电压引

起的。它包括跨步电压触电、接触电压触电和雷击触电三种。 

7.触电事故的成因及其规律 

触电事故往往发生的很突然，且常是在刹那间或极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触电事故

也有一定的原因，掌握这些原因并从中发现其规律，对如何适时而恰当地实施相关的安全技术措施，

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以及安排正常生产等有很大意义。 

8.常见触电事故的原因 

对实践中发生触电事故的原因进行归纳分析，常见触电事故的原因主要有： 

（1）电气线路或设备安装不良、绝缘损坏、维护不利，当人体接触绝缘损坏的导线或漏电设备时，

发生触电。 

（2）非电气人员缺乏电气常识而进行电气作业，乱拉乱接，错误接线，造成触电。 

（3）用电人员或电气工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缺乏安全意识，思想麻痹，导致触电。 

（4）电器产品质量低劣导致触电事故发生。 

（5）偶然因素如大风刮断电线而落在人身上，误入有跨步电压的区域等。 

9.触电事故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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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事故对一个人来讲是偶发事件，没有规律，但通过对大量触电事故的分析表明，触电事故是

有规律的，了解与掌握这些规律可以更好地加强防范，降低触电事故的发生机会。 

（1）触电事故与季节有关 

（2）低压触电事故多于高压 

（3）单相触电事故多 

（4）触电事故在电气联接部位发生较多 

（5）使用移动式及手持电动工具时易发生触电 

（6）触电事故与环境有关 

（二）接地类型 

接地主要有四种类别：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重复接地、防雷接地。 

1.工作接地：在正常或故障情况下，为了保证电气设备能安全工作，必须把电力系统（电网上）某

一点，通常为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称为工作接地。此种接地可直接接地或经电阻接地，经电抗接地，

经消弧线圈接地。 

2.保护接地：在正常情况下把不带电、而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呈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金属外壳和机械

设备的金属构件，用导线和接地体连接起来，称为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接触和减小流经人体的电流，避免和减轻触电事故的发生。通过降低接地

的电阻值，最大限度保障人身安全。 

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地保护。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一般

不大于 4Ω。 

3.重复接地：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除在中性点直接接地以外，为了保证接地的作用和效果，

还须在中性线上的一外或多处再作接地，称为重复接地。重复接地电阻就小于 10Ω。 

保护接零系统重复接地的作用： 

当系统发生零线断线时，可降低断线处后面零线的对地电压。 

当三相负载不平衡而零线以断裂的情况下，能减轻和消除零线上电压的危险。 

4.防雷接地：防雷装置（避雷针、避雷器、避雷线等）的接地，称为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设置的主

要作用：当雷击防雷装置时，将雷电流泄入大地。 

（三）接零 

电气设备与零线连接，称为接零。 

工作接零：电气设备因运行需要，而与工作零线连接，称为工作接零。（电气设备因运行需要而引

接的零线，称为工作零线） 

保护接零：电气设备或施工机械设备的金属外壳、构架与保护零线连接，称为保护接零或接零保

护。其作用是：采用接零保护主要不是降低接触电压或减小流经人体的电流，而是当电气设备发生碰

壳或接地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经零线而形成回路，使其变成单相短路故障；较大的单相短路电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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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装置准确而迅速动作，切断事故电源，消除隐患，确保人身的安全。切断故障一般不超过 0.1S。

因此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网系统中，没有保护装置是绝对不容许的。采用保护接零时电源中性点必

须有良好的接地，其接地地阻值应小于 4Ω。 

我国的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所采用的电力系统通常为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的

220V/380V 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按接地或接零保护系统的选择基本上有三种。 

1.TT 系统 

TT 系统时指在电源（电力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将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

外壳或机械设备的金属构件，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 

由于单纯的保护接地受到接地电阻的限制以及其它诸多因素的制约而有局限性。并在各类电气设

备上不是都能有效地起到预防触电事故的作用，因此在国际标准中均要求故障情况下能自动切断供电

线路的保护装置（如漏电保护器），其主要由这种保护装置来达到预防触电事故的目的。在国际是民委

员会的触电防护标准中，一直未把“保护接地”作为一种独立的触电防护措施加以采用，而是把它看

作为“故障情况下自动切断供电线路”这一独立保护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 TT 系统中，装设

漏电保护器也是一种重要的防护措施。 

必须把同时可触及的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到共用接地体上。被同一保护装置保护的电气设

施的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必须用保护线相互接连起来，并通过保护线接到共用接地体上；当几个保

护装置串联使用时，被每个保护装置所保护的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也知心朋友相互连接起来，

并通过保护线接到共用接地体上。 

对实施保护接地的对象，并不所有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体部分都要接地。在某些情况下，接地有

可能引入外界的高电位，如接地体附近有大的故障电流或雷电流流过时，接地体上会有高电位出现。

又如当三相用电出现严重不平衡时，在保护中性线上也会出现较高的电位。因此，电气设备的外露可

导电部分是否要接地，应以设备的触电防护方式来确定。 

2.TN 系统 

TN 系统是指在电源（电力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

的金属外壳经过中性线（零线）直接接零的保护系统。根据中性线（工作零线）和保护线（保护零线）

的配置情况，一般采用以下三种形式： 

（1）TN-C 系统： 

TN-C 系统是指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这根线合一时称为保护中性线（用符合 PEN

表示）。该系统是目前许多高压用户在低压电网中采用的接零系统。 

（2）TN-S 系统： 

TN-S系统是指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零线分开的，是平时常称之为三个五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

这种接地形式是从电源中性点起专门敷设了一根专用的保护零线，这就形成了三相五线制系统。该系

统安全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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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C-S 系统 

TN-C-S 系统是指整个系统中有一部分中性线与保护零线是合一的系统。这种系统在建筑物进户处

将零线一分二，一根作中性线，另一根作专用保护线。对采用 TN-C-S 系统时，如果保护中性线从电气

装置的某一点分为保护零线和中性线后，则从该点起至负载处，就不允许把这二种线再合拼成相互接

触，具有保护零线和中性线两种功能的保护中性线。在使用中不允许中断，只有在切断相线的同时才

允许在保护中性线上装设过电流保护装置，在这种线上，不得装设漏电保护器。这种接地形式也广泛

应用高压用户的低压电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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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由各级电压的电力线路，将各种发电厂、变电所和电力用户联系起来的一个发电、输电、配电和

用电的整体，叫做电力系统。（    ） 

2.大型电力系统的优点之一是：通过合理分配负荷，降低系统的高峰负荷，调整峰谷曲线提高运行

的经济性。（    ） 

3.大型电力系统构成了环网、双环网，对重要用户的供电有保证，当系统中某局部设备故障或某部

分线路需要检修时，可以通过变更电力网的运行方式，对用户连续供电，减少由于停电造成的损失。

（    ） 

4.电网按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不同，分为输电网和配电网，配电网是以高压甚至超高电压将发电

厂、变电所或变电所之间连接起来的送电网络，所以又称为电力网中的主网架。（    ） 

5.突然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或会引起对周围环境严重污染，造成经济上巨大损失、社会秩序严

重混乱或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影响的负荷，称为一类负荷。（    ） 

6.电力系统中相与相之间或相与地之间（对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而言）通过金属导体、电弧或其他

较小阻抗连结而形成的正常状态称为短路。（    ） 

7.电力线路一般可分为输电线路和电缆线路。（    ） 

8.输电线路电压一般在 llOkV 及以上，220kV 以下的也称高压输电线路。（    ） 

9.低压配电线路的电压为 220V/380V。（    ） 

10.配电线路特别是农村配电线路基本以架空电力线路为主。（    ） 

11.杆塔拉线与杆塔的夹角宜采用 45°，受环境限制可适当增减，但不应大于 30°。（    ） 

12.电力电缆中，绝缘层将线芯与大地以及不同相的线芯间在电气上彼此隔离。（    ） 

13.电力系统是指由发电机、输配电线路、变配电所以及各种用户用电设备连接起来所构成的有机

整体。（    ） 

14.直接将电能送到用户的网络称为配电网。（    ） 

15.电力系统的发电、供电、用电无须保证平衡。（    ） 

16.高压配电网是指电压在 10KV 以上的电网。（    ） 

17.随着配网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要求配电管理水平越来越高。（    ） 

18.在 TN 系统中，保护零线每一处重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应大于 10Ω。（    ） 

19.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2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s。

（    ） 

20.配电箱、开关箱的电源进线端严禁采用插头和插座作活动连接。（    ） 

21.特别潮湿场所、导电良好的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内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 2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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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当接触带电部位或接近高压带电体时，因人体有电流通过而引起受伤或死亡的现象称触电。

（    ） 

23.电伤是最危险的触电伤害，绝大部分触电死亡事故都是由电伤造成的。（    ） 

24.电击是指电流流过人体内部，造成人体内部器官的伤害。（    ） 

25.装设接地线时必须先接导体端，后接接地端，且必须接触良好；拆接地线的顺序与此相反。（    ） 

二、单选题 

1.电力系统是由（    ）组成的整体。 

A.发电厂、输配电线路、变配电所和用电单位 

B.发电厂、输配电线路、变配电所 

C.输配电线路、输配电所和用电单位 

D.发电厂、变配电所和用电单位 

2.交流高压输电网一般指 110kV、（    ）电网。 

A. 10kV            B.20kV        C.35kV           D.220kV 

3.（    ）是电力网中的线路连接点，是用以变换电压、交换功率和汇集、分配电能的设施。 

A.变、配电所      B.发电厂        C.输电线路         D.配电线路 

4.变、配电所一次主接线中所用的电气设备，称为（    ）。 

A.通信设备                    B.远动设备 

C.二次设备                    D.一次设备 

5.高压断路器具有开断正常负荷和切断（    ）能力。 

A.开路电流                        B.瞬时电流 

C.短路电流                        D.励磁电流 

6.电气接地一般可分为两类：（    ）。 

A.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                 B.工作接地和防雷接地 

C.防雷接地和保护接地                 D.设备接地和保护接地 

7.电力线路是电力网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    ）电能。 

A. 变换和分配      B.输送和分配      C.输送和消耗      D.变换和分配 

8.电力网的电力线路按用途一般可分为（    ）。 

A.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              B.输电线路和用电线路 

C.高压线路和配电线路              D. 高压线路和用电线路 

9.一般电压等级 220kV 的线路称为（    ）。 

A.高压配电线路          B.中压配电线路         C. 高压输电线路        D.中压输电线路 

10.中压配电线路的电压等级一般为（    ）。 

A. 220/380V             B.l0kV 或 20kV          C.35kV 或 ll0kV         D.22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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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电力线路按架设方式可分为（    ）。 

A. 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                              B.高压线路和低压线路 

C. 架空电力线路和电力电缆线路                      D. 供电线路和用电线路 

12.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一般不承受顺线路方向的张力，主要承受导线、绝缘子、金具、覆冰等的

重力和风力荷载的杆塔为（    ）。 

A.直线杆塔            B.耐张杆塔         C.转角杆塔           D.终端杆塔 

13.构成电力网的主要设备有（    ）。 

A.变压器，用户        B.变压器，电力线路         C.电缆，架空线         D.电阻 

14.电力生产过程是由下列五个环节组成（    ）。                        

A.安装，发电，变电，配电，用电                B.安装，发电，变电，送电，配电 

C.发电，变电，送电，配电，用电                D.发电，变电，送电，安装，用电 

15.（    ）是电力网中的线路连接点，是用以变换电压、交换功率和汇集、分配电能的设施。  

A.变、配电所             B.发电厂          C.输电线路             D.配电线路 

16.配电网的结构形式基本上主要分为环网和（    ）。                                   

A.放射网               B.两端供电网         C.干线式网       D.链式网 

17.放射式配电网设施简单，运行维护方便，（    ）。 

A.设备费用低      B.设备费用高      C.适合高密度的地区      D.供电可靠性高 

18.施工现场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380V 三相四线制用电工程中，必须采用的接地保

护型式是（    ）。 

A.TN                   B.TN-S                 C.TN-C                      D.TT 

19.工现场用电系统中，连接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的 PE 线应采用（    ）。 

A.绝缘铜线                B.绝缘铝线               C.裸铜线               D.钢筋 

20.施工现场配电母线和架空配电线路中，标志 L1(A）、L2（B）、L3（C）三相相序的绝缘色应是

（    ）。 

A.黄、绿、红            B.红、黄、绿          C.红、绿、黄         D.黄、红、绿 

21.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    ）和电击。 

A. 电灼伤             B. 电伤               C. 电烙印               D. 皮肤金属化 

22.触电方式有（    ）和间接接触触电。 

A. 单相触电           B. 两相触电          C. 直接接触触电         D. 跨步电压触电 

三、多选题 

l、发电厂除火电厂，还有（      ）等。 

A.地热电站      B.风力电站      C.潮汐电站      D.核电厂      E.水电厂 

2.电力生产具有与萁他工业产品生产不同的特点，包括（      ）。 



 177 

A.同时性      B.集中性      C.适用性      D.计划性      E.先行性 

3.架空绝缘导线按绝缘材料可分为（      ）。 

A.聚氯乙烯绝缘线                      B.聚乙烯绝缘线 

C.交联聚乙烯绝缘线                    D.橡胶聚乙烯绝缘线 

4.高压电力电缆的基本结构分为（      ）。 

A.线芯（导体）      B.绝缘层      C.屏蔽层      D.保护层 

5.配电网按线路可分为（      ）。 

A.架空配电网      B.电缆配电网      C.架空电缆混合配电网      D.高压配电网 

6.配电网的特点（      ）。 

A.供电线路多，分布面积广      B.发展速度快，客户对供电质量要求逐步提高 

C.供电的可靠性要求高          D.接线较复杂，负荷季节性强 

7.环网式电网的特点（      ）。 

A.可靠性高      B.运行灵活      C.投资大      D.维护费用低 

8.配电网的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A.简化电压等级、减小线路走廊占地           B.导线向绝缘化，电缆化方向发展 

C.配电网接线向环网和智能化发展             D.配电网管理向综合管理过渡 

E.配电网设备逐步向免维护方向发展           F.配网自动化为坚强智能化电网奠定基础 

9.对外电线路防护的基本措施是（      ）。 

A.保证安全操作距离               B.搭设安全防护设施 

C.迁移外电线路                   D.停用外电线路                E.施工人员主观防范 

10.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380V 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

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 

A.采用二级配电系统               B.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C.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统          D.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11.电伤是指由于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和机械效应对人体的外表造成的局部伤害，如（      ）

等。 

A.电灼伤            B.电伤            C.电烙印            D.皮肤金属化 

12.辅助安全用具有（      ）和绝缘毯等。 

A.绝缘手套      B.绝缘靴（鞋）      C.绝缘垫      D.绝缘站台      E.绝缘夹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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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施工测量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控制测量 

一、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测距仪的使用 

(一）水准仪 

水准仪测量的正确性和精度决定于带有目镜、物镜的望远镜光轴的水平度，望远镜的构造示意如

图 6-1 所示。 

为了使望远镜的光轴保持良好的水平

度，所以在水准仪上装有管水准器和圆水

准器两种水准器，圆水准器通过调节基座

上的脚螺旋使圆水准器气泡居中，达到光

轴初平之目的，如图 6-2 所示。测量时，

调节水准仪上微倾螺旋，使管水准器的气

泡镜像重合如图 6-2 所示，则表示水准仪

的光轴已达到预期的水平状况，可以测量

读数了，但必须注每次测量前，均需对管水准器的

状况检查一次。 

这 种 DS 型 微 倾 螺 旋 水 准 仪 有

DS0.5.DS1.DS3.DS10 四种，下标数字表示每公里

往、返测高差中数的偶然误差值，分别不超过

0.5mm、1 mm、3 mm、10 mm。安装工程中应用

DS10 已能满足要求。 

应用： 

1.房屋建筑安装工程中应用水准仪主要为了测量标高和找（划出）水平线。 

2.使用步骤：安置仪器、初步整平、瞄准水准尺、精确整平、读数、记录、计算。 

3.注意事项：水准仪安置地应地势平坦、土质坚实，能通视到所测工程实体位置，安装工程所用的

水准尺除塔尺外，大部分使用长度为 1m 的钢板尺，钢板尺的刻度应清晰，有时为了满足高度上的需要，

将 1m 长的钢板尺固定在铝合金的型材上使用，固定应牢固，可用螺栓或铆钉进行紧固。 

（二）经纬仪 

经纬仪同样地固定在三脚架顶部的基座上，用来测量水平或垂直角度，因而其能在基座上做水平

的旋转，同时望远镜可绕横轴作垂直面的旋转，如图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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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DJ6 光学经纬仪构造 

1—轴座固定螺旋；2—复测扳钮；3—照准部管水准器；4—读数显微镜；5—目镜； 

6—对光螺旋；7—望远镜制动扳钮；8—望远镜微动螺旋；9—水平微动螺旋； 

10—脚螺旋；11—水平制动扳钮；12—水平微动螺旋；13—圆水准器； 

14—望远镜微动螺旋；15—竖直度盘管水准器微动螺旋；16—竖直度盘； 

17—物镜；18.20—反光镜；19—竖直度盘管水准器； 

21—测微轮；22—水平度盘；23—基座 

由于经纬仪能在三维方向转动，为了方便瞄准提高瞄准效率，所以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都有控

制精确度的制动螺旋和微动螺旋配合控制。同样有管水准器和圆水准器使经纬工作在正常状态。 

应用： 

1.房屋建筑安装工程中使用经纬仪主要在室外工程的管沟或电缆

沟的放线和垂直敷设的较高管道或风管的垂直度控制，而这些管子是

不便于用线锤吊线检查的，尤其是室外的会受风力干扰。 

2.室外管沟电缆沟的放线主要用于有特殊要求的转角确定，只要

在经纬仪的水平度盘上读数就可确定。 

3.垂直又高的管道或风管安装前要在上、中、下的中分线处做好

垂直度检测标记，用经纬仪望远镜在垂直方向转动观测，就可检查其

安装垂直度是否符合要求。 

（三）全站仪 

全站仪是全站型电子速测仪的简称，其由光电测距仪、         

图 6-4 全站仪 

电子经纬仪和数据处理系统组成，其外形如图 6-4 所示。它是一种可以同时进行角度（水平角、竖

直角）测量、距离（斜距、平距、高差）测量和数据处理。是机械、光学、电子三种元件组成的，因

为只需安置一次，仪器便可完成测站上的所有测量工作，所以称为全站仪。 

通常其构造包括数字/字母键盘、有内存的程序模块、配套的镜、镍氢可充电电池。在良好的大气

条件下的最大测量距离为 2.6km。全站仪基本操作步骤与经纬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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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距仪 

除全站仪可测距离外，红外光电测距仪、手持式激光测距仪等均能取得高精度的效果，现以适用

于房地产测绘、建筑施工测量、室内装饰测量、电力线路测量和工业安装测量等，由瑞士来卡（Leica）

公司生产的迪士通（DISTO）系列手持式激光测距仪为例介绍其测量特点，迪士通手持式激光测距仪

的外形如图 5-7 所示。 

1.按下开关按钮，打开测距仪，再次按开关按钮，关闭测距仪。 

2.在开机状态下，按下测量激发按钮，仪器发出红色的测距激光，照准目标，

再次按下测量激发按钮，测距结束，屏幕显示测量结果。 

3.激光测距精度高，可达 1.5～5 mm/100 m,测程可达 20～100 m,配合反射板

可达 300m。                         

4.该仪器可以进行面积测量和体积测量。            

5.使用时不要通过光学镜片直视激光束，防止对眼睛的伤害，也不

要把激光束直接打到光滑的金属表面，防止反射回来，意外地伤及眼睛。 

6.注意使用的环境，不要在雨雪天使用，避免所测结果不正确。 

二、水准、距离、角度测量的要点 

（一）水准测量要点 

1.在水准仪结构介绍中之 2 应用部分已作了使用注意事项介绍。 

2.选好水准点，通常应用的是不需永久保留而使用一个时期的临时性水准点，其用大木桩（顶面

10cm×10cm）打入地下，顶部有一个半球状钢钉来标定，也可用坚硬的岩石或房角等，但必须编号，

有色标，在施工设计总平面上有标示，并注明高程。 

3.在测量转点处要设置水准尺的尺垫，以防止观测中水准尺下沉而影响读数的准确性。 

4.要使用经过检验和校正的仪器、设备，使用完毕，注意保护仪器设备，存放妥善。 

5.水准测量记录要及时、规范、清晰。记录员记录前要复述观测者所报读数，确认无误后才能记录

入册。 

（二）距离测量要点 

测量距离除用测距仪测量外，还可用丈量法和视距法。 

1.丈量法 

是至少由两人合作，用钢制盘尺（20m、30m、50m 等）

及辅助工具（测钎、花杆、标桩、色笔等）沿着既定线路，循

序前进逐段测量长度，累加后得出距离的数值，通常要到终点

后，应返测一次，将往返所测得的数值两者取平均值。因房屋

建筑安装工程所需测距离的场所大都地势平坦，测量时能保持

盘尺拉紧呈水平状态，其所测得数值是较正确可信的。 

图 6-5 手持式激光测 

距仪实物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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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距法 

视距法所用仪器主要为水准仪和经纬仪，要利用仪器望远镜内十字线分划面上的上、下两根短丝，

它与横线平行且等距离，如图 6-6 所示。 

只要用水准仪望远镜在站位处（甲）向塔尺站位处（乙）读取，视距丝 m、n 截取塔尺上的长度数

值 l，根据光学原理，就可知甲乙两点的水平距离 L 甲乙=Kl，K 通常为 100。 

水准仪用于平整场所的视距法测量距离，坡度较大场所用经纬仪作视距法测量水平距离，其数值

要据三角学、光学原理用另外的公式计算，且可计算出甲乙两点的高差。 

（三）角度测量要点 

1.角度测量有水平角测量和竖直角测量两种。 

（1）水平角是指地面上一点到两个目标点方向线垂直投影到水平面上的夹角。 

（2）竖直角是指在一垂直平面内测站点到目标点的视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2.使用经纬仪测角度要控制角度误差，角度误差由仪器误差、目标偏心误差、观测误差形成。 

（1）仪器误差的影响一般都是系统性的，可以在工作中通过一定的方法予以清除或减小。 

（2）目标偏心误差是由仪器照准部旋转中心与水平盘的刻划中心不相重合形成的，采用对径符合

读法的仪器，可将这项误差自动消除。当用盘左、盘右观测同一方向时，其影响值大小相等而符号相

反，在取读数平均值时，可以抵消。 

（3）观察误差包括测站偏心和目标偏心引起的误差，还有照准误差、读数误差和竖盘指标水准器

的整平误差。发生观察误差的原因主要是工作时不细心及受人的器官及仪器性能的限制。 

3.测量角度要注意环境条件的符合性，因为天气的变化、植被的不同、地面土质松紧的差异、地形

的起伏，以及周围建筑物的状况等都会影响仪器的稳定和观测者的读数，使测角精度达不到要求。 

4.要设计合理的测量角度记录表式，使之清晰、规范、方便记录和计算。 

三、小三角测量 

（一）基本概念 

1.三角点：测区内的控制点组成相互连接的而成三角网，网中各三角形的顶点称为三角点。 

2.小三角测量：在小范围内布设边长较短的小三角网，观测所有三角形的各内角，并丈量起始边长，

用近似方法进行平差，然后应用正弦定律算出各三角形的边长，再根据已知边的坐标方位角、已知点

坐标，求出各三角点的坐标。 

四、角度前方交会法和侧方交会法 

（一）前方交会计算 

如下图所示，导线上某一点 P 能与大地点 A.B.C 通视，则 ABP 构成一个三角形，通过解算三角形

就能求得 P 点的坐标，这就是前方交会法。 

1.计算公式 

γ

βα

3

1 P(2)

C

BA

 



 182 

 

 

 

 

 

图 6-7 前方交会法 

2.技术要求 

为保证计算结果正确和提高交会精度，“测规”规定如下： 

（1）前方交会和侧方交会应有三个大地点，困难时应有两个大地点。 

（2）交会角不应小于 30°，并不应大于 150°，困难时亦不应小于 20°，并不应大于 160°。 

（3）水平角测回数应根据精度要求进行，根据测点数量可采用全测回法或方向观测法。 

（二）侧方交会 

侧方交会法基本与前方交会法相同，只是在一个大地点设站先测α（或β）角，再测定 P 点的γ

角，此称为侧方交会法。如有第 3 个大地点 C，可组成两组侧方交会，测量时仍然是两个站，只不过

多测一个方向，但由两组数据求中数（平均数）求 P 点坐标，可以提高交会精度。计算公式与前方交

会法相同。 

此外还有后方交会法、两点交会法等；均可以根据已知大地点与待测点联测求算待测点坐标。 

 

  








ctgctg

xxctgyctgy
y

ctgctg

yyctgxct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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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施工测量的知识 

一、平面控制测量概述 

（一）目的与作用 

1.为测图或工程建设的测区建立统一的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 

2.控制误差的积累。 

3.作为进行各种细部测量的基准。 

（二）有关名词 

1.小地区（小区域）：不必考虑地球曲率对水平角和水平距离影响的范围。 

2.控制点：具有精确可靠平面坐标或高程的测量基准点(一般由设计部门提供)。 

3.控制网：由控制点分布和测量方法决定所组成的图形。 

4.控制测量：为建立控制网所进行的测量工作。 

（三）控制测量分类 

1.按内容分：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 

2.按精度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一级、二级、三级。 

3.按方法分：三角测量、导线测量、水准测量、GPS 卫星定位测量。 

4.按区域分：国家控制测量、城市控制测量、小区域工程控制测量。 

（四）国家控制网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控制网，称为国家控制网。它是全国各种比例尺测图的基本控制，并为确定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提供研究资料。国家控制网是用精密测量仪器和方法建立的。 

平面控制网：国家平面控制网由一、二、三、四等三角网组成。 

高程控制网：国家高程控制网由一、二、三、四等水准网组成。 

国家控制网的特点：高级点逐级控制低级点。 

（五）小区域（15km2 以内）控制测量 

平面：国家或城市控制点——首级控制——图根控制。 

高程：国家或城市水准点——三、四等水准——图根点高程。 

二、导线测量 

（一）导线的定义 

1.定义：将测区内相邻控制点（导线点）连成直线而构成的折线图形。 

2.适用范围较广：主要用于带状地区 (如：公路、铁路和水利) 、隐蔽地区、城建区、地下工程等

控制点的测量。  

（二）导线布设形式 

根据测区情况和要求，导线布设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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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闭合导线 

多用于面积较宽阔的独立地区。 

2.附合导线 

多用于带状地区及公路、铁路、水利等工程的勘测与施工。 

3.支导线 

支导线的点数一般不宜超过 2 个，仅作为补设导线点时使用。 

4.此外，还有导线网，其多用于测区情况较复杂地区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地区。 

（三）导线的外业 

1.踏勘选点及建立标志 

（1）导线点应选择在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处，便于扩展加密控制和实测碎部。 

（2）相邻导线点应通视良好，利于测角量边。 

（3）导线点应选择在土质坚硬处，便于长期保存和安置仪器。 

（4）导线点应尽量接近线路中线布设，在较大的桥址两岸、隧道口附近要设置导线点，以供放样

使用。 

2.测水平角 

导线转折角(左角、右角)及连接角采用全测回法或方向观测法观测，测角精度及标准参照规范执行。 

3.量水平边长 

导线边长一般采用全站仪或光电测距仪进行，观测标准及精度要求参照规范执行。 

（四）导线的内业计算 

1.几个基本公式： 

坐标方位角的推算： 
180 左后前 
                 （6-1） 

或   
180 右后前 
 

注意：若计算出的 前 >360°，则减去 360°；若为负值，则加上 360°。 

2.坐标正算公式 

由 A.B 两点边长 DAB和坐标方位角αAB计算坐标增量。 

ABABAB

ABABAB

Dy

Dx





sin

cos





           （6-2） 

其中：ΔXAB=XB-XA； ΔYAB=YB-YA 

3.坐标反算公式 

由 A.B 两点坐标来计算αAB.DAB 

22

ABABAB yxD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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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AB
AB

x

y
arctg






               （6-4） 

AB  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计算 ABx 、 ABy  

ABAB

ABAB

yyy

xxx





                  （6-5） 

（2）计算 锐AB


 

AB

AB

AB
x

y
arctg




锐

                 （6-6） 

（3）根据 ABx 、 ABy 的正负号来判断 AB 所在的象限。 

1） 00  ABAB yx 且 则为一象限。 AB = 锐AB


 

2） 00  ABAB yx 且 则为二象限。 AB =180°- 锐AB


 

3） 00  ABAB yx 且 则为三象限。 AB =180°+ 锐AB


 

4） 00  ABAB yx 且 则为四象限。 AB =360°- 锐AB


 

5） 00  ABAB yx 且 则 AB =90° 

6） 00  ABAB yx 且 则 AB =270° 

4.导线计算过程 

推算各边坐标方位角——计算各边坐标增量——推算各点坐标。 

（1）闭合导线平差计算步骤 

1）绘制计算草图，在图上填写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 

2）角度闭合差的计算与调整 

计算闭合差：
 180)2()( 21   nf n 理测    （6-7） 

计算限差：
nf 30容 （图根级）……       （6-8） 

若在限差内，则按平均分配原则，计算改正数： n

f
V








             （6-9） 

计算改正后新的角值：                   Vii ˆ
              （6-10） 

3）按新的角值，推算各边坐标方位角。 

4）按坐标正算公式，计算各边坐标增量。 

5）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计算与调整 

计算坐标增量闭合差。 有： 








测理测

测理测

yyyf

xxxf

y

x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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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全长闭合差：              

22

yx fff 
                   （6-12） 

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        

XXX
D

f
K /1

                    （6-13） 

（2）分配坐标增量闭合差。 

若 K<1/2000（图根级），则将 xf
、 yf

以相反符号，按边长成正比分配到各坐标增量上去。并计算

改正后的坐标增量。 

             

i

y

yi

i

x

xi

D
D

f
V

D
D

f
V













                    （6-14） 

           yii

xii

Vxy

Vxx









ˆ

ˆ

                     （6-15） 

(3)坐标计算 

根据起始点的已知坐标和经改正的新的坐标增量，来依次计算各导线点的坐标。 

          ABAB

ABAB

yyy

xxx

ˆ

ˆ





                    （6-16） 

(五）导线平差计算实例 

1.闭合导线 

某闭合导线外业测量成果见下表，试计算各导线点成果。 

△x′ △y′ △x △y x 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540 00 36 540 00 00 1137.329 -0.226 -0.226

fβ=36″

E

A

A

B

C

D765.501

789.637

1000.000

1000.000

1182.104

1409.032

1296.493

1096.269

1000.000

1000.000

1083.806

1003.614

-96.269

109 28 37

205 18 08

276 51 39

335 23 40 231.322 210.317 -96.315 210.363

-112.539

201.708 24.096 -200.264 24.136 -200.224

263.438 -238.165 -112.591 -238.113

182.064 83.806 182.104

226.928240.651 -80.240 226.880 -80.192

108 26 29

121 28 06 121 27 59

D

E

A

90 06 12

135 49 06

84 10 36

108 26 36

点
号

A

B

C

90 06 04

135 48 59

84 10 29

65 17 36 200.410 83.766

边长
计算坐标增量 改正后坐标增量 坐标点

号
观测右角 改正后右角 坐标方位角

fβ容=±30√5=±76″

fx=-0.226 fy=-0.226

f=√(fx2+fy2)=±0.311   K=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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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合导线 

与闭合导线基本相同，以下是两者的不同点： 

（1）角度闭合差的分配与调整 

方法一： 

 

1.计算方位角闭合差： 终已知终计算  f
 

2.满足精度要求，若观测角为左角，则将 fα反符号平均分配到各观测角上；若观测角为右角，则

将 fα同符号平均分配到各观测角上。 

方法二： 

1.计算角度闭合差 

  理测 f  ，其中， 理 的计算公式如下： 

左角：
 180180

)()(
nn 始终左理左理始终 

 

右角：
 180180

)()(
nn 终始右理右理始终 

 

2.满足精度要求，将 fβ反符号平均分配到各观测角上。 

（2）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计算 

)(

)(

始终测理测

始终测理测

yyyyyf

xxxxxf

y

x









                    （6-17） 

（六）导线复测 

1.导线复测的内容 

当路线线形主要由导线控制时，导线的点位精度及密度直线影响施工放线的质量。导线复测的内

容包括： 

（1）检查导线（网）是否符合规范及有关规定要求，平差计算是否经过有关方面检查与验收。 

（2）导线点密度是否满足施工放线的要求，必须时应进行加密，以保证在道路施工的全工程中，

相邻导线点间能相互通视。 

（3）检查导线点的是否丢失、移动、并进行必要的点位恢复工作。 

2.导线复测的外业 

导线复测的外业工作主要包括水准测量和距离测量以及导线点的饿加密等。 

（1）水准角的测量 

导线的水平角测量应使用不低于 DJ6 级经纬仪，按测回法进行观测。在附和导线中采用测量左角

和右角，在闭和导线中均测内角。 

（2）导线边长测量 

导线边长应优先采用光电测距仪测量，无条件时，也可采用钢尺及经纬仪测距，采用测距仪测量

导线边长时，距离和竖直角应往返观测一回，距离一测回读数两次，边长采用往测平距，返测平距仅

作参考。 

 



 188 

3.导线复测的内业计算 

导线复测外业结束后，应及时整理和检查外业观测手簿。检查观测成果是否满足技术要求，所有

计算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可进行内业计算，即根据已知导线点的坐标及边的方位角和外业的导线

观测成果，推算个导线的观测成果，并评定测量精度。若闭合差大于容许值时应分析原因后重测；若

闭合大于容许值时应分析原因后重测；闭合差满足精度要求，应按要求进行平差计算。 

三、高程控制测量 

(一）高程控制点布设的原则 

1.测区的高程系统，宜采用国家高程基准。在已有高程控制网的地区进行测量时，可沿用原高程系

统。当小测区联有困难时，亦可采用假定高程系统。 

2.高程测量的方法有水准测量法、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法。常用水准测量法。 

3.高程控制测量等级划分:依次为二、三、四、五等。各等级视需要，均可作为测区的首级高程控

制。 

（二）高程控制点布设方法 

1.水准测量法的主要技术要求: 

各等级的水准点，应埋设水准标石。水准点应选在土质坚硬、便于长期保持和使用方便的地点。

墙水准点应选设于稳定的建筑物上，点位应便于寻找，应符合规定。 

一个测区及其周围至少应有 3 个水准点。水准点之间的距离，应符合规定。 

水准观测应在标石埋设稳定后进行。两次观测高差较大超限时应重测。当重测结果与原测结果分

别比较，其较差均不超过时限值时，应取三次结果数的平均值数。 

2.设备安装过程中，测量时应注意:最好使用一个水准点作为高程起算点。当厂房较大时，可以增

设水准点，但其观测精度应提高。 

3.水准测量所使用的仪器，水准仪视准轴与水准管轴的夹角，应符合规定。水准尺上的米间隔平均

长与名义长之差应符合规定。 

四、设备基础划线 

设备的基础一般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它承受着设备的动、静载荷，使其稳固地装置在规定的部

位上。基础尺寸和强度是根据实际设备的安装、运行需要而设计和确定的。 

基础是设备的依托，基础的质量优劣和尺寸正确与否，对设备的安装质量和日后的安全经济运行

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安装前，安装人员要会同土建人员对基础进行全面地检查验收，确认合格

后才能进行划线工作。 

（一）基本概念 

1.中心线 

中心线分为基准中心线（主要中心线）和其他中心线（一般中心线）。安装工程中划线必须先划出

基准中心线(如锅炉纵、横向中心线)，再以基准中心线为依据，划出其他中心线，如主柱中心线、尾部

https://baike.so.com/doc/6198033-64112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61308-66749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897558-9487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97906-64111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63938-6276997.html
https://baike.so.com/doc/2825051-29815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2259481-239048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17003-2295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259481-239048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825051-29815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7815943-8090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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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线、外墙线等。 

2.标高 

物体测量处与标高基准点（俗称“零点”）的相对高差（正值或负值），称为该处的标高。 

标高分为绝对标高和相对标高。以海平面为基准零点，与海平面的高度差值，称为绝对标高值。 

把某标高基准点的绝对高度当作零点，与该基准点的高差，称为相对标高。工程中主要用相对标

高，习惯上称标高。如某厂标高基准点的绝对标高值为+732．15m，我们把它当成零点(±0．00m)，高

于零点的标高为正值，低于零点的标高为负值，同等高的为正负零值。 

（二）划线操作步骤 

1.划线准备工作 

（1）学习设备基础图、施工验收规范及土建基础资料，了解基础质量情况、厂房基准轴线、标高

基准点的具体位置，掌握相互关联的主要尺寸。 

（2）了解划线所依照的基准轴线、标高基准点的状况，并与土建验收资料对照，必要时进行复验。 

（3）了解操作人员划线采用的方法，使用测量仪器、度量器具及测点位置的选定等有关情况，判

断划线精确度。 

（4）对主要中心线进行校验，确认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偏差值大小。用对角线距离校验纵、

横中心距的几何形状及几何尺寸偏差是否在规定偏差以内。 

（5）检查引入标高线的测量放线误差值、抽查个别标高点、有怀疑的标高点，以确定标高的正确

性。 

（6）检查划线所作标记是否正确明显，对使用时间较长的划线，应有较耐久的标记，如冲眼、油

漆标志、中心基准点标板等。查看划线记录，符合要求后确认。 

（7）准备施工工具、测量器具、安全用具。 

1）测量长度使用钢盘尺。首先应用弹簧测力计来张紧钢盘尺，根据距离大小，张紧力可调整为 100N

或 150N。同一长度的多次测量应使用同一张紧力和同一钢盘尺。 

2）测量标高一般使用水准仪或玻璃管水平仪。使用水准仪测量时，其测量杆的刻度最小值应为

0．5mm 或 imm。 

3）水准仪测量标高(水平度)的最小公差，当使用普通塔尺时为 2.5mm，当测量杆最小刻度小于 1mm

时为 1mm；玻璃管水平仪的最小公差为 1mm。 

（8）清除基础表面及孔洞内的积尘、杂物及预埋铁件上的混凝土层。 

（9）检查基础的外观质量，不得有裂纹、蜂窝、空洞、露筋等缺陷。 

（10）检查核对基础验收资料，应符合设计和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 

（11）测量预埋铁件、螺栓的中心位置和标高，应符合设计和安装要求，地脚螺栓的标高以螺栓

顶部为准。 

（12）检查基础发现的缺陷及尺寸超差，应作好记录，由原施工单位进行修复，合格后才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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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2.划线原则 

先以基础的几何中心为基准；确定设备就位纵横中心线，再核对

就位中心线与地脚螺栓、厂区坐标网基准点之间的位置关系。若偏差

较大时，以地脚螺栓的位置为准，移动就位中心线。移动后的就位中

心，如不影响其他设备安装即算合格，否则，必须处理基础。 

3.基础中心线划线 

（1）平行线的划法 

已知锅炉的基准轴线，常用划平行线的方法来划出锅炉中心线。划平

行线的方法较多，可依照具体情况选用。下面列出两种方法： 

1）在基准轴线（如柱一柱中心线、墙轴线、埋设的轴线等）上，任

取两点 A 和 B，以基准轴线至要划的轴线的理论距离 R 为半径（R 值从

图纸上查出），分别以点 A 和 B 为圆心，在要划线位置划出圆弧，在两圆

弧的切点上作连线，即是划出的平行线－－设备中心线，如图 6-8 所示。     

此方法当 R 较大时，精确度不太高，划线时应校验。校验的方法是

用钢盘尺分别以 A.B 两点为中心旋转一个小角度，若 AC＝BD，且刚好

是只值又是最短距离，则划线准确见图 6-9。还可检测对角线距离，应满

足 AD＝BC。 

2）同上方法取 A 和 B 两点，作 AB 的中分点 O，以此三点为圆心，适当长度为半径（大于 AB 的

一半），分别划圆弧交于点 M 和 N，取 AO 的中点 P，OB 的中点 Q，连接并延长两直线 PM 和 QN，量

取 CP＝DQ＝R，作直线 CD 并延长，即为所划锅炉的中心线。 

（2）用三角函数法划 

如图 6-9(a)所示，取两个特殊的直角三角形，角度分别为α1＝30°，α2＝45°，按三角关系：三

角形斜边长分别为 Cl＝1．1544R、C2＝1．4142R，其中只为直角边长，代表基准轴线到锅炉基础中心

线的理论距离。利用直角三角形斜边和直角边的关系，可以有多种划法得到所划基础中心线。现仅介

绍其中一种。 

如图 6-9(b)所示，在基准轴线上取一点 A，以 A 为圆心，c1/c2 为半径，划圆弧与基准轴线相交于

点 B.C。再以点 B.C 为圆心，相同半径划圆弧与前面所画圆弧相交于点 O、P。再以点 O、P 为圆心，

划圆弧交直线 AO，AP 的延长线于点 M、N，连接并延长，MN 即为  基础中心线。 

（3）用划线框架划线 

1）核对设备和基础，主要是外形尺寸和地脚螺栓的距离尺寸，两者必须一致。 

2）框架一般用∠50×50×5 的角钢制作划线框架。 

3）清理基础表面，拉钢丝。锅炉基础划线一般使用φ0．5 的钢丝，在划线框架拉上钢丝，钢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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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分别坠上 5kg 的重物(重量以使钢丝绷紧为宜)或用花篮螺栓拉紧。 

4）将设备安装中心线网用明显的标记划在基础上。 

5）初调整钢丝。将钢丝的投影与基础中心重合，检查校正中心线网和地脚螺栓的位置关系。 

6）设备基础之间的开档、对角线(两钢丝交叉点之间的距离)，并记录。 

7）最终调整。分析记录的偏差、开档、对角线尺寸，调整钢丝以使各项尺寸在标准范围内。 

8）复测各个开档、对角线的尺寸，并记录。 

9）提交设备基础划线报告。 

4.基础的几何尺寸、轴线、标高点、预埋件、预留孔洞等应与图纸和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相符。 

5.按照基准轴线和标高基准点，测量并划出基础的主要中心线、标高线。 

6.以主中心线为基准，测量并划出各立柱中心线。初步划线确定后，用对角线法进行校验，以保证

划线准确，最后作好正式标记。 

7.测定标高。用水准仪或玻璃管水平仪将已知的标高基准点平移到锅炉基础上或基础附近的柱、墙

上，复验后作好标记。 

8.定设备基础标高。选择设备底部合适的基础部位(选较平坦处，如不平就应铲平)，逐一测量其标

高值，作好测量记录，备作修理基础和准备垫铁组用。 

9.划出中心线后，用两平行线间垂直距离最短，及对角线距离相等的原理，进行划线检验，以保证

划线准确。 

10.以基础中心线为基准，划各地脚螺栓中心线。再用对角线进行校验，各线间的偏差均应在允许

范围内，确认无误后，作出标记。 

（三） 基础划线注意事项 

1.基础划线应以经过校验的基准线为依据，先划出主中心线，再划出其他各线。 

2.测量划线所用测量仪器、计量器具应经计量技术部门检验合格。 

3.度量距离时，每次测量都应使用同一把钢尺，并保持相同的张紧力，避免因钢尺的不同公差和不

同张紧力造成测量不准确。有条件时，应使用弹簧测力计来张紧，按照距离大小和钢尺截面尺寸，用

100N 或 150N 的张紧力。 

4.重要的和使用时间较长的中心线、标高线，应留下较永久的标记，如划出刻线、打冲眼、埋设标

板等。 

5.使用玻璃管水平仪找标高和水平时，要特别仔细，不得使胶管受挤压或打折，胶管内也不得存有

气泡，以免测量不准。用完后应将两玻璃管对齐口朝上，胶管盘好挂于墙上。 

6.用水准仪测量时，应使用最小刻度值为 1mm 的测杆。 

7.基准标高点不能测划在承重柱上，避免下沉而失去基准意义。 

8.使用钢盘尺测量，除保持一定张力外，应考虑其下垂修正值，详见表 8—1。但贴平整面测量时

可不考虑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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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划线中如果发现基础有超差，设备中心线对锅炉它心线偏差超过允许范围，就应报管理部门研究

处理后，再继续划线。 

五、基础找平和标高确定 

（一） 基础找平 

基础划线后，按照施工图的要求在基础上标定出放置垫铁的位置，并将该处铲平，以确保垫铁与

基础的牢固接触。 

找平的方法是：用平头凿子把基础的高点铲掉，把垫铁放在基础上研磨检查高点，然后再铲掉高

点，再进行研磨。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垫铁与基础接触面达 70％以上方为合格。在找平过程中，还要

用水平尺测量垫铁的纵横水平，为了减少测量误差，测量每个方向水平时都要把水平尺调转 180°测两

次。 

设备下放置垫铁的部位较多，应尽量使其标高趋于一致，以利于垫铁的配制。 

（二）基础标高确定 

选取距设备基础较近的一个基准标高，用水平仪(如玻璃管水平仪)将基准标高的对应高度引到基础

上，并划出明显的标记。方法是选取距设备基础较近的一个基准标高，然后进行测量，0m 设备都以 1m

标高为基准标高，0m 以上设备以厂房柱子上的标高点为基准标高。1m 标高上移或下移若干米仍可作

基准标高。标高测量方法是在打好麻面的基础面或混凝土垫块上表面上立一标尺，用玻璃管水平仪或

水准仪，将基准标高点投于标尺上，即可求出基础麻面的标高。 

设备基础上都要布置多块垫铁，测量时必须量出每块垫铁处麻面的标高。 

垫铁是用来调整设备水平和标高的零件，它装于设备和基础之间，由地脚螺栓将三者连成一个整

体。垫铁厚度为 30～50mm，它等于二次灌浆高度。由于基础表面不平，所以每组垫铁的厚度不一样，

设备安装标高、基础标高和垫铁厚度可用下面关系式表示： 

H＝h1+δ+h2 

δ=H－h1－h2 

式中 H――设备中心标高，mm； 

h1――基础标高，mm； 

h2――设备中心至底板尺寸，mm； 

δ――垫铁厚度，mm。 

由以上两式可以看出 h1.h2 都是定值，要保证 H 的标高只能增减垫铁厚度，所以垫铁是调整设备

设备标高的零件。 

实际安装中，每台设备垫铁都在四组以上。确定垫铁厚度时，应分别标出每副垫铁的厚度，然后

设计斜垫铁尺寸，选择合适的平垫铁厚度，这样平垫铁厚度的种类才不致太多。当垫铁组数较多时，

为便于分析不出错，可将测量数据和计算数据填入垫铁厚度表中。 



 193 

六、安装设备结构变形观测 

安装设备结构由于荷重和地质条件变化等外界因素可能引起各种变形（空间位移），对其进行观测

的目的在于了解安装设备结构的稳定性，监视它的安全情况，研究变形规律，检验设计理论及其所采

用的计算方法和经验数据，是工程测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变形观测内容 

变形观测主要包括沉降观测、位移观测、挠度观测、转动角观测和振动观测等。 

1.沉降观测。测定安装设备结构或其基础的高程随时间变化的工作。安装设备结构在施工和运营期

间，对埋设在基础和安装设备结构上的观测点，定期用精密水准测量的方法测定它们的高程，比较观

测点不同周期的高程即可求得其沉降值。有时也可用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的方法及液体静力水准测量的

方法测定沉降值。在液体静力水准测量中，可采用探针探测液面高程，也可采用将液面高程的变化用

传感器输出等方法实现自动化观测。 

2.位移观测。测定安装设备结构上某些点的平面位置随时间变化的工作。安装设备结构位移可能是

任意方向的，也可能发生在某一特定方向。任意方向位移的测定常用前方交会法，或地面立体摄影测

量的方法测定；对某些不宜用交会法观测的安装设备结构，也可采用导线测量方法。位移值均由比较

不同观测周期所得的观测点坐标求得。特定方向位移的测定常用基准线法，即以垂直于位移方向的固

定不变的铅垂面为观测基准面，定期测定安装设备结构相对于它的偏离值，以计算位移值。此外，还

可采用视准线法。此法的观测基准面由经纬仪的视准线和仪器竖轴建立。根据测定观测点偏离值的方

法不同，视准线法又分为测小角法和活动觇牌法。20 世纪 60 年代初，又采用了以激光束代替经纬仪视

准线的激光经纬仪准直法和利用光干涉原理的波带板激光准直法。这些方法虽然大大提高了照准精度，

但仍不能克服大气折射的影响。在某些特定条件（如水坝的廊道内）下，可采用引张线法，即用拉紧

的钢丝作为基准线。近年来在激光准直法和引张线法中已采用光电传感技术，实现了观测的自动化。 

3.挠度观测。测定安装设备结构受力后挠曲程度的工作。观测方法是测定安装设备结构在铅垂面内

各不同高程点相对于底部的水平位移值。高层安装设备结构通常采用前方交会法测定。对内部有竖直

通道的安装设备结构，挠度观测多采用垂线观测，即从安装设备结构顶部附近悬挂一根不锈钢丝，下

挂重锤，直到安装设备结构底部。在安装设备结构不同高程上设置观测点，以坐标仪定期测出各点相

对于垂线最低点的位移。比较不同周期的观测成果，即可求得安装设备结构的挠度值。如果采用电子

传感设备，可将观测点相对于垂线的微小位移变换成电感输出，经放大后由电桥测定并显示各点的挠

度值。 

4.转动角观测。观测安装设备结构或机械设备倾斜度的变化，计算其转动角的工作。对某些安装设

备结构，例如水坝，转动角的大小反映了它不均匀沉降的情况。同沉降观测一样，可用精密水准测量

或液体静力水准测量方法测定。对一些精密机械设备，则需采用专门的转动角观测仪。这类仪器主要

由一个高灵敏度的气泡水准和一套精密的测微仪器组成。当气泡居中时利用测微仪器进行读数，即得

该处的倾斜度。比较不同周期的倾斜度，可以求得观测周期间机械设备的转动角。 

https://baike.so.com/doc/5567487-57826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2891653-30515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90764-68045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45134-5683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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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振动观测。是对高层安装设备结构和机械设备往返摆动情况进行的观测工作。高层安装设备结构

在风力、日照和温度的影响下,某些机械设备在动荷重的状态下,都会发生摆动。传统的变形观测方法无

法满足这方面观测的要求。利用光电系统可以将观测点坐标自动记录在纸带上，从而求得安装设备结

构的振动频率和振幅大小。自动倾斜仪（例如电子水准器）能将精密水准气泡的微小倾斜转换成电信

号输出，可用于观测转动角的往返变动。利用电子水准器同时测定不同高度的转动角，通过换算可以

求得安装设备结构顶点的振动。 

（二）基准点设置 

为了在变形观测中测定绝对位移，选择不变动的基准点是很重要的。基准点一般分工作基准点和

基准点两级。 

工作基准点设置在安装设备结构附近的稳固位置，直接用于测定观测点的位置变化；基准点一般

选在变形范围外远离安装设备结构的地区。 

沉降观测的基准点通常成组（每组 3 个）设置,用以检核工作基准点的稳定性。其检核方法一般采

用精密水准测量的方法。 

位移观测的工作基准点的稳定性检核通常采用三角测量法进行。 

由于电磁波测距仪精度的提高，变形观测中也可采用三维三边测量来检核工作基准点的稳定性。

在基准线观测中，常用倒锤装置来建立基准点。这种装置是把不锈钢丝的一端固定在一个锚块上，将

此锚块用钻孔的方法浇固在基岩中。不锈钢丝的另一端同一浮体相连接，钢丝被拉紧而处于竖直位置，

以它作基准，用坐标仪可以测定工作基准点的位移。变形观测中设置的基准点应进行定期观测，将观

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判断基准点本身的稳定情况。 

上述内容多属于以水平位移为主的变形观测，其方法除在稳定地区建立变形控制网，检验工作基

点或基准点的稳固性外，通常使用测角前方交会法、经纬仪投影法、观测水平角法、激光准直法和垂

线观测法等，来定期测定观测点的位置变化。对于特定方向的水平位移，还可用视准线法和引张线法

进行观测。近年来，开始应用的近景摄影测量方法，对于测定地基基础与建筑物沉降、建筑物倾斜、

测求裂缝参数、模型变形状态参数，以及建筑机械构件变形的检验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效果。近景摄影

测量通常使用摄影经纬仪、普通摄影机或高速摄影机，按正直、等偏、交向等摄影方式，可在一定时

间段或瞬间连续记录建筑物和试验模型的大量点位变形信息。并使用立体坐标量测仪、电子计算机、

精密立体测图仪或解析测图仪，按解析法或模拟解析法，测定观测点随时间所产生的二维或三维相对

变形量。所摄得的像片，作为档案资料还可在其他任何时候进行检核量测。 

（三）变形观测的数据处理与分析 

首先，将观测成果进行初步整理，再以时间或荷载为横坐标，以累计变形量为纵坐标，绘制各种

变形过程线，以便初步了解变形的幅度、趋势和建筑物的安全情况。其次，要对观测资料进行归纳和

分析。通常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先选择合适的拟合方法，再按最小二乘法与统计检验的原理求得回

归方程，从而找出变形的规律性。由此方程即可根据各个自变量来推求所需因变量(即变形值)，以推算、

https://baike.so.com/doc/6388104-6601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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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今后的变形情况，研究应采取的措施。对于基准点、工作基点和观测点稳固性的检验，在有固定

的起算点时，用统计检验的方法，根据定期重复观测的结果，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各点的离差矢量,进行

F（两个正态母体的方差是否相等）检验，以判断水准点高程的变化是由于水准点的升降还是由于观测

的误差所引起。在没有固定的起算点时，采用秩亏自由网平差方法计算各点的位移值，根据定期重复

观测成果，判断其稳定性。 

随着高大建筑的增多和古建筑的维修，变形观测工作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变形控制网的布设，

已在研究应用优化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观测方法除了沿用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观测仪器和方法外，将

逐步应用全能激光测量仪、自动垂直仪、电子测斜仪、位移摄影探索器等光电、电子仪器和摄影测量

技术，使测量过程日趋自动化；观测数据的处理，已广泛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检验点位的稳定性，

由单一变量统计分析发展到多变量动态的定性定量统计分析，对建筑物的安全将提供更可靠的预测与

预报。 

  



 196 

习题集 

一、判断题 

1.丈量步骤主要包括定线和丈量。（    ） 

2.测站点至观测目标的视线与水平线的夹角称为水平角。（    ） 

3.地面上某点到两目标的方向线垂直投影在水平面上所成的角称为水平角。（    ） 

4.测量上常用视线与铅垂线的夹角表示，称为天顶距，均为负值。（    ） 

5.测回法是先用盘右位置对水平角两个方向进行一次观测，再用盘左位置进行一次观测。（    ） 

6.当一个测站上需要观测两个以上方向时，通常采用方向观测法。（    ） 

7.水准测量是高程测量中最精确的方洼。（    ） 

8.高差法适用于一个测站上有一个后视读数和多个前视读数。（    ） 

9.施工测量水准点多采用木桩顶人土层桩顶用水泥砂浆封固并用钢筋架立保护。（    ） 

10.各级控制点的计算根据需要采用严密的平差法或近似平差法，精度满足要求后方可使用。（    ） 

二、单选题 

1.为确保测距成果的精度，一般进行(    )。 

A.单次丈量                               B.往返丈量 

C.两次丈量取平均值                       D.进行两次往返丈量 

2.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水准测量是利用仪器提供的水平视线进行量测，比较两点间的高差 

B.两点的高差等于前视读数减后视读数 

C.高差法适用于一个测站上有一个后视读数和一个前视读数 

D.视线高程法适用于一个测站上有一个后视读数和多个前视读数 

3.下列仪器既能自动测量高程又能自动测量水平距离的是(    )。 

A.水准仪      B.水准尺      C.自动安平水准仪      D.电子水准仪 

4.由一个已知高程的水准点开始观测，顺序测量若干待测点，最后回到原来开始的水准点的路线是

(    )。 

A.闭合水准路线      B.附合水准路线      C.支水准路线      D.折线水准路线 

5.由已知水准点开始测若干个待测点之后，既不闭合也不附合的水准路线称为(    )。 

A.闭合水准路线                            B.附合水准路线 

C.支水准路线                              D.折线水准路线 

6. (    )是建立国家大地控制网的一种方法，也是工程测量中建立控制点的常用方法。 

A.角度测量      B.水准测量      C.导线测量      D.施工测量 

7.当在施工场地上已经布置方格网时，可采用(    )来测量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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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角坐标法       B.极坐标法       C.角度交会法       D.距离交会法 

8.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已知角度的方向交会出的平面位置，称为(    )。 

A.直角坐标法       B.极坐标法       C.角度交会法       D.距离交会法 

三、多选题 

1.下列属于电磁波测距仪的是(      )。 

A.激光测距仪      B.红外光测距仪      C.微波测距仪      D.经纬仪      E.全站仪 

2.全站仪所测定的要素主要有(      )。 

A.水平角       B.水平距离       C.竖直角       D.斜距       E.高程 

3.高程测量的方法分为(      )。 

A.水准测量法       B.电磁波测距       C.三角高程测量法  

D.施工测量法       E.经纬仪定线法 

4.道路施工测量主要包括(      )。 

A.恢复中线测量               B.施工控制桩的测量            C.角度测量 

D.边桩竖曲线的测量           E.施工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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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工程造价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工程造价构成 

工程造价包括建筑工程费和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组成。 

建筑工程费是指对构成建设项目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工程进行施工，使之达到设计要求

及功能所需要的费用。 

安装工程费是指对建设项目中构成生产工艺系统的各类设备、管道、线缆及其辅助装置进行组合、

装配和调试，使之达到设计要求的功能指标所需的费用。 

一、直接费 

直接费是指施工过程中直接耗用于建筑、安装工程产品的各项费用的总和。 

直接费=直接工程费+措施费 

1.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是指按照正常的施工条件，在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各项费用。 

直接工程费 =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根据建设预算编制的不同阶段分别采用投资估算指标、概算定额、预算定额计算，并依据电力工

程定额(指标)管理规定，调整到建设预算的编制年水平。 

（1）人工费 

人工费是指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开支的各项费用，内容包括：基本工资、工资

性补贴、辅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生产工人劳动保护费等。 

按照新《电力工程定额价格水平调整办法》规定，今后每年将对各册定额的人工费进行各地区、

各年度做价格调整，以人工费总额做基数，调整金额计入编制基准期价差。 

（2）材料费 

材料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主要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品，以及施工过程中一

次性消耗材料及摊销材料的费用。 

电网工程建设预算中的材料费包括装置性材料费和消耗性材料费两大类，其价格均为预算价格。 

1）装置性材料费 

装置性材料是指建设工程中构成工艺系统实体的工艺性材料，也称主要材料。装置性材料在概算

或预算定额中未计价，也称未计价材料。 

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原价的区别：材料预算价格是工程所需材料在施工现场仓库或堆放地点的出

库价格，其价格范围包括材料原价(或供应价格)、材料运输费、保险保价费、运输损耗费、采购及保管

费等。材料原价(或供应价格)是指材料在供货地点的交货价格，其中已经包括了材料的包装及打捆绑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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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材料运输费是指材料自供货地点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点所发生的运输、装卸费用。 

保险保价费是指按照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对交付运输的材料进行保价或向保险公司投保

所发生的费用。 

运输损耗费是指材料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2）消耗性材料费 

消耗性材料是指施工过程中所消耗的、在建设成品中不体现其原有形态的材料，以及因施工工艺

及措施要求需要进行摊销的材料，也称辅助材料。消耗性材料在建设预算定额中已经计价，也称计价

材料。 

由于近年来甲供材（装置性材料）均基本上采用集中招标形式。其价格组成有新变化。大致上分

为三种。一是招标价格中均包含到施工现场价格，只需另加现场卸车和保管费即可。二是从集中出库

配送到施工现场，需另计算配送费。第三种是有少量原为甲供材，后改为乙方采购，其价格按照材料

预算价组成进行计算。定额内计价材料基本上属于乙方采购，其价格也按照材料预算价组成进行计算。  

（3）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是指施工机械作业所发生的机械使用费以及机械的安拆和场外移动费用。包括折

旧费、大修理费、经常修理费、安装及拆卸费、场外运费、操作人员人工费、燃料动力费、养路费及

车船税等。 

2.措施费 

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而进行施工准备、克服自然条件的不利影响和辅助施工所发生的

不构成工程实体的各项费用。包括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特殊

地区施工增加费、临时设施费、施工机构转移费、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补助费。 

计算公式： 

措施费 =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 夜间施工增加费 + 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 + 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 临时设施费 + 施工机构转移费 +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补助费 

（1）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是指按照合理工期要求，建筑、安装工程必须在冬季、雨季期间连续施工而需

要增加的费用，其内容包括：在冬季施工期间，为确保工程质量而采取的养护、采暖措施所发生的费

用；雨季施工期间，采取防雨、防潮措施所增加的费用；以及因冬季、雨季施工增加施工工序、降低

工效而发生的补偿费用。 

（2）夜间施工增加费 

夜间施工增加费是指按照规程要求，工程必须在夜间连续施工的单项工程所发生的夜班补助、夜

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备摊销及照明用电等费用。 

1）夜间施工增加费中不包括赶工费用，按照施工规范正常要求的轮班作业费用在定额和夜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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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费中综合考虑。 

2）在城区施工的电缆线路工程应计取夜间施工增加费，主要原因是： 

A.目前大多数城市考虑市政、交通等原因，白天施工时间很短，有的甚至不允许白天施工。 

B.从工艺角度，电缆敷设及电缆头的制作、抽真空注油等工序必须连续施工才能保证质量。 

C.送电线路工程(大跨越工程除外)、系统通信工程不计此项费用。 

（3）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 

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是指施工企业生产、检验、试验部门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工具用具的购

置、摊销和维护费用。不包括现场管理部门使用的管理工具和管理用具，现场管理工具用具的费用在

企业管理费中已经考虑。 

（4）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是指在高海拔、酷热、严寒等地区施工，因特殊自然条件影响而需额外增加

的施工费用。 

高海拔地区指平均海拔高度在 3000 米以上的地区。 

高纬度寒冷地区指北纬 48 度以北地区。 

酷热地区指面积在 1 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地区，以及新疆吐鲁番地区。 

（5）临时设施费 

临时设施费是指施工企业为满足现场正常生产、生活需要，在现场必须搭设的生活、生产用临时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临时设施所发生的费用，其内容包括：临时设施的搭设、维修、拆除、折旧及

摊销费，或临时设施的租赁费等。 

（6）施工机构转移费 

施工机构转移费是指施工企业派遣施工队伍到所承建工程现场所发生的搬迁费用，其内容包括：

职工调遣差旅费和调遣期间的工资，以及办公设备、工具、家具、材料用品和施工机械的搬运费等。 

（7）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包括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和环境保护费。 

安全生产费是施工企业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企业及项目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 

文明施工费是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环境保护费是施工现场为达到环保部门要求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二、间接费 

间接费是指建筑安装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为全工程项目服务而不直接消耗在特定产品对象上的费

用，由规费、企业管理费和施工企业配合调试费。 

计算公式： 

间接费 = 规费+企业管理费+施工企业配合调试费 

（一）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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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费是指按照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政府和省级有关权利部门规定必须缴纳并计入建筑安装工

程造价的费用。包括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其他应列入而未列入的规

费，按实际发生计取。 

计算公式： 

规费 = 社会保障费 + 住房公积金 +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二）企业管理费 

企业管理费是指建筑安装施工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发生的费用，其费用内容包括： 

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补贴费，工会经

费，职工教育经费，财产保险费，财务费，税金，其他如工程排污费、投标费等。 

（三）施工企业配合调试费 

施工企业配合调试费是指在工程整套启动试运阶段，施工企业安装专业配合调试所发生的费用。 

三、利润 

利润是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利润 = (直接费+间接费)× 利润率 

四、税金 

税金是指按照国家税法规定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及地方教育费附加等。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编制基准期价差)×税率 

税率按照工程所在地税务部门的规定计算。 

五、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建设所必需的，但不属于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的

其他相关费用。包括：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项目建设管理费，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生产准备费，

大件运输措施费。 

其他费用＝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项目建设管理费+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生产准备费+大件运输

措施费 

六、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是指因设计变更(含施工过程中工程量增减、设备改型、材料代用)而增加的费用，一般

自然灾害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可能造成的损失预防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措施费用，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可

能造成的损失而预留的工程建设资金。 

计算公式： 

基本预备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费率 

七、动态费用的构成 

动态费用是指对构成工程造价的各要素在建设预算编制基准期至竣工验收期间，因时间和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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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变化所引起价格增长和资金成本增加所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价差预备费和建设期贷款利息。 

计算公式： 

动态费用＝价差预备费＋建设期贷款利息 

（一）价差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是指建设工程项目在建设期间内由于价格等变化引起工程造价变化的预测预留费用。 

（二）建设期贷款利息 

建设期贷款利息是指项目法人筹措债务资金时，在建设期内发生并按照规定允许在投产后计入固

定资产原值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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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程造价的定额计价 

一、工程造价定额 

（一）定额的含义 

定额可表述为：在合理的生产组织、合理的使用资源和合理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经过国家或主管

部门科学地测定、分析、计算而加以合理确定的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或完成一定量工作所消耗的人力、

机械、材料、资金等数量的标准。 

有关建筑安装活动范畴内的各种定额，都必须经国家建设部门或其授权部门统一制定、执行和管

理。在定额规定适用范围内，任何与使用定额有关的单位，包括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建

设银行都必须遵守，不经有关部门的批准或同意，不能任意编制或改动。 

（二）定额的种类 

工程建设定额可以按照不同的原则和方法对它进行科学的分类。 

1.按定额反映的物质消耗内容,分为劳动消耗定额、机械消耗定额和材料消耗定额三种。 

2.按照定额的编制程序和用途,分工序定额、施工定额、预算定额、概算定额、投资估算指标、工

期定额。 

3.按照投资的费用性质，分为建筑工程定额、设备安装工程定额。 

4.按照主编部门（即颁发部门）及执行的范围，定额分为：全国统一定额、地方统一定额、行业统

一定额、企业定额、补充定额。 

（三）定额的作用和特点 

1.定额的主要作用 

（1）在工程建设中，定额仍然具有节约社会劳动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一方面生产性的施工定

额直接作用于建筑安装工人，企业以定额作为促使工人节约社会劳动（工作时间、原材料等）和提高

劳动效率、加快工作进度的手段，以增加市场竞争能力，获取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作为工程造价

计算依据的各类定额，又促使企业加强管理、把社会劳动的消耗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再者，作为项

目决策依据的定额指标，又在更高的层次上促使项目投资者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和分配社会劳动。所有

这些都说明定额在工程建设中节约社会劳动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2）定额是国家对工程建设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手段。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宏观调控，即使在资

本主义国家，政府也要利用各种手段影响和调控经济的发展。利用定额对工程建设进行宏观调控和管

理主要表现在：对工程造价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对资源配置进行预测和平衡；对经济结构，包括企

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控，也包括对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控。 

（3）定额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定额是对市场信息的加工，又是对市场信息的传递。定额所提供

的准确的信息为市场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以及供给主体和供给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提

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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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额是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定额既是投资决策的依据，又是价格决策的依据。对于投资者来

说，他可以利用定额权衡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预测资金投入和预期回报，还可以充分利用有

关定额的大量信息，有效地提高其项目决策的科学性，优化其投资行为。对于建筑企业来说，由于有

关定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程中人工、物料的消耗，因此会影响到建筑产品的价格水平。企业的投

标报价时，只有充分考虑定额的要求，作出正确的价格决策，才能占有市场竞争优势，才能获得更多

的工程合同。可见，定额在上述两个方面规范了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因而对完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市场和建筑市场，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5）工程建设定额有利于完善市场的信息系统。定额管理是对大量市场信息的加工，也是对大量

信息进行市场传递，同时也是市场信息的反馈。信息是市场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要求，它的可靠性、

完备性和灵敏性是市场成熟和市场效率的标志。在我国，以定额形式建立和完善市场信息系统，是以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2.定额的特点 

（1）科学性 

定额的科学性包括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指定额必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反映出工程建设

中生产消费的客观规律。否则它就难以作为国民经济中计划、调节、组织、预测、控制工程建设的可

靠依据，难以实现它在管理中的作用。另一重含义，是指工程建设定额管理在理论、方法和手段上必

须科学化，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 

（2）系统性 

定额的系统性是由工程建设的特点决定的。工程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实体系统，定额是为这个实体

系统服务的。各类工程的建设都有严格的项目划分，如建设项目、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分项工

程；在计划和实施过程中有严密的逻辑阶段，如规划、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竣工交付使用，以

及投入使用后的维修。与此相适应必然形成工程建设定额的多种类、多层次。 

（3）统一性 

定额的统一性，主要是由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职能决定的。为了使国民经济按照

既定的目标发展，就需要借助于某些标准、定额、参数等，对工程建设进行规划、组织、调节、控制。

而这些标准、定额、参数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是一种统一的尺度，才能实现上述职能，才能利用它对项

目的决策、设计方案、投标报价、成本控制进行比选和评价。 

（4）权威性和强制性 

主管部门通过一定程序审批颁发的工程定额，具有很大权威，这种权威性在一些情况下具有经济

法规性质和执行的强制性。权威性反映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要求，也反映信誉和依赖程度。强制性反

映刚性约束，反映定额的严肃性。 

（5）稳定性和时效性 

定额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一定时期技术发展和管理的反映，因而在一段时期内都表现出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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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定额的稳定性是维护定额的权威性所必需的，更是有效地贯彻定额所必需的。如果某种定额处于

经常修改变动之中，那就必然造成执行中的困难和混乱，使人们感到没有必要去认真对待它，很容易

导致定额权威性的丧失。 

但是定额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任何一种定额，都只能反映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当生产力向前

发展了，定额就会与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不相适应。所以，定额在具有稳定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显

著的时效性。当定额不再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时，定额就要重新编制或修订了。从一段时期

来看，定额是稳定的；从长时期看，定额是变动的。 

(四）定额包含的指标 

1.人工消耗指标 

预算定额中规定的人工消耗量指标，以工日为单位表示，包括基本用工、超运距用工、辅助用工

和人工幅度差等内容。其中，基本用工是指完成定额计量单位分项工程的各工序所需的主要用工量，

超运距用工是指编制预算定额时考虑的场内运距超过劳动定额考虑的相应运距所需要增加的用工量，

辅助用工是指在施工过程中对材料进行加工整理所需的用工量，这三种用工量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订的劳动定额的有关规定计算确定。人工幅度差是指在编制预算定额时加算的、劳动定额中没有

包括的、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必然发生的零星用工量，这部分用工量按前三项用工量之和的一定百分比

计算确定。 

2.材料消耗指标 

预算定额中规定的材料消耗量指标，以不同的物理计量单位或自然计量单位为单位表示，包括净

用量和损耗量。净用量是指实际构成某定额计量单位分项工程所需要的材料用量，按不同分项工程的

工程特征和相应的计算公式计算确定。损耗量是指在施工现场发生的材料运输和施工操作的损耗，损

耗量在净用量的基础上按一定的损耗率计算确定。用量不多、价值不大的材料，在预算定额中不列出

数量，合并为“其他材料费”项目，以金额表示，或者以占主要材料的一定百分比表示。 

3.机械消耗指标 

预算定额中规定的机械消耗量指标，以台班为单位，包括基本台班数和机械幅度差。基本台班数

是指完成定额计量单位分项工程所需的机械台班用量，基本台班数以劳动定额中不同机械的台班产量

为基础计算确定。机械幅度差是指在编制预算定额时加算的零星机械台班用量，这部分机械台班用量

按基本台班数的一定百分比计算确定。 

二、建设预算 

建设预算是指以具体的建设工程项目为对象，依据不同阶段设计，根据预规及相应的估算指标、

概算定额、预算定额等计价依据，对工程各项费用的预算和计算。在预规中，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

算和施工图预算统称为建设预算。 

（一）投资估算及作用 

投资估算是工程建设之前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个工程项目在建设之前总要进行规划及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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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可行才能立项。在这个过程中，除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是否需要和技术上是否可行外，更要考虑工

程建设的经济效益如何。因此，准确、及时地编制投资估算是项目（方案）立项的一个重要环节。 

根据我国有关部门决策的要求和规定，不同阶段的投资估算有不同的作用。 

在工程项目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投资估算可以作为一个项目是否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的依据之一。

这时的投资估算起到的是参考作用，没有约束力。 

在项目建议书阶段，投资估算可以作为政府部门审批项目建议书的依据之一。 

在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是决策性质的文件，它是研究、分析建设项目经济效果的

重要依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投资估算就作为该设计任务的投资限额，对初步设计概算起控

制作用，并作为筹措资金的依据。 

（二）概算及作用 

设计概算是在设计阶段对建设项目投资额度的概略计算，设计概算投资应包括建设项目从立项、

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试运行到竣工验收等的全部建设资金，设计概算是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报批设计文件时，必须同时报批设计概算文件。采用两阶段设计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必

须编制设计概算；采用三阶段设计的，扩大初步设计阶段必须编制修正概算。设计概算额度控制、审

批、调整应遵循国家、各省市地方政府或行业有关规定。如果设计概算值超过控制额，以至于因概算

投资额度变化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达不到预定收益目标值时，必须修改设计或重新立项

审批。 

概算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概算是编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确定和控制建设项目投资的依据。 

国家规定，编制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确定计划投资总额及其构成数额，要以批准的初步设计

慨算为依据，没有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及其概算，建设工程就不能列入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2.设计概算是签订建设工程承发包合同和贷款合同的依据。 

在国家颁布的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建设工程合同价款是以设计概、预算价为依据，且总承包合同

不得超过设计总概算的投资额。银行贷款或各单项工程的拨款累计总额不能超过设计概算，如果项目

投资计划所列出的投资额与贷款超出设计概算时，必须查明原因，之后由建设单位报请上级主管部门

调整或追加设计概算总投资，未批准之前，银行对其超支部分拒不拨付。 

3.设计概算是控制施工图设计和施工图预算的依据。 

设计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总概算进行施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不得超出设计概算，如

确需超出总概算时，应按规定程序报批。 

4.设计概算是衡量设计方案技术经济合理性和选择最佳设计方案的依据。 

设计部门在初步设计阶段要选择最佳设计方案，设计概算是从经济角度衡量设计方案经济合理性

的重要依据。因此，设计概算是衡量设计方案技术经济合理性和选择最佳设计方案的依据。 

5.设计概算是考核建设项目投资效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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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计概算与竣工决算对比，可以分析和考核投资效果的好坏，同时还可以验证设计概算的准

确性，有利于加强设计概算管理和建设项目的造价管理工作。 

（三）施工图预算及作用 

施工图预算是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文件，由设计单位负责编制时，也可作为施工图设计文件的

组成部分。施工图预算是项目法人控制投资、拨付阶段性工程款和单项工程结算的重要依据。施工图

预算应控制在已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投资范围内。 

三、定额计价模式使用 

定额计价模式报价是投标人根据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依据国家颁布的行业定额、取费标准和

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价格信息编制报价。工程量计算和报价风险均由投标人承担。 

定额计价模式既可用于招投标的工程，也可用于非招投标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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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程造价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 

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是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世界大市场的需要。随着我国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市场，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建设市场将

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外的企业以及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多的进入国内市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海外投资

和经营的项目也在增加。为了适应这种对外开放建设市场的形式，就必须与国际通行的计价方法相适

应，为建设市场主体创造一个与国际管理接轨的市场竞争环境。工程量清单计价是国际通行的计价办

法，在我国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有利于提高国内建设各方主体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 

一、基本概念 

（一）工程量清单 

工程量清单是表现拟建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措施项目、其他项目、零星项目、规费及税金

项目和相应数量的明细清单表格。体现了招标人要求投标人完成的工程项目的相应工程数量，是投标

人进行报价的依据。 

为便于工程标准管理和满足计价要求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规定六统一，即统一项目编码、统一项

目名称、统一项目特征、统一计量单位，统一工程量计算规则、统一工作内容，（六统一编制规则见规

范），招标人必须按规定执行，不得因情况不同擅自变动。 

（二）招标工程控制总价 

招标工程控制总价是招标人根据国家或电力行业建设主管部门及公司颁发的有关计价依据和办法，

按设计施工图纸计算的，对招标工程限定的最高工程造价。 

招标工程控制总价扣除招标人采购材料费后的工程造价为招标控制价。 

（三）竣工结算价 

承包人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完成施工的全部工程内容，发包人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发、承

包双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条款，即合同价、合同价款调

整以及索赔和现场签证等事项确定的最终工程造价。 

（四）合同价 

合同价是在工程发、承包交易过程中，由发、承包双方以合同形式确定的工程承包价格。采用招

标发包的工程，其合同价应为投标人的中标价。 

（五）索赔 

索赔是专指工程建设的施工过程中，发、承包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对于非己方过错的责任事件并

造成损失时，向对方提出补偿要求的行为。 

（六）现场签证 

现场签证是专指在工程建设的施工过程中，发、承包双方的现场代表（或其委托人）对施工过程

中由于发包人的责任致使承包人在工程施工中于合同内容外发生了额外的费用，由承包人通过书面形

https://baike.so.com/doc/5374043-56100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98844-1478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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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发包人提出，予以签字确认的证明。 

二、工程量清单报价特征 

招标人依据工程施工图纸，按现行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为投标人提供事物工程量项目和技术措施项

目的数量清单，并编制招标控制价。投标人根据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企业定额、自主收集的市

场价格信息和市场竞争状况编制报价。工程量清单报价作为一种全新的较为客观合理的计价方式，它

有如下特征，能够消除以往计价模式的一些弊端。 

（一）工程量清单均采用综合单价形式，综合单价中包括了工程直接费、间接费、管理费、风险

费、利润、国家规定的各种规费等，一目了然，更适合工程的招投标。 

（二）工程量清单报价要求投标单位根据市场行情，自身实力报价，这就要求投标人注重工程单

价的分析，在报价中反映出本投标单位的实际能力，从而能在招投标工作中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选

择最优秀的承包商。 

（三）工程量清单具有合同化的法定性，本质上是单价合同的计价模式，中标后的单价一经合同

确认，在竣工结算时是不能调整的，即量变价不变。 

（四）工程量清单报价详细地反映了工程的实物消耗和有关费用，因此易于结合建设项目的具体

情况，变以预算定额为基础的静态计价模式为将各种因素考虑在单价内的动态计价模式。 

（五）工程量清单报价有利于招投标工作，避免招投标过程中有盲目压价、弄虚作假、暗箱操作

等不规范行为。 

（六）工程量清单报价有利于项目的实施和控制，报价的项目构成、单价组成必须符合项目实施

要求，工程量清单报价增加了报价的可靠性，有利于工程款的拨付和工程造价的最终确定。 

（七）工程量清单报价有利于加强工程合同的管理，明确承发包双方的责任，实现风险的合理分

担，即量由发包方或招标方确定，工程量的误差由发包方承担，工程报价的风险由投标方承担。 

（八）工程量清单报价将推动计价依据的改革发展，推动企业编制自己的企业定额，提高自己的

工程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 

三、工程量清单计价使用范围 

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造价由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和税金构成，还包括

因风险因素而增加的费用。 

在工程量清单报价时可参照预算定额，但不等同于套用预算定额。 

规定全部使用国有资产投资或国有资产投资为主的工程招标项目均应使用工程清单计价方式。定

额计价模式将逐渐过渡到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最终形成单一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 

 

  

https://baike.so.com/doc/5422302-566049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744-5703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12292-574805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814596-703157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67974-69830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26488-14023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26488-14023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21342-67350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3735214-39244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77536-6993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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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工程造价包括建筑工程费和安装工程费。（    ） 

2.安装工程费是指对构成建设项目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工程进行施工，使之达到设计要求

及功能所需要的费用。（    ） 

3.直接费和直接工程费是相同概念。（    ） 

4.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对初步设计概算起控制作用。（    ） 

5.投资估算对初步设计概算只起到参考作用，没有约束力。（    ） 

6.总承包合同不得超过设计总概算的投资额。（    ） 

7.施工图预算应控制在已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投资范围内。（    ） 

8.变电工程不计夜间施工增加费。（    ） 

9.在城区施工的电缆线路工程应计取夜间施工增加费。（    ） 

10.送电线路工程(大跨越工程除外)不能计取夜间施工增加费。（    ） 

11.沿海海岛属于酷热地区。（    ） 

12.在定额规定适用范围内，任何与使用定额有关的单位，不经有关部门的批准或同意，不能任意

编制或改动。（    ） 

13.电力工程业扩项目建设应执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 

14.在工程量清单报价时可参照预算定额，也就是等同于套用预算定额。（    ） 

15.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将逐渐过渡到定额计价模式，最终形成单一的定额计价模式。（    ） 

16.定额计价模式既可用于招投标的工程，也可用于非招投标的工程。（    ） 

17.工程量清单采用工料单价方式计价，定额计价模式采用综合单价方式计价。（    ） 

18.定额计价模式工程量计算和报价风险均由投标人承担。（    ） 

19.工程量清单中的数量已考虑了材料在施工过程中的运输损耗、制作损耗和施工损耗。（    ） 

20.报价前应核对清单项目和工程量，发现差异可以书面形式通过招标答疑会做必要的调整和补充。

（    ） 

21.工程量清单对招标人没有约束力，但对投标人具有约束力。（    ） 

22.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发承包，必须采用定额计价。（    ） 

23.规费和税金必须按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计算，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 

二、单选题 

1. 按照新《电力工程定额价格水平调整办法》规定，今后（    ）将对各册定额的人工费进行各

地区、各年度做价格调整。 

A.半年      B.每年       C.两年       D.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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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大初步设计阶段必须编制（    ）。 

A.估算       B.概算       C.修正概算       D.预算 

3.估算时设备价格依次按（    ）编制。 

A.市场信息价格、编制期限额设计参考造价指标中的价格、编制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格 

B.合同价格、市场信息价格、编制期限额设计参考造价指标中的价格 

C.编制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格、市场信息价格、编制期限额设计参考造价指标中的价格 

D.编制期限额设计参考造价指标中的价格、合同价格、市场信息价格 

4.概、预算时设备价格依次按（    ）编制。 

A.市场信息价格、合同价格、编制期限额设计参考造价指标中的价格、编制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

格 

B.编制期限额设计参考造价指标中的价格、市场信息价格、合同价格、编制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

格 

C.编制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格、编制期限额设计参考造价指标中的价格、市场信息价格、合同价

格 

D.合同价格、市场信息价格、编制期限额设计参考造价指标中的价格、编制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

格 

5. 以下安装工程费中，（    ）为竞争性费用。 

A.税金       B.规费       C.企业管理费       D.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6.材料预算价格是工程所需材料在（    ）的出库价格。 

A.工地仓库或堆放地点       B.供货地点 

C.车站货运仓库             D.项目法人货物仓库。 

7.高海拔地区指平均海拔高度在（    ）米以上的地区。 

A.1000      B.2000      C.3000      D.4000 

8.寒冷地区指北纬（    ）度以北地区。 

A.28      B.38      C.48      D.58 

9.酷热地区指面积在（    ）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地区，以及新疆吐鲁番地区。 

A.0.5      B.1      C.1.5      D.2 

10.招标人（项目法人）独自承担（    ）风险。 

A.工程量量差       B.工程报价       C.不可抗拒自然灾害       D.人员伤亡 

11.工程量清单报价具有（    ）。 

A.个体性       B.普遍性       C.全面性       D.平均性 

12.套用预算定额报价具有（    ）。 

A.个体性       B.普遍性       C.全面性       D.平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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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劳动消耗定额又称（    ）。 

A.人工消耗定额      B.材料消耗定额      C.机械台班消耗定额      D.施工定额 

14.（    ）作为确定工程造价的主要依据，是计算标底和确定报价的主要依据。 

A.劳动定额                 B.施工定额 

C.预算定额                 D.概算定额 

15.以下哪项是以整个构筑物为对象，而规定人工、机械与材料的耗用量及其费用标准（    ）。 

A.概算定额       B.施工定额       C.预算定额       D.概算指标 

16.以下哪项既是企业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依据，又是企业编制施工作业计划的依据（    ）。 

A.概算定额       B.施工定额       C.预算定额       D.概算指标 

17.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发承包，必须采用（    ）计价。 

A.施工定额       B.预算定额       C.概算定额       D.工程量清单 

18.赶工费用按照谁提出谁负担的原则处理，如果是项目法人单位提出的，应从（    ）费中列支。 

A.项目建设管理费      B.生产准备费      C.夜间施工增加费      D.基本预备费 

19.竣工验收前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在（    ）中予以考虑。 

A.施工企业管理费       B.项目法人管理费       C.临时设施费       D.其他费用 

20.装置性材料的现场开箱检查费用由（    ）中考虑。 

A.采购保管费用       B.项目法人管理费       C.企业管理费       D.设备监造费 

三、多选题 

1.工程造价由（      ）组成。 

A.建筑工程费      B.直接费      C.间接费      D.利润      E.税金 

2. 直接工程费是（      ）之和。 

A.人工费      B.材料费      C.主材费      D.施工机械使用费 

3. 以下安装工程费中，（      ）为非竞争性费用。 

A.税金      B.规费      C.企业管理费      D.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4.投标人（承包商）独自承担（      ）风险。 

A.工程量量差      B.工程报价      C.不可抗拒自然灾害      D.人员伤亡 

5.按用途分类，市政工程定额可分为（      ）。 

A.劳动定额      B.施工定额      C.预算定额      D.概算定额      E.概算指标  

6.按执行范围或按主编单位分类，可分为（      ）。 

A.全国统一定额      B.地区定额      C.地区施工定额；   

D.企业施工定额      E.企业定额  

7.计算工程量单价的价格依据包括（      ）。 

A.概算定额      B.人工单价      C.材料价格      D.材料运杂费    E.机械台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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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程量清单计价的特点有（      ）。 

A.满足竞争的需要           B.竞争条件平等         C.有利于工程款的拨付  

D.有利于避免风险           E.有利于建设单位对投资的控制 

9.以下安装工程费中，（      ）为非竞争性费用。 

A. 税金       B.规费        C.企业管理费        D.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10.措施费主要包括以下哪些费用（      ）。 

A.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B.夜间施工增加费      C.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 

D.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E.临时设施费          F.施工机构转移费 

G.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补助费 

11.以下（      ）设备属于不推荐监造设备。 

A.变压器      B.断路器      C.互感器      D.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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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抽样统计分析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抽样调查的方法 

一、基本概念 

（一）数理统计 

数理统计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研究社会和自然界中大量随机现象数量变化基本规律的一种方法。

其主要内容有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试验设计、非参数统计、过程统计等。 

数理统计是以随机现象的观察试验取得资料作为出发点，以概率论为理论基础来研究随机现象。

根据资料为随机现象选择数学模型，且利用数学资料来验证数学模型是否合适,在合适的基础上再研究

它的特点、性质和规律性。 

例如灯泡厂生产灯泡,将某天的产品中抽出几个进行试验。试验前不知道该天灯泡的寿命有多长、

概率和其分布情况。试验后得到这几个灯泡的寿命作为资料,从中推测整批生产灯泡的使用寿命、合格

率等。为了研究它的分布，利用概率论提供的数学模型进行指数分布,求出 F 值,再利用几天的抽样试验

来确定指数分布的合适性。 

常用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有：统计调查表法、分层法、直方图法、控制图法、相关图、因果分析

图法、排列图法等。 

（二）总体、样本、统计量 

研究对象的整个群体称为总体。从总体中选取的一部分称为样本。 

样本是总体的代表和反映，也是统计推断的依据。为了对总体的分布或数字特征进行各种统计推

断，还需要对样本作加工处理，把样本中应关心的事物和信息集中起来，针对不同的问题构造出样本

的不同函数，这种样本的函数我们称其为统计量。  

由样本（X1, X2,…, Xn）所确定的函数 f（X1, X2,…, Xn）称为统计量。 

若（x1, x2,…, xn）是一个样本观测值，则称 f（x1, x2,…, xn）是统计量 f（X1, X2,…, Xn）的一个观测

值。  

显然，统计量不仅是一个随机变量，而且还不含有未知参数。 

例如：设（X1，X2，X3）是由服从正态分布Ｎ（μ,σ2）的总体 X 中抽取的一个容量为3的样本，

其中μ、σ是未知参数，因此(X1+X2+X3)/3-μ， (X1+X2+X3)/σ都不是统计量，而 X1+X2+5， X1
2+X2

2都

是统计量．  

设（X1, X2,…, Xn）是总体 X 中的一个样本，下面是数理统计中常用的几个统计量及其观测值： 

1.样本均值：它是反映数据集中趋势的一项指标。 

https://baike.so.com/doc/409015-433180.html
https://baike.so.com/doc/7682704-79567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52958-5768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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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它的观测值为 

                         （8-2） 

2.样本方差：用来表示一列数的变异程度。 

                （8-3） 

它的观测值为 

                （8-4） 

3.样本标准差：当两种样本资料所用的单位不同时，只要计算出变异系数 S*100%，就可以比较它

们的变异程度。 

                （8-5） 

它的观测值为 

               （8-6） 

（三）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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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又称取样。从欲研究的全部样品中抽取一部分样品单位。其基本要求是要保证所抽取的样品

单位对全部样品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抽样的目的是从被抽取样品单位的分析、研究结果来估计和推断

全部样品特性，是科学实验、质量检验、社会调查普遍采用的一种经济有效的工作和研究方法。 

二、抽样的方法 

（一）抽样调查的作用 

1.对一些不可能或不必要进行全面调查的社会经济现象，可用抽样调查方式解决。 

2.在经费、人力，物力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采用抽样调查方式，可节省开支，争取时效，用比较

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达到满意的调查效果。 

3.抽样调查可对同一现象在不同时间进行连续不断的调查，可随时了解现象发展变化状况。 

4.运用抽样调查对全面调查进行验证。  

5.抽样调查还可运用于企业管理，尤其是产品质量管理，能更好地使企业为生产和市场服务。 

（二）抽样方案设计 

抽样方案设计所谓抽样方案设计，就是从一定总体抽取样本资料以前，预先确定抽样程序和方案，

在保证所抽选的样本对总体有充分代表性的前提下，力求取得最经济最有效的结果抽样方案设计的基

本内容有： 

第一，确定抽样调查的目的、任务和要求； 

第二，确定调查对象（总体）的范围和抽样单位； 

第三，确定抽取样本方法； 

第四，确定必要的样本量； 

第五，对主要抽样指标的精度提出要求； 

第六，确定总体目标量的估算方法， 

第七，制订实施总体方案的办法和步骤。 

（三）抽样的方法 

1.简单随机抽样 

简单随机抽样又称纯随机抽样，它是按照随随机原则，从总体中不加任何分组、划类、排序，直

接地抽取调查样本。每个样本被抽中地概率相等，各个样本完全独立，彼此间无一定地关联性和排斥

性。 

特点：自然性、等概率性 

简单随机抽样的具体方法： 

（1）抽签法。就是给总体的每个单位编号，并做成号签，把号签混合之后，抽取所需单位数，然

后，按照抽中的号码，查对调查单位，加以登记。 

（2）随机数表法。随机数表是将。0-9 十个数字用完全随机顺序排列编制而得的表 

简单随机抽样在实际应用中则有一定局限性，表现在： 

https://baike.so.com/doc/6973841-71965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23117-62361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76838-32429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76838-32429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23117-62361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23117-62361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1952-56182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01030-6314141.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76838-32429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76838-32429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2184399-23113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7476-5572915.html
https://baike.so.com/doc/914740-9669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914740-9669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304602-4508416.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83275-314661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755100-1855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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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一般必须对总体各单位加以编号，而实际所需调查总体往往是十分庞大的，

单位非常多，逐一编号几乎是不可能的； 

2）某些事物无法适用简单随机抽样。 

3）当总体的标志变异程度（方差）较大时，简单随机抽样的代表性就不如经过分层后再抽样的代

表性高。 

4）由于抽出样本单位较为分散，所以调查人力、物力、费用消耗较大。 

因此，这种方式适用于总体单位数不太庞大以及总体分布比较均匀的情况。 

2.等距抽样 

等距抽样又称系统抽样，就是先将总体各单位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然后按一定间隔来抽取样本

单位。 

单位顺序的排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排列顺序与调查项目无关。 

等距抽样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 

（1）运用等距抽样的前提是要有总体每个单位的有关材料，特别是按有关标志排队时，往往需要

有较为详细、具体的相关资料，这是一项很复杂和细致的工作。 

（2）当抽选间隔和被调查对象本身的节奏性（或循环周期）重合时，就会影响调查的精度。 

（3）等距抽样的抽样误差计算较为复杂。 

3.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又称类型抽样，它是先将总体所有单位按某些重要标志进行分类（层），然后在各类（层）

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等距抽样方式抽取样本单位的一种抽样方式。 

（1）等比例抽样，要求各类样本单位数的分配比例与总体单位在各类的分配比例一致。 

（2）非等比例抽样，不受上述条件限制，即有的层可多抽些样本单位，有的层也可少抽些样本单

位。 

4.整群抽样 

如果若干小的抽样单位可组合成一个较大的抽样单位，抽样按大的抽样单位抽取，一旦某个抽样

单位被抽取，则调查其中每个小的抽样单位，这种抽样称为整群抽样。 

整群抽样和其他抽样方式相比，在抽样单位数目相同的条件下抽样误差较大，代表性较低。在抽

样调查实践中，采用整群抽样时，一般都要比其他抽样方式抽选更多的单位，以降低抽样误差，提高

抽样结果的准确程度。 

在大规模的市场调查中，当群内各单位间的差异较大，而各群之间差异较小时，才可考虑采取整

群抽样方式。 

5.多阶段抽样 

调查单位一般不是一次性直接地抽取到的，而是采用两阶段或多阶段抽取的办法，即先抽大的调

查单元，在大单元中抽小单元，再在小单元中抽更小的单元，这种抽样组织方式称为多阶段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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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阶段抽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对抽样单位的抽选不是一步到位的，至少要两步； 

二是组织调查比较方便，尤其对于那些基本单位数多且分散的总体。 

6.非随机抽样技术 

非随机抽样是指抽样时不遵循随机原则，而是按照研究人员主观判断或仅按方便的原则抽选样本。 

（1）方便抽样 

方便抽样又称偶遇抽样，是根据调查者的方便与否来抽取样本的一种抽样方法。 

（2）判断抽样 

判断抽样又称目的抽样，它是凭研究人员的主观意愿、经验和知识，从总体中选择具有典型代表

性样本作为调查对象的一种抽样方法。 

判断抽样选取样本单位一般有两种方法： 

1）选择最能代表普遍情况的调查对象，常以“平均型”或“多数型”为标准。 

2）利用调查总体的全面统计资料，按照一定标准，主观选取样本。 

（3）配额抽样 

配额抽样类似随机抽样中的分层抽样，它也是首先将总体中的所有单位按一定的标志分为若干类

（组），然后在每个类（组）中用方便抽样或判断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单位。 

采用配额抽样，事先要对总体中所有单位按其属性、特征分为若干类型，这些属性、特征称为“控

制特征”。 

按照配额的要求不同，配额抽样可分为“独立控制”和“交叉控制”两种。 

1）独立控制配额抽样 

独立控制配额抽样是根据调查总体的不同特性，对具有某个特性的调查样本分别规定单独分配数

额，而不规定必须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特性的样本数额。 

2）交叉控制配额抽样 

    交叉控制配额抽样是对调查对象的各个特性的样本数额交叉分配。 

（4）雪球抽样 

雪球抽样是以“滚雪球”的方式抽取样本。即通过少量样本单位以获取更多样本单位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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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施工质量数据抽样和统计分析方法 

一、施工质量数据抽样的基本方法 

（一）抽样检验及检验批 

1.抽样检验 

分类：全数检验、抽样检验 

抽样：从总体中抽取部分个体，根据个体的检测结果推断总体质量水平的方法。 

2.检验批 

提供检验的一批产品称为检验批，所包含的数量称为批量。 

一个检验批应当由在基本条件下，并在大约相同的时期内所制造的同形式、同等级、同种类、同

尺寸以及同成分的单位产品所组成。 

3.随机抽检的分类 

计量抽样检验。可以连续取值的数据，属于连续型变量。如重量、强度等。 

计数抽样检验。只能按 0,1,2，……，数列取值计数的数据，属于离散型变量。 

如焊点的不良数、测试坏品数以及合格与否。 

4.抽样方案 

（1）一次抽样检验 

N 表示批量，n 表示抽取个数，C 表示合格判定数（允许的不合格品件数），d 是不合格品数。 

（2）二次抽样检验 

（3）多次抽样检验。三次以上的抽样，对一批产品合格与否进行判断。规定最多允许抽样次数。 

5.抽样检验风险 

第一类风险，弃真错误（对生产方或供货方不利，生产方或供货方风险），将合格批判为不合格批，

概率为α。 

第二类风险，存伪错误（对用户不利，称为用户风险）。将不合格批判为合格批，概率为β。 

两类风险一般控制范围是α=1%～5%；β=5%～10%。 

主控项目，其α、β均不宜超过 5%； 

一般项目，α不宜超过 5%，β不宜超过 10%。 

（二）验收抽样和监督抽样简介 

1.验收抽样检查 

可委托独立供需双方的第三方进行。 

2.监督抽样检查 

监督总体－监督抽样检查的对象，受监督的产品的集合。 

质量监督场合，不合格品分为 ABC 三类，三类分成不同的试验组，按相应的抽样方案分别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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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当所有的试验组都判定可通过时，才可判定监督总体可通过或监督检查合格。 

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质量数据的特征值 

样本数据特征值是由样本数据计算的描述样本质量数据波动规律的指标。 

统计推断就是根据这些样本数据特征值来分析、判断总体的质量状况。 

集中趋势的特征值：两数——算术平均数、中位数。  

离中趋势的特征值：两差一系数——极差、标准偏差、变异系数。 

1.描述数据集中趋势的特征值 

算术平均数。 

（1）总体算术平均数 

（2）样本算术平均数 

2.描述数据离散趋势的特征值 

（1）极差 

极差是数据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是用数据变动的幅度来反映其分散状况的特征值。 

优点——极差计算简单、使用方便。 

缺点——粗略，数值仅受两个极端值的影响，损失的质量信息多，不能反映中间数据的分布和波

动规律。仅适用于小样本。 

（2）标准偏差－标准差或均方差 

个体数据与均值离差平方和的算术平均数的算术根。 

总体的标准差用σ表示，样本的标准差用 S 表示。标准差值小说明分布集中程度高，离散程度小，

均值对总体（样本）的代表性好。 

（3）变异系数 CV 

变异系数又称离散系数，是用标准差除以算术平均数得到的相对数。 

变异系数适用于均值有较大差异的总体之间离散程度的比较。 

3.质量数据的分布特征 

（1）质量数据的特性 

1）个体数值的波动性 

2）总体（样本）分布的规律性 

（2）质量数据波动的原因 

1）正常波动，是偶然原因引起的（偶然正常）： 

随机发生的特点，是不可避免、难以测量和控制的，或者是在经济上不值得消除。 

通常把 4M1E 因素的这类微小变化归为影响质量的偶然性原因、不可避免原因或正常原因。 

2）异常波动，是有系统性原因引起的（系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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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影响质量的 4M1E 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工人未遵守操作规程、机械设备发生故障或过度磨

损、原材料质量规格有显著差异等。 

（三）工程质量统计分析方法 

1.调查方法。调查法是指研究者通过实地面谈、提问调查等方式收集、了解事物详细资料数据，并

加以分析的方法。调查分析法可使用抽样的基本步骤，多以个体为分析单位，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

了解调查对象的有关咨询，加以分析来开展研究。根据调查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可以把调查方法分为

邮递调查、面谈调查、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等；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个案调查法、重点

调查、抽样调查、专家咨询法(德尔菲法、头脑风暴法)等。 

2.分层法。在进行质量因素分析时，有时来自多方面的因素交错在一起，使得数据杂乱无章，无法

直接得出分析结果，因此需要种统计工具把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分开。分层法就是这样一种数据分析

和整理的基本方法，它是将收集来的数据按来源、性质等加以分类，将性质相同、在同条件下的数据

归在一起，从而将总体分为若干层次，分别加以研究。 

3.排列图法。排列图是为寻找主要问题或影响质量的主要原因所使用的图，是用于品质管制分析和

寻找影响质量主原因素的一种工具。其形式为双直角坐标图，左边纵数(如件数金额等)，右边纵坐标表

示频率(如百分比表示)。分折线表示累横坐标，表示影响质量的各项因素，按影响程度的大小(即出现

频数多少)从列。通过对排列图的观察分析可抓住影响质量的主原因素。这种方法实际上不光在质量管

理中，在其他许多管理工作中，例如在库存管理中，都是十分有用的。在品质管制过程中，要解决的

问题很多，但往往不知从哪里着手，但事实上大部分的问题，只要能找出几个影响较大的原因，并加

以处置及控制，就可解决。 

分析步骤： 

（1）选择要进行质量分析的项目。 

（2）选择用于质量分析的度量单位，如出现的次数(频数)、成本、不合格品数、金额或其他度量

单位。 

（3）选择进行质量分析的时间范围。所

选定的时间段应足够长，以使数据具有一定代

表性。 

(4）画横坐标。按质量单位量值递减的顺

序自左向右在横坐标上列出项目，将量值最小

的 1个或几个项目归并为“其他”项，把它放

在最右端。 

（5）画纵坐标。在横坐标的两端画出两

个纵坐标，左边的纵坐标按度量单位规定，其

高度必须与所有项目度量单位的量值和相等，右边纵坐标应与左边纵坐标等高。 

https://baike.so.com/doc/1804691-19084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2572873-2717006.html
https://baike.so.com/doc/861275-9105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765197-809703.html
https://baike.so.com/doc/2137871-22619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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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每个项目上画矩形，其高度表示该项目度量单位的量值，用以显示出每个项目的作用大小。 

（7）由左至右累加每一项目的量值(以百分比表示)，并画出累计频率曲线，用来表示各项目的累

计百分比。 

（8）利用排列图可以确定对质量改进最重要的项目。 

示例如图 8-1 所示。 

4.因果分析图法。因果分析图法又称鱼刺图、树校图，是一种逐步深入研究寻找影响产品质量原因

的方法。由于在实际工程管理过程中，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每一种原因的作用又不同,

往往需要在考虑综合因素时，按照从大到小、从粗到细的方法，逐步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 

因果分析图法的步骤： 

（1）确定要分析的特定问题或事故，写在图的右边，画出主干，箭头指向右端。 

（2）确定造成事故的因素分类项目，如安全管理、操作者、操作对象、环境等，画出大枝。 

（3）将上述项目深入发展，画出中枝并写出原因，一个原因画出一个枝，文字记在线的中枝的上

下。 

（4）将上述原因层层展开，一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5）确定鱼刺图中的主要原因，并标上符号，作为重点控制对象。 

（6）注明鱼刺图的名称。 

5.直方图法。是一种二维统计图表，它的两个坐标分别是统计样本和该样本对应的某个属性的度量。

绘制步骤如下： 

（1）集中和记录数据，求出其最大值和最小值。数据的数量应在 100 个以上，在数量不多的情况

下，至少也应在 50 个以上。 我们把分成组的个数称为组数，每一个组的两个端点的差称为组距。 

（2）将数据分成若干组，并做好记号。分组的数量在 5－12 之间较为适宜。 

（3）计算组距的宽度。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去除组数，求出组距的宽度。 

（4）计算各组的界限位。各组的界限位可以从第一组开始依次计算，第一组的下界为最小值减去

最小测定单位的一半，第一组的上界为其下界值加上组距。第二组的下界限位为第一组的上界限值，

第二组的下界限值加上组距，就是第二组的上界限位，依此类推。 

（5）统计各组数据出现频数，作频数分布表。 

（6）作直方图。以组距为底长，以频数为高，作各组的矩形图。 

6.控制图法。控制图法又叫管理图，是用样本数据来分析判断生产过程是否处于稳定状态的有效工

具，是典型的动态分析法。 

其原理是：产品质量服从正态分布特点——分布中心与质量标准中心 M 重合，散差分布在质量控

制界限之内，表明质量生产过程处于稳定状态。 

按用途分可为分析用控制图和管理(或控制)用控制图两种。分析用控制图是静态的，而管理用控制

图是动态的。按质量数据特点可分计量值控制、计数值数据两种。 

https://baike.so.com/doc/7860514-81346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84489-619745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37162-5675470.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0936-13828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22165-59348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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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控制图的目的是分析判断生产过程是否处于稳定状态。 

稳定状态的两个条件：一是点子几乎全部落在控制界限之内；二是控制界限内的点子排列没有缺

陷。 

异常点子情况包括：链、多侧同次、趋势或倾向、周期性变动、点子排列接近控制界限。 

7.相关图法。相关图法又叫散布图法、简易相关分析法。它是通过运用相关图研究两个质量特性之

间的相关关系，来控制影响产品质量中相关因素的一种有效的常用方法。相关图是把两个变量之间的

相关关系，用直角坐标系表示的图表，它根据影响质量特性因素的各对数据，用小点表示填列在直角

坐标图上，并观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1）相关图的功能：用相关图法，可以应用相关系数、回归分析等进行定量的分析处理，确定各

种因素对产品质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如果两个数据之间的相关度很大，那么可以通过对一个变量的控

制来间接控制另外一个变量。因此，对相关图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肯定或者是否定关于两个变量之

间可能关系的假设。 

（2）两个变量的相关类型：在相关图中，两个要素之间可能具有非常强烈的正相关，或者弱的正

相关。这些都体现了这两个要素之间不同的因果关系。一般情况下，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类型主要有

六种：强正相关、弱正相关、不相关、强负相关、弱负相关以及非线性相关，如图 8-2 所示。 

 

图 8-2   两个变量的六种相关类型 

  

https://baike.so.com/doc/1619152-1711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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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满足随机性的样本称为简单随机样本，又称为样本。（    ） 

2.总体分布图中，分布越分散，样本也很分散；分布越集中，样本也相对集中。（    ） 

3.随机抽样是抽样中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组织形式。（    ） 

4.计件数据一般服从二项式分布，计点数据一般服从泊松分布。（    ） 

5.当一个数据用百分率表示时，该数据类型取决于百分率是否表示到小数点以下。（    ） 

6.样本统计量是样本的函数，是一个随机变量。（    ） 

7.在统计工作中为保证变量的分组不发生混乱，习惯上规定各组一般均只包括本组下限变量的单位，

而不包括上限变量值的单位，这就是上限不在内原则。（    ） 

8.在研究目的一定的条件下，抽样总体和样本是唯一的。（    ）   

9.在抽样调查中，抽样误差是可以避免的。（    ）  

10.过程能力用来度量一个过程满足要求的程度。（    ） 

11.将本来是合格的产品批，通过抽样判定为不合格批，这种错误称为第一类错误，亦称为 “弃 真

错误”。（    ） 

12.考虑到检验成本和批量大小，进行抽样检验比全检更合理。（    ） 

二、单选题 

1.描述样本中出现可能性最大的值的统计量是（    ）。 

A.平均数      B.众数       C.中位数       D.极值 

2.常用于不同数据集的分散程度的比较的统计量是（    ）。 

A.样本极值       B.样本方差       C.样本极差       D.变异系数 

3.组成总体的基本元素称为（    ）。 

A.样本       B.个体       C.单位产品       D.子样 

4.当样品总体很大时，可以采用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这种方法又称为（    ）。 

A.整群抽样       B.分层抽样       C.系统抽样       D.多阶段抽样 

5.如果一个总体是由质量明显差异的几个部分组成，则宜采用（    ）。 

A.整群抽样       B.分层随机抽样       C.系统抽样       D.简单随机抽样 

6.典型调查与抽样调查相比，两者的不同点在于（    ）。 

A.调查组织形式       B.调查方法       C.选择调查单位的方法       D.调查对象 

7.在比较两组数据的离散程度时，不能直接比较两者的方差，因为这两组数据的（    ）。 

A.标准差不同       B.方差不同       C.数据个数不同       D.计量单位不同 

8.将不同地区、部门、单位之间同类指标进行对比所得的综合指标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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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动态相对指标       B.结构相对指标       C.比例相对指标       D.比较相对指标 

9.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使抽样平均误差为原来的 1/3，则样本单位数必须（    ）。 

A.增加到原来的 3 倍       B.增加到原来的 9 倍        

C.增加到原来的 6 倍       D.也是原来的 1/3  

10.在总体内部情况复杂，且各单位之间差异程度大，单位数又多的情况下，宜采用（    ）。 

A.简单随机抽样       B.等距抽样       C.分层抽样       D.整群抽样 

11.某厂产品质量检查，确定按 5%的比率抽取，按连续生产时间顺序每 20 小时抽 1 小时的全部产

进行检验，这种方式是（    ）。 

A.简单随机抽样       B.等距抽样       C.分层抽样       D.整群抽样 

12.计数型抽样方案是用（    ）对批作出判断。  

A.样本中含有的合格品数                 B.样本中含有的不合格品数或不合格数 

C.样本中含有的不合格品数或合格数       D.批质量水平  

13.在抽样检验中，不合格是指（    ）。  

A.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不合格的单位产品 

B.指单位产品的任何一个质量特性未满足规定要求  

C.指单位产品的某一质量特性未满足要求       D.指所有不合格的产品 

三、多选题 

1.反映样本数据的分散程度的统计量常用的有（      ）。 

A.样本均值       B.样本极差       C.标准差       D.变异系数       E.样本方差 

2.下列能够比较两事物差异的统计方法有（      ）。 

A.抽样检验       B.假设检验       C.显著性检验      .方差分析       E.水平对比法 

3.数理统计方法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      ）。 

A.统计调查表法      B.分层法      C.数值分析法      D.直方图法      E.控制图法 

4.分层抽样又称为（      ）。 

A.整群抽样       B.类型抽样       C.分类抽样       D.等距抽样 

5.抽样调查具有（      ）等特点。 

A.随机原则       B.数量方面的推算       C.适用面广        

D.可靠性高       E.误差可以计算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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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熟悉施工方案、质量目标和质量控制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施工方案 

一、施工方案的概念和作用 

施工方案的概念：以分部（分项）工程或专项工程为主要对象编制的施工技术与组织方案，用以

具体指导其施工过程。 

施工方案是编制单位施工组织设计的重点，是整个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核心内容。一个工程

的施工方案往往有多种选择，确定施工方案必须从施工项目的特点和施工条件出发，拟定出各种可行

的施工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技术可行、工艺先进、经济合理的施工方案。 

二、施工方案的基本内容与编制方法 

施工方案的选择应发挥施工单位的技术能力和施工经验，利用成熟的工法和技术专利，结合工程

总体施工进度、设备交付时间及现场条件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施工方案的编制应依据国家及行业

规范、企业标准、设计文件、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及工程实际负责编制一般施工方案或专项施工方案。

施工方案应结合工程的特点、难点以及气候、地质、环境等因素，对特殊施工项目进行分析、研究，

制定有针对性的技术措施。 

（一）主要施工方案(措施)： 

1.土石方开挖、特殊基础施工方案。 

2.大型变压器运输、就位、吊罩检查、大型电气设备干燥、新型母线施工、新型电缆头制作、新型

电气设备安装、特高型铁塔、大跨越、不停电跨越施工电子计算机及新型自动化装置安装、调整试验

等方案。 

3.特殊材料或部件加工制作工艺。 

4.季节性施工技术措施。 

（二）主要施工方案的编制内容可包括： 

1.概况及特点介绍。 

2.施工机械的选用及场地布置。 

3.主要施工方法及工艺流程。 

4.重要设备吊装的力学计算。 

（三）主要施工方案可按下列原则编制： 

1.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经济政策。 

2.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和针对性，体现节能、环保。 

3.安全可靠、易于操作、方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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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新技术。 

5.在满足安全、质量和进度的前提下降低工程成本。 

6.在经济合理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工厂化施工。 

（四）主要施工方案的编制依据如下： 

1.工程施工合同及招、投标文件和已签定的工程技术协议。 

2.厂家及设计院图纸和有关技术资料。 

3.主要设备、材料、机械的技术文件和性能资料。 

4.工程综合进度。 

5.主要设备、材料、施工图交付计划。 

6.重件、大件设备的运输方式、交付地点。 

7.相关的技术工艺标准。 

8.施工环境及气象、水文、地质资料。 

9.类似工程的施工方案及工程技术总结。 

三、施工方案的组织实施 

（一）施工单位负责编制施工方案（措施），按规定报审并组织落实。施工单位依据国家及行业规

范、企业标准、设计文件、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及工程实际负责编制一般施工方案或专项施工方案。一

般施工方案由项目部技术员编制，施工项目部安全、质量管理人员审核，项目总工批准，报监理项目

部审批。专项施工方案由项目总工组织编制，施工单位安全、质量、技术等职能部门审核，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批准，报监理项目部审批。对深基坑、高大模板及脚手架、大型起重机械安拆及作业、重

要的拆除爆破、特高型铁塔、大跨越、不停电跨越施工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的专项施工方案（含安全技术措施）经监理审查后，施工单位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经认证不通过，施工单位修改后应当按照流程重新审批并组织专家论证。经专家论证通过的专项施工

方案报业主项目部审批，业主项目部审核过程中发现方案不符合要求时，退回编制方案重新修改并审

批。 

（二）施工单位严格审查专业分包商的施工方案，按要求审查后报监理项目部审批；对于超过一

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按规定对施工方案组织专家论证，并报监理项目部

审查，业主项目部审批。专业分包商与施工项目部对分包工程施工方案的编审批流程与 1）相同。 

（三）施工方案（措施）执行过程中，如施工方法、机械（机具）、环境等条件发生变化，应及时

对施工方案（措施）进行修订或补充，并按规定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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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质量目标 

一、质量目标的概念和作用 

质量目标是组织在质量方面所追求的目的，是对质量方针的展开，也是组织质量方针的具体体现。

质量目标既要先进，又要可行，便于实施和检查。 

企业质量目标的建立为企业全体员工提供了其在质量方面关注的焦点，同时，质量目标可以帮助

企业有目的地、合理地分配和利用资源，以达到策划的结果。一个有魅力的质量目标可以激发员工的

工作热情，引导员工自发地努力为实现企业的总体目标做出贡献，对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作业效果有

其他激励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质量目标的确定和分解 

质量目标一般依据组织的质量方针制定，通常是对组织的相关职能和层次分别规定质量目标。 

要想使质量目标真正地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管理中起到作用，需要对质量目标涉及到的问题

进行综合考虑，这是质量策划的内容之一。要知道企业的强项和弱项。 

第一，确保质量目标与质量方针保持一致。质量方针为质量目标提供了制定和评审的框架，因此，

质量目标应建立在质量方针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采用从质量方针引出质量目标的方法，即在充分理

解质量方针实质的基础上，将具体目标引出来，如:质量方针是:开拓创新，可以导出在一定时期内找出

新产品作为目标并实现；质量方针是:顾客满意，可以导出顾客满意度、产品下一步目标，等等。 

第二，应充分考虑企业现状及未来的目标。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不用费劲轻松实现，这样的

目标都没有激励作用。应考虑"谋其上，得其中；谋其中，得其下"，以不断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其增值效果。 

第三，深度分析考虑客户和用户等相关市场的要求。要使企业的质量目标具有前瞻性，必须关注

市场的现状和未来，充分考虑客户和用户等一切相关市场的需求和期望，考虑各方的要求是否得到满

足及满足的程度，才能使质量目标有充分的引导作用，并与市场需求相吻合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

步。 

第四，考虑企业管理评审的结果。如果企业已经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并进行了管理评审，那么，

就需要在管理评审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经过对质量目标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审，提出纠正

措施，以改进质量目标，使更有针对性、发展性。 

三、质量目标的编制 

质量目标按时间可分为中长期质量目标、年度质量目标和短期质量目标；按层次可分为企业质量

目标、各部门质量目标以及班组和个人的质量目标；按项目可分为企业的总的质量目标、项目质量目

标和专门课题的质量目标。要制定合理的企业质量目标，首先要明确企业存在什么问题，知道企业的

强项和弱项，针对企业现状和市场未来的前景来制定企业目标。 

第一，找出企业现存的弱项和存在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顾客投诉、质量审核的结果、管理评审结

https://baike.so.com/doc/6467004-66806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1763-56181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22290-5935021.html
https://p1.ssl.qhimg.com/t01d3068801aea5e9e3.png
https://baike.so.com/doc/118969-1256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82165-14611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52748-58653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82757-58954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1709289-18071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9794-4551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9794-4551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820570-867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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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统计分析结果、不合格出现的情况、纠正或预防措施等等来发现企业的问题，找出企业的弱项。

从而找出质量目标所要解决的包括不合格、缺陷、不足和与先进的差距等问题。 

第二，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确定问题的范围。在一个企业中也许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

那些是重要的，必须解决的，我们需要考虑其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将其制定在企业质量目

标当中，同时考虑这些问题所影响的时间、人员以及资源配置情况。从而，将那些对企业影响大的问

题找出来制定质量目标。 

第三，由所存在的问题引导出质量目标。依据企业存在的问题制定的质量目标才具有针对性和挑

战性，才能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我们发现企业产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对

产品进行创新，据此我们可制定出"开发若干新产品"的质量目标；发现产品的合格率较低，可以产生一

个新的合格率水平点；发现企业质量损失率太高，可以制定一个新的质量损失率标准。 

第四，为了使企业质量目标便于实施并真正起到作用，我们制定的质量目标必须满足以下要求：1、

包括满足产品要求所需的内容。即应当包括对产品的不低于顾客和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要求；2、质量

目标应是可测量的。只有这样，质量目标是否完成或完成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得到有效地评价，也才能

对其完成的好坏进行考核；3、质量目标的挑战性。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目标，往往难以有激励作用，

过分保守，就失去了制定质量目标的意义。但是，也不能脱离企业实际情况，而一味定得越高越好。

质量目标要有一定的挑战性，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这样，才能使质量目标成为促进持续改进的动力，

才能实现其"增值"作用。 

四、质量目标的组织实施 

企业质量目标一经制定，就要考虑如何进行实施，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展开，从而使质量目标纵到

底横到边，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将质量目标分解落实到各职能部门和各级人员，使质

量目标更具有操作性，同时，各部门、各级人员只有明确了自己的质量目标，知道了努力的方向，明

白了应该干什么，什么时候干，怎样去干，干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以确保质量目

标的完成。质量目标层层展开以后，各级目标的实现也就保证了企业总质量目标的实现。 

质量目标展开后，具体负责实施的部门及负责人，对每项质量目标应编制实施计划或实施方案。

在活动计划书或措施计划表中，应详细列出实现该项质量目标存在的问题、当前的状况、必须采取的

措施、将要达到的目标、什么时间完成、谁负责执行等等。从而使质量目标的实现步骤一目了然，以

确保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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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程质量控制的基本知识 

一、工程质量的概念和影响因素 

工程质量是指工程项目满足建设单位需要，符合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规定的综

合特性。 

从产品功能或使用价值看，工程项目的质量特性通常体现在可用性、可靠性、经济性、与环境的

协调性及建设单位所要求的其他特殊功能等方面， 

工程质量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影响因素多。工程质量受到各种自然因素、技术因素和管理因素的影响，如:地形、地质、

水文、气象等条件，规划、决策、设计、施工等程序，材料、机械、施工方法、人员素质、管理制度

和措施等因素，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工程质量。 

（二）波动大。由于工程项目具有单件性，影响因素多，因此，工程项目质量容易产生波动，而

且波动比较大。 

（三）隐蔽性强。在工程项目施工中，由于工序交接较多，中间产品、隐蔽工程多，质量存在较

强的隐蔽性。如果不进行严格的检查监督，不及时发现不合格项并进行处理，完工后仅从表面进行检

查，很难发现内在质量问题。 

（四）终检的局限性。由于工程项目建成后不能拆解，因此在终检时无法对隐藏的内在质量进行

检查和检测，工程项目的终检存在定的局限性。 

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即人(Man)、材料(Material)、机械（Machline）、

方法（Method）和环境(Environment)简称为 4M1E 因素。 

1.人员素质。人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 也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决策者、管理者、操作者，人员的素

质，都将直接和间接地对规划、决策、勘察、设计和施工的质量产生影响。 

因此，电力建设行业实行经营资质管理和各类专业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是保证人员素质的重要

管理措施。 

2.工程材料。工程材料选用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格、材质是否经过检验、保管使用是否得当等等，

都将直接影响建设工程的结构刚度和强度，影响工程外表及观感，影响工程的使用功能，影响工程的

使用安全。 

3.机械设备。机械设备可分为两类:一是指组成工程实体及配套的工艺设备和各类机具，它们构成

了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或工业设备安装工程，形成完整的使用功能。二是指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机具

设备，简称施工机具设备，它们是施工生产的手段。机具设备对工程质量也有重要的影响。工程用机

具设备其产品质量优劣，直接影响工程使用功能质量。施工机具设备的类型是否符合工程施工特点，

性能是否先进稳定，操作是否方便安全等，都将会影响工程项目的质量。 

4.工艺方法。在工程施工中，施工方案是否合理，施工工艺是否先进，施工操作是否正确，都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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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大力推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不断提高工艺技术水平，是保证

工程质量稳定提高的重要因素。 

5.环境条件。环境条件是指对工程质量特性起重要作用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工程技术环境、工

程作业环境、工程管理环境、周边环境等 4 个条件。环境条件往往对工程质量产生特定的影响。加强

环境管理，改进作业条件，把握好技术环境，辅以必要的措施，是控制环境对质量影响的重要保证。 

二、工程质量控制的基本原理 

工程质量控制是指为确保工程项目质量特性满足要求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

活动。 

工程质量控制的内容是“采取的作业技术和活动”，这此活动包括:确定控制对象、规定控制标准、

制定控制方法、明确检验方法和手段、实际进行检验、分析说明差异原因、解决差异问题。通过提高

工作质量来提高工程项目质量，使之达到工程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 

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可采用 PDCA 循环原理，PDCA 循环是人们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从实践论的角度看，管理就是确定任务目标，并按照 PDCA 循环原理来实现预期目标，由

此可见 PDCA 是目标控制的基本方法。 

（一）计划 P(Plan)。可以理解为质量计划阶段，明确质量目标并制订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在建

设工程项目的实施中，“计划”是指各相关主体根据其任务目标和责任范围，确定质量控制的组织制度、

工作程序、技术方法、业务流程、资源配置、检验试验要求、质量记录方式、不合格处理、管理措施

等具体内容和做法的文件，“计划”还须对其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行性、有效性、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

证，按照规定的程序与权限审批执行。 

（二）实施 D (Do)。包含两个环节，即计划行动方案的交底和按计划规定的方法与要求展开工程

作业技术活动。计划交底的目的在于使具体的作业者和管理者，明确计划的意图和要求，掌握标准，

从而规范行为，全面地执行计划的行动方案，步调一致地去努力实现预期的目标。 

（三）检查 C (Check)。指对计划实施过程进行各种检查，报告作业者的自检、互检和专职管理者

的专检。各类检查都包含两大方面:一是检查是否严格执行了计划的行动方案，实际条件是否发生了变

化，不执行计划的原因；二是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即产出的质量是否达到标准的要求，并对此进行

确认和评价。 

（四）处置 A (Action)。对于质量检查所发现的质量问题或质量不合格，及时进行原因分析，采取

必要的措施，予以纠正，保持质量形成处于受控状态。处理分纠偏和预防两个步骤。前者是采取应急

措施，解决当前的质量问题；后者是信息反馈管理部门，反思问题症结或计划的不周，为今后类似问

题的质量预防提供借鉴。 

1.工程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 

工程质量控制需遵循下列原则： 

（1）坚持质量第一。工程项目目标包括质量、造价和进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将工程质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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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位，工程质量是一切工程项目的生命线，不能用降低质量要求的办法来加快工程进度和降低工

程造价。 

（2）坚持以人为核心。人的工作质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工程项目质量，因此，应提高人的工

作质量来保证工程项目质量。 

（3）坚持预防为主。工程项目质量是设计、施工出来的，而不是检查出来的，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应以预防为主，加强事前控制，不能被动地等待质量问题出现后再采取措施加以处理，以免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 

2.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1）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 

ISO 9000 质量管理标准 

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是由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TC176 (质量管理体系技术委员会)制定的质量管

理国际标准。该标准包括 4 项核心内容： 

A.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B.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C.ISO 9004 《质量管理体系业绩改进指南》; 

D.ISO 19011 《质量和(或)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是指按照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在组织中所建立的一种着重于质

量管理方面的管理体系。 

ISO 9000 质量管理标准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控制的思想，即对产品形成的全过程——从

采购原材料、加工制造到最终产品的销售、售后服务进行控制。只有对产品形成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并

达到过程质量要求，最终产品的质量才能有保证。其二是预防的思想。通过对产品形成的全过程进行

控制以及建立并有效运行自我完善机制达到预防不合格，从根本上减少消除不合格产品。 

②ISO 9000 质量管理原则，为了确保质量目标的实现，ISO 9000 标准中明确了以下八项质量管理

原则: 

A.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组织依存于其顾客，组织应理解顾客当前和未来的需求，足顾客要求并争

取超越顾客期望。 

B.领导作用。领导者要想指挥和控制一个组织，必须做好确定方向、策划未来、激励员工、协调

活动和营造一个良好内部环境等工作。 

C.全员参与。各级人员是组织之本，只有他们的充分参与，才能使他们的才干为组织带来收益。

过程方法。将活动和相关的资源作为过程进行管理，可以更高效地得到期望的结果。 

E.管理的系统方法。将质量管理体系作为一个大系统，对组成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过程加以识别、

理解和管理，以实现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F.持续改进。进行质量管理的目的就是保持和提高产品质量，没有改进就不可能提高。持续改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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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满足要求能力的循环活动，通过不断寻求改进机会，采取适当的改进方式，重点改进产品的特性

和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G.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对数据和信息的逻辑分析或直觉判断是有效决策的基础。以事实为依据

进行决策，可以防止决策失误。 

H.与供方互利的关系。供方提供的产品将对组织向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产生重要影响，能否处理

好与供方的关系，影响到组织能否持续稳定地向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 

③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对于保证工程项目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需要经历策划与总

体设计、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编制两个阶段。 

A.质量管理体系的策划与总体设计。组织领导(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策划，满足

组织确定的质量目标要求及质量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在对质量管理体系的变更进行策划和实施时，

应保持管理体系的完整性。通过对质量管理体系的策划，确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要采用的过程方法模

式，从组织的实际出发进行体系的策划和设计。 

B.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制。应在满足标准要求、确保控網质量、提高组织全面管理水平的情况

下，建立一套高效、简单、实用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质量手册、质量管理体

系程序文件、质量计划、质量记录等。 

C.质量手册。质量手册是组织质量工作的“基本法”，是组织最重要的质量法规性文件。质量手册

应闸述组织的质量方针，概述质量管理体系的文件结构并能反映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总貌，起到总体

规划和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的作用。 

D.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是质量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质量手册的具体展开和有力支撑。

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的范围和详略程度取决于组织的规模、产品类型、过程的复杂程度、方法和相

互作用以及人员素质等因素。对每个质量管理程序来说，都应需要明确何时、何地、何人、做什么、

为什么、怎么做(即 5WIH)，应保留什么记录。质量管理程序应至少包括 6 个程序即:文件控制程序、质

量记录控制程序、内部质量审核程序、不合格控制程序、纠正措施程序、预防措施程序。 

E.质量计划。是对特定的项目、产品、过程或合同，规定由谁及何时应使用哪些程序相关资源的文

件。质量手册和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所规定的是各种产品都适用的通用要求和方法。但各种特定产品都

有其特殊性，质量计划是一种工具，将某产品、项目或合同的特定要求与现行的通用的质量管理体系

程序相连接。质量计划在组织内部作为一种管理方法，使产品的特殊质量要求能通过有效措施得以满

足。在合同情况下，组织使用质量计划向顾客证明其如何满足特定合同的特殊质量要求，并作为顾客

实施质量监督的依据。产品(或项目)的质量计划是针对具体产品(或项目)的特殊要求，以及应重点控制

的环节所编制的对设计、采购、制造、检验、包装、运输等的质量控制方案。 

F.质量记录。是闻明所取得的结果或提供所完成活动的证据文件。质量记录是产品质量水平和组织

质量管理体系中各项质量活动结果的客观反映，应如实加以记录，用以证明达到了合同所要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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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并证明对合同中提出的质量保证要求于以满足的程度。如果出现偏差，质量记录应反映针对不

足之处采取了哪些纠正措施。质量记录应字迹清渐、内容完整，并按所记录的产品和项目进行标识，

记录应注明日期并经授权人员签字、盖章或作其他审定后方能生效。 

为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要做到两个到位:一是认识到位；二是管理考核到位。 

（2）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GB/T 50430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GB/T 50430 是建设部为了加强工程建设施工企业的质量管理

工作，规范施工企业从工程投标、施工合同的签订、施工现场勘测、施工图纸设计、编制施工相关作

业指导书、人机料进场、施工过程管理及施工过程检验、内部竣工验收、竣工交付验收、档案移交人

员离场、保修服务等一系列流程而起草的标准，其目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和落实质量责任，提高企业自

律和质量管理水平，促进施工企业质量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作为施工企业质量管理的第一个管理性规范，具有先进性、指导性、灵活性等特点，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①基本思想与 ISO 9000 系列标准保持一致，在内容上全面函盖了 ISO 9000 标准的要求。 

②在条文结构安排上充分体现了施工企业管理活动特点，突出了过程方法和 PDCA 思想 

③结合施工行业管理特点，在 1S0 9001 标准基础上又提出了诸多进一步要求。 

④本土化、行业化特点突出，语言简洁明了，便于企业贯初实施 

⑤与我国施工行业现行管理模式保持一致，施工企业在贯时不仅不会增加负担反而因减少了由于

企业对 IS0 9000 标准的误解产生的形式化操作，而减轻负担。 

⑥紧密结合当前我国已发布的建设管理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以便通过该规范的实施推动工程建

设管理法制化的进程。 

⑦标准的编制从与工程质量有关的所有质量行为的角度即“大质量”的概念出发，全面覆盖企业

所有质量管理活动 

⑧是对施工企业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并不是企业质量管理的最高水平。鼓励企业根据自身发展

的需要进行管理创新，如实施卓越绩效模式等，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工程质量控制的基本方法 

(一)工程质量控制的主体与阶段 

1.工程质量控制的主体 

工程质量按其实施主体不同，分为自控主体和监控主体。前者是指直接从事质量职能的活动者，

后者是指对他人质量能力和效果的监控者，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政府的工程质量控制。政府属于监控主体，它主要是以法律法规为依据，通过抓工程报建、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施工许可、材料和设备准用、工程质量监督、重大工程工验收备案等主要环节

进行的。 

    （2）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工程监理单位属于监控主体，它主要是受建设单位的委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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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全过程进行的质量监督和控制，包括物察设计阶段质量控制、施工阶段质量控制，

以满足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的要求。 

（3）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控制，助察设计单位属于自控主体，它是以法律、法规及合同为依据，

对察设计的整个过程进行控制，包括工作程序、工作进度、费用及成果文件所包含的功能和使用价值，

以满足建设单位对物察设计质量的要求。 

（4）施工单位的质量控制。施工单位属于自控主体，它是以工程合同、设计图纸和技术规范为依

据，对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交付阶段等施工全过程的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进行的控制，

以达到合同文件规定的质量要求。 

2.工程质量控制的阶段 

从工程项目的质量形成过程来看，要控制工程项目质量，就要按照建设过程的顺序依法控制各阶

段的质量： 

（1）项目决策阶段的质量控制，选择合理的建设场地，使项目的质量要求和标准符合投资者的意

图，并与投资目标相协调；使建设项目与所在的地区环境相协调，为项目的长期使用创造良好的运行

环境和条件。 

（2）项目勘察设计阶段的质量控制。勘察设计是将项目策划决策阶段所确定的质量目际和水平具

体化的过程，会直接影响整个工程项目造价和进度目标的实现。在工程勘察设计工作中，察是工程设

计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勘察资料不准确，会导致采用不适当的地基处理或基础设计，不仅会造成工程

造价的增加，还会使基础存在隐患。工程设计是整个工程项目的灵魂，是工程施工的依据，工程设计

中的技术是否可行、工艺是否先进、经济是否合理、结构是否安全可靠等，决定了工程项目的适用性、

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和对环境的影响。由此可见，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管理，是实现建设工程项目

目标的有力保障。 

（3）工程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工程施工阶段是工程实体最终形成的阶段，也是最终形成工程产

品质量和工程项目使用价值的阶段。因此，施工阶段质量管理是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重点。 

（二）工程施工阶段质量控制 

1.工程施工阶段质量控制的系统过程 

工程施工阶段质量管理根据施工阶段工程实体质量形成的时间段可划分为施工准备控制(事前控

制)、施工过程控制(事中控制)、竣工验收控制(事后控制)。 

施工准备质量控制是指在各工程对象正式施工活动开始前，对各项准备工作及影响质量的各因素

和有关方面进行的质量管理。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是指对施工过程中进行的所有与施工过程有关各方面

的质量管理，也包括对施工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工序或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质量管理。竣工验收控制

是指对通过施工过程所完成的具有独立功能和使用价值的最终产品(单位工程、单项工程或整个工程项

目)及其有关方面(如工程文件等)的质量管理。 

2.工程施工阶段质量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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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阶段质量控制分为两个阶段:施工准备阶段和施工阶段，施工准备阶段的质量控制主要包

括: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施工组织设计(质量计划)的审查、施工生产要素配置质量审查和开工申请审

查。 

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主要包括:作业技术交底，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中间产品质量控制，分部分项、

隐蔽工程质量检查和工程变更审查。施工现场质量管理应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健全的质量管理体

系、施工质量检验制度和综合施工质量水平考核制度。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建立必要的质量责任

制度，电力建设工程的质量控制应为全过程的控制建设工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质量控制。 

电力建设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建筑构配件、器具和设备应进场验收。凡涉及安全、功能、节能

的重要材料、产品，应按各专业工程施工规范、质量验收规范和设计要求的规定进行复检，并应经监

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专业技术负责人检查认可。 

各施工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施工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验。未经监理工程

师或建设单位专业技术负责人检查认可，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各专业工种之间的相关工序就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记录。 

(三)工程质量控制的依据 

工程质量控制的依据有工程合同文件，设计文件，国家及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质量管理方面

的法律、法规性文件以及专门技术法规 

(四)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的方法 

1)施工质量控制的技术活动施工质量控制的技术活动包括:确定控制对象、规定控制标准、制定控

制方法、明确验方法和手段、实际进行检验、分析说明差异原因、解决差异间题。 

2)施工现场质量检查方法施工现场质量检查的方法主要有目测法、实测法和试验法等。 

1.目测法。凭借感官进行检查，也称观感质量检验。其手段可概括为“看、摸、敲、照”。看，就

是根据质量标准要求进行外观检查。摸，就是通过触摸手感进行检查、鉴别。敲，就是运用敲击工具

进行音感检查。照，就是通过人工光源或反射光照射，检查难以看到或光线较暗的部位。 

2.实测法。就是通过实测数据与施工规范、质量标准的要求及允许偏差值进行对照以此判断质量是

否符合要求。其手段可概括为“靠、量、吊、套”。靠，就是用直尺、塞尺检查诸如墙面、地面等的平

整度。量，就是指用测量工具和计量仪表等检查断面尺寸、轴线、标高、湿度、温度等的偏差。吊，

就是利用托线板以及线锤吊线检查垂直度。套，是以方尺套方，轴以塞尺检查。 

3.试验法。指通过进行现场试验或试验室试验等理化试验手段，取得数据，分析判断质量情况。包

括:力学性能试验、物理性能试验、无损测试等。 

(五)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点的确定 

质量控制点是指为了保证作业过程质量而确定的重点控制对象、关键部位或薄弱环节。 

设置质量控制点是保证达到施工质量要求的必要前提，在拟定质量控制工作计划时，应予以详细

地考虑，并以制度来保证落实。对于质量控制点，一般要事先分析可能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再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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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制定对策和措施进行预控。 

1.选择质量控制点的一般原则 

是否设置为质量控制点，主要是视其对质量特性影响的大小、危害程度以及其质量保证的难

度大小而定。应当选择那些保证质量难度大、对质量影响大或者发生质量问题时危害大的对象作

为质量控制点: 

（1）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工序或环节以及隐工程； 

（2）施工中的薄弱环节，或质量不稳定的工序、部位或对象； 

（3）对后续工程施工或对后续工序质量或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工序、部位或对象； 

（4）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部位或环节； 

（5）施工上无足够把握的、施工条件困难的或技术难度大的工序或环节； 

质量控制点的选择要准确、有效。为此，一方面需要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进行选择，另一方

也要集思广益，集中群体智慧由有关人员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选择时要根据对重要的质

量特性进行重点控制的要求，选择质量控制的重点部位、重点工序和重点的质量因素作为质量控制点，

进行重点控制和预控，这是进行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 

2.重点控制的对象 

质量控制点的选择要准确、有效，要根据对重要质量特性进行重点控制的要求，可作为质量控制

点中重点控制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人的行为、②物的质量与性能、③关键的操作与施工

方法、④施工技术参数、⑤施工顺序、⑥技术间歇、⑦易发生或常见的质量通病、⑧)新工艺、新技术、

新材料的应用、⑨易发生质量通病的工序和⑩特殊地基或特种结构。 

(六)工程质量问题及事故处理 

凡是工程质量不合格，必须进行返修、加固或报废处理，由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低于 5000 元的称

为工程质量问题；直接经济损失在 5000 元及以上的称为工程质量事故。 

1.工程质量问题的处理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项目监理机构如发现工程项目存在不合格质量问题，就根据其性质和严重程

度按如下方式处理：当施工而引起的质量问题在萌芽状态时应及时制止，并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更换不

合格材料、设备或不称职人员，或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改变不正确的施工方法和操作工艺；当因施工而

引起的质量问题已出现时，应立即要求施工单位对质量问题进行补救处理，并采取足以保证施工质量

的有效措施后，报告项目监理机构；当某道工序或分项工程完工以后出现不合格项时，应要求施工单

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予以整改。项目监理机构应对其补救方案进行确认，跟踪处理过程，对处理结果

进行验收，否则，不允许进行下道工序或分项工程的施工。 

2.工程质量事故 

工程质量事故的分为一般质量事故、严重质量事故、重大质量事故和特别重大质量事故。 

一般质量事故。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一般质量事故:①直接经济损失在 5000 元(含 5000 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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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满 5 万元的；②影响使用功能和工程结构安全，造成永久质量缺陷的。 

严重质量事故。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严重质量事故:①直接经济损失在 5 万元(含 5 万元)以上，

不满 10 万元的；②严重影响使用功能或工程结构安全，存在重大质量隐患的；③事故性质恶劣或造成

2 人以下重伤的。 

重大质量事故。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重大质量事故:①工程倒塌或报废；②由于质量事故，造

成人员死亡或重伤 3 人以上；③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 

特别重大事故。一次死亡 30 人及其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达 500 万元及其以上，或其他性质特别

严重的，均属特别重大事故。 

工程质量验收 

（1)工程质量验收的层次及内容 

    电力建设工程质量验收应划分为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单位(子

单位)工程的划分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①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建筑物及构筑物为一个单位工程 

②电力建设规模较大的单位工程，可将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部分为一个子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是单位工程的组成部分，应按下列原则划分： 

①分部工程的划分可按专业性质、工程部位或特点、功能、工程量确定。 

②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工艺特点、施工程序、专业系统及类别等将分部

工程划分为若干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是分部工程的组成部分，由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组成，按主要

工种、材料、施工工艺、设备类别等进行划分。检验批可根据施工、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的需要进行

划分。施工单位应会同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根据国家、行业相关规程规范标准的要求划分分部工程、分

项工程和检验批。 

电力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①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②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③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专业技术负责人进行验收，并应形

成验收文件，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④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单位工程的验收人员应具备工程建设相

关专业的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并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相关专业的工作经历，参加单位工程验收的

签字人员应为各方项目负责人。 

⑤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对涉及结构安全、使

用功能、节能、环境保护等重要分部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⑥承担见证取样检测及有关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项目的检测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 

⑦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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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符合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②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③符合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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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施工方案是编制单位施工组织设计的重点，是整个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核心内容。（    ） 

2.施工方案的概念：以单位工程为主要对象编制的施工技术与组织方案，用以具体指导其施工过程。

（    ） 

3.专项施工方案由项目总工组织编制，施工单位安全.质量.技术等职能部门审核，施工单位技术负

责人批准，报监理项目部审批。（    ） 

4.施工方案（措施）执行过程中，如施工方法.机械（机具）.环境等条件发生变化，不必对施工方

案（措施）进行修订或补充，并按规定进行审批。（    ） 

5.一个有魅力的质量目标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引导员工自发地努力为实现企业的总体目标做

出贡献，对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作业效果有其他激励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 

6.工程质量是指工程项目满足建设单位需要，符合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规定的综合

特性。（    ） 

7.从产品功能或使用价值看，工程项目的质量特性通常体现在可用性.可靠性.经济性.与环境的协调

性及建设单位所要求的其他特殊功能等方面。（    ） 

8.工程质量控制是指为确保工程项目质量特性满足要求而进行的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活动。（    ） 

9.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归纳起来为：人.材料.机械.方法和环境。（    ） 

10.工程质量验收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    ） 

11.以若干单位工程组成的群体工程或特大型项目为主要对象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是施工组织总设

计。（    ） 

12.施工方案是指导施工活动的全局性文件。（    ） 

13.施工方案中不包括施工进度计划。（    ） 

二、单选题 

1.影响施工项目质量的主要因素不包括（    ）因素。  

A.人      B.机械设备       C.环境       D.竣工结算 

2.工程质量是在施工单位按合格质量标准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由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组织有关单位.人员进行检验确认验收。这种评价方法体现了“（    ）”的指导思想。 

A.验评同步.强化验收.完善手段.过程控制 

B.验评同步.强化验收.完善手段.结果控制 

C.验评分离.强化验收.完善手段.过程控制 

D.验评分离.强化验收.完善手段.结果控制 

3.PDCA 循环中的“检查”具体包括作业者的自检.（    ）和专职管理者专检。 

https://baike.so.com/doc/6467004-66806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1763-5618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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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抽检       B.互检       C.随机检查       D.全面检查 

4.（    ）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及设备

进行检验。 

A.建筑施工企业                B.工程建设单位 

C.工程监理单位                D.工程设计单位 

5.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及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    ）。 

A.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企业重新检验        B.不得使用 

C.可以降级使用                        D.不影响使用 

6.施工单位对建筑材料.构配件及设备等进行进场检验，（    ）。 

A.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    B.只要书面记录不需要签字 

C.只要签字不需要记录              D.不需要记录签字 

7.承包商按照监理工程师的指示对已隐蔽的工程部位进行剥露后的重新检验。该工程部位隐蔽前曾

得到监理人的质量认可，但重新检验后发现质量未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则全部剥露.修改.重新隐蔽的

费用的损失和工期处理为（    ）。 

A.费用和工期损失全部由业主承担 

B.费用和工期损失全部由承包商承担 

C.费用由承包商承担，工期给予顺延 

D.工期不予顺延，但费用由业主给予补偿 

8.已竣工工程交付使用之前应由（    ）负责成品保护工作。 

A.建设单位       B.施工单位       C.监理单位       D.协商解决单位 

9.（    ）是组织质量工作的“基本法”，是组织最重要的质量法规性文件。 

A.质量方针       B.质量目标       C.质量手册       D.程文序件 

10.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单位(子单位)工程,（    ）。 

A.严禁验收       B.严禁使用       C.必须拆除       D.必须编制安全预案 

11.下列哪项不能体现工程项目质量的可用性（    ）。 

A.平面布置合理性                         B.空间布置合理性 

C.建筑物理功能                           D.造型与美观 

12.下列不属于影响工程施工质量的环境条件的是（    ）。 

A.现场施工环境      B.自然环境条件      C.工程技术条件      D.施工组织设计 

13.（    ）是工程实体最终形成的阶段。 

A.工程预算阶段             B.项目决策阶段 

C.工程勘察设计阶段         D.工程施工阶段 

14.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    ）通知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专业技术负责人进行验收，并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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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验收文件，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A.建设单位       B.施工单位       C.监理单位       D.协商解决单位 

16.下列不属于施工现场质量检查方法的是（    ）。 

A.目测法       B.实测法       C.试验法       D.物理法 

1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现场检测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实施 

B.总包单位负责其合同范围内施工现场检测工作的实施 

C.分包单位负责施工现场检测工作的整体组织管理和实施 

D.施工单位不可自行进行检测，只有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18.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施工组织总设计按编制对象划分的是（    ）。 

A.施工组织总设计                        B.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C.单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D.施工方案 

20.下列选项中，属于重大质量事故（    ） 

A.直接经济损失在 5 万元(含 5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 

B.一次死亡 30 人及其以上 

C.由于质量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或重伤 3 人以上 

D.事故性质恶劣或造成 2 人以下重伤的 

三、多选题 

1.工程施工阶段质量管理根据施工阶段工程实体质量形成的时间段可划分为（      ）。 

A.组织和协调       B.事前控控       C.事中控制       D.事后控制 

2.主要施工方案的编制内容可包括（      ）。 

A.概况及特点介绍 

B.施工机械的选用及场地布置 

C.主要施工方法及工艺流程 

D.重要设备吊装的力学计算 

3.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有（      ）。 

A.人       B.材料       C.机械       D.方法       E.理化性能 

4.质量目标按时间可分为中长期质量目标.年度质量目标和短期质量目标（      ） 

A.企业质量目标      B.中长期质量目标      C.年度质量目标      D.短期质量目标 

5.工程质量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 

A.影响因素多       B.协调性好       C.波动大 

D.隐蔽性强         E.终检存在局限性 

6.工程质量控制需遵循下列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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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坚持安全第一       B.坚持以人为核心 

C.坚持预防为主       D.坚持质量第一 

7.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      ）。 

A.质量手册                B.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 

C.总体设计                D.质量计划               E.质量记录 

8.下列属于监控主体的是（      ）。 

A.政府                        B.监理单位 

C.勘察设计单位                D.施工单位               E.建设单位 

9.是否设置为质量控制点，主要是视其对质量特性影响的大小.危害程度以及其质量保证的难度大

小而定。应当选择那些保证质量难度大.对质量影响大或者发生质量问题时危害大的对象作为质量控制

点。下列哪些需设置为质量控制点（      ） 

A.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工序或环节以及隐蔽工程 

B.施工中的薄弱环节，或质量不稳定的工序.部位或对象 

C.对后续工程施工或对后续工序质量或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工序.部位或对象 

D.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部位或环节 

E.施工上无足够把握的.施工条件困难的或技术难度大的工序或环节 

10.主要施工方案编制的基本原则包括（      ）。 

A.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和针对性，体现节能.环保 

B.安全可靠、易于操作、方便施工 

C.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经济政策 

D.在满足安全、质量和进度的前提下降低工程成本 

E.应用新技术 

11.工程质量事故的分为（      ）。 

A.特别重大质量事故       B.严重质量事故 

C.重大质量事故           D.一般质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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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岗位知识 

第十章 标准的基本概述 

第一节 标准员基本知识 

一、标准员的概念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队伍素质是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关键因素。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建设行业开展关键岗位培训考核持证上岗工作，先后开展了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等

岗位培训考核，对于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促进施工现场规范化管理，保证工程

安全和质量，推动建设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建设工程呈现出功能要求多样化、城市建设立体化、

交通工程快速化、工程设施大型化等趋势，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要求周边环境，结构布置，与水、电、

煤气供应，室内温、湿度调节控制等现代化设备相结合，而不满足于仅要土木工程提供“徒有四壁”、

“风雨水浸”的房屋骨架。由于电子技术、精密机械、生物基因工程、航空航天等高技术工业的发展，

许多工业建筑提出了恒湿、恒温、防微振、防腐蚀、防辐射、防磁、无微尘等要求，并向跨度大、分

隔灵活、工厂花园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城市人口密度迅速加大，造成城市用地

紧张，交通拥挤，地价昂贵，这就迫使房屋建筑向髙层发展，使得高层建筑的兴建几乎成了城市现代

化的标志。铁路运输在公路、航空运输的竞争中也开始快速化和高速化。大型的水利工程、交通枢纽

工程不断涌现。这些项目建设都对现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现场管理人员具有更髙的素质。 

同时，工程建设标准作为工程建设活动的技术依据，随着大量新技术、新材料的涌现，数量不断

增加，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并且工程建设标准中对工程安全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髙，对保护环境、保

障人身健康、维护市场秩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这就客观要求工程建设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标准，

方能保证工程安全质量、保障公众利益。但是近些年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各地方对工程项目

检査的情况看，不严格执行标准的情况依然存在，特别是近些年来发生的建筑工程安全质量事故，绝

大部分事故是由于没有严格执行标准造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核心的问题是缺

乏行之有效的标准实施与监督机制。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现场设立了标准员岗位，在行业

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JGJ/T 250-2011)中规定了标准员的岗位职责、职

业能力标准和职业能力评价要求，该标准规定，标准员是在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从事工程建设

标准实施组织、监督、效果评价等工作专业人员。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JGJ/T 250-2011)中对标准员给出的上述定义，也



 245 

是从标准员的主要工作任务角度对标准员职业做出的概括性描述。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标准员与施工

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等一样，是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的专业人员，各项工作是围绕工程施工

展开的，但标准员的主要工作内容与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有很大区别，主要从事工程建

设标准实施组织、监督、效果评价等，但这些工作又与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等有着密切

的联系，因为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等岗位人员的很多工作是依据标准开展的，最典型的

就是质量员，建筑工作质量管理是离不开标准的，可以说标准员与其他几大员的工作既有联系，也有

分工，各有侧重。另外，标准员需要掌握各方面的标准，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二、标准员的工作职责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JGJ/T 250—2011)中规定了标准员的主要工作职责，

共有 5 类，12 项职责，主要有： 

（一）标准实施计划 

这类职责主要要求标准员在工程项目施工准备阶段，全面收集所承担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应执行

的标准，并做好落实标准的相关措施与制度，职责包括： 

—参与企业标准体系表的编制。 

一负责确定工程项目应执行的工程建设标准，编列标准强制性条文，并配置标准有效版本。 

—参与制定质量安全技术标准落实措施及管理制度。 

（二）施工前期标准实施 

这类职责主要要求标准员在工程项目施工准备过程中，通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以及将标准中的

要求落实到相关的管理措施及管理制度，为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标准打下基础，主要职责包括： 

1.负责组织工程建设标准的宣贯和培训。 

2.参与施工图会审，确认执行标准的有效性。 

3.参与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施工质量计划、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计划，确认执行标

准的有效性。 

（三）施工过程标准实施 

这类职责主要要求标准员在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通过交底、对标准实施进行跟踪、验证以及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等工作，促进标准准确实施，主要职责包括： 

1.负责建设标准实施交底。 

2.负责跟踪、验证施工过程标准执行情况，纠正执行标准中的偏差，重大问题提交企业标准化委员

会。 

3.参与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调査，分析标准执行中的问题。 

（四）标准实施评价 

这类职责要求标准员通过开展标准实施评价，收集工程技术人员对标准的意见、建议，为改进标

准化工作提供支持，主要指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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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负责汇总标准执行确认资料、记录工程项目执行标准的情况，并进行评价。 

一负责收集对工程建设标准的意见、建议，并提交企业标准化委员会。 

（五）标准信息管理 

这项职责要求标准员负责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的信息管理，当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很多地方围绕标准实施开发了施工过程的信息管理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制定了建设领域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标准的实施是各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基础，因此，规定了

标准员的这项职责。 

三、标准员应具备的专业技能 

（一）能够组织确定工程项目应执行的工程建设标准及强制性条文。要求标准能够在现行的众多

工程建设标准中，根据所承担的工程项目的特点和设计要求确定工程项目应执行的工程建设标准，并

能够编制工程项目应执行的工程建设标准及强制性条文明细表。 

（二）能够参与制定工程建设标准贯彻落实的计划方案。要求标准员根据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

结合工程项目施工部署，参与制定工程建设标准贯彻落实方案，包括组织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方案，

并能够编制小型建设项目的专项施工方案。 

（三）能够组织施工现场工程建设标准的宣贯和培训。要求标准员能够根据工程建设标准的适用

范围合理确定宣贯内容和培训对象，并能够组织开展施工现场工程建设标准宣贯和培训。 

（四）能够识读施工图。要求标准员能够识读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设备专业施工图，以及

电力施工图和市政管线施工图，准确把握工程设计要求。 

（五）能够对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的施工作业提出改进措施。要求标准员能够判定施工作业与相

关工程建设标准规定的符合程度，以及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与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规定的符合程度，发

现问题，并能够依据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对施工作业提出改进措施。 

（六）能够处理施工作业过程中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的信息。要求标准员熟悉与工程建设标准实施

相关的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处理工程材料、设备进场试验、检验过程中相关标准实施的信息、施工作

业过程中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的信息以及工程质量检查、验收过程中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的信息，

包括信息采集、汇总、填报等。 

（七）能够根据质量、安全事故原因，参与分析标准执行中的问题。要求标准员掌握工程质量安

全事故原因分析的方法，能够根据质量、安全事故原因分析相关工程建设标准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

及根据工程情况和施工条件提出质量、安全的保障措施。 

（八）能够记录和分析工程建设标准实施情况。要求标准员根据施工情况，准确记录各项工程建

设标准在施工过程中执行情况，并分析工程项目施工阶段执行工程建设标准的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 

（九）能够对工程建设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评价。要求标准员掌握标准实施评价的方法，能够客观

评价现行标准对建设工程的覆盖情况，评价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实施的经济、社会、环

境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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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能够收集、整理、分析对工程建设标准的意见，并提出建议。要求标准员掌握工程建设标

准化的工作机制，掌握标准制、修订信息，及时向相关人员传达标准制定、修订信息，并收集反馈相

关意见，提出对相关标准的改进意见。 

四、标准员应具备的专业知识 

（一）通用知识 

熟悉国家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标准员熟悉《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1.熟悉工程材料、建筑设备的基本知识。 

2.掌握施工图绘制、识读的基本知识。 

3.熟悉工程施工工艺和方法。 

4.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要求标准员了解施工项目管理的内容及组织机构建立与运行机制，

了解施工项目质量、安全目标控制的任务与措施，了解施工资源与施工现场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二）基础知识 

1.掌握建筑结构、建筑构造、建筑设备的基本知识。 

2.熟悉工程质量控制、检测分析的基本知识。要求标准员熟悉工程质量控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熟悉抽样检验的基本理论和工程检测的基本知识与方法。 

3.熟悉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基本内容和国家、行业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要求标准员掌握标准化的基

本概念和标准化方法，熟悉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体制和工程建设标准管理机制，熟悉工程建设标

准体系的构成。 

4.了解施工方案、质量目标和质量保证措施编制及实施基本知识。要求标准员了解施工方案的作用

和基本内容以及组织实施的方法，了解质量目标的作用和确定质量目标的方法，了解质量保证措施的

编制和组织实施。 

（三）岗位知识 

1.掌握与本岗位相关的标准和管理规定。要求标准员掌握工程建设标准实施与监督的相关规定，以

及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的相关规定，掌握相关质量验收规范、施工技术规程、检验标准与试验方法标

准和产品标准等。 

2.了解企业标准体系表的编制方法。要求标准员了解企业标准体系表的作用、构成和编制方法。 

3.熟悉工程建设标准化监督检查的基本知识。要求标准员熟悉对质量验收规范、施工技术规程、试

验检验标准等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基本知识和检查方法，以及工程建设标准的宣贯和培训组织要求。 

4.掌握标准实施执行情况记录及分析评价的方法。要求标准员掌握标准执行情况记录的内容和方法，

掌握标准实施状况、标准实施效果、标准科学性等评价的知识和评价方法。 

五、标准员的作用 

（一）标准员为实现工程项目施工科学管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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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指导企业各项活动的依据，要使工程项目施工

达到规范化、科学化，保证施工“有章可循，有标准可依”，建立最佳秩序，取得最佳效益，需要标准

员发挥协调、约束和桥梁的作用。标准员通过为工程建设各岗位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提供全面的标准

有效版本，能够指导各项工作按照标准开展，进而有效促进工程项目施工的科学管理。 

（二）标准员为保障工程安全质量提供支撑 

工程建设标准是判定工程质量“好坏”的“准绳”，是保障工程安全和人身健康的重要手段，标准

员的工作，能够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贯彻到工程项目施工的各项活动当中，包括建筑材料的质量、

工程质量、施工人员的作业等，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事项及时提

出整改措施，为保障工程安全质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标准员为提高标准科学性发挥重要作用 

标准的制定、实施和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是标准化工作的主要内容，在新的形势下，客观要求三

项工作必须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才能使得标准更加科学合理，适应工程建设的需要，有力促进我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做到这点，需要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及时、全面掌握标准实施的情况，发现

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标准化工作。标准员作为工程项目施工的直接参与者，最“接地气”，能够通

过工程建设标准实施评价，分析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情况、实施效果和科学性，并能够收集工程建设

者对标准的意见和建议，这些信息反馈到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将会为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对进一步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完善标准体系，完善推动标准实施各项措施，发挥重要

的作用。 

六、标准员职业能力评价 

职业能力评价是指通过考试、考核、鉴定等方式，对专业人员职业能力水平进行测试和判断的过

程，对于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能力评价，《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

准》(JGJ/T 250-2011)规定，釆取专业学历、职业经历和专业能力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其中专

业能力评价应釆用专业能力测试方法，包括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测试，重点考查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

专业技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针对不同学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JGJ/T 250—2011)对标准员的职业

实践最少年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土建类本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 1 年，土建类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

历 2 年，土建类本专业中职学历 3 年，土建类相关专业中职学历 4 年。 

标准员专业能力测试均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测试的内容按照《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

员职业标准》(JGJ/T 250—2011)中标准员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规定。 

对专业能力测试合格，且专业学历和职业经历符合规定的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颁

发职业能力评价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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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标准化基本知识 

一、标准和标准化基本概念 

（一）标准的定义 

“标准”一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作为判断事物的好坏的“尺度”。随着科技进步，特别

是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标准”的概念也不断具体化。近几十年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

电工委员会（IEC）等权威机构曾多次通过发布指南的形式对标准化基本术语进行规范。2002 年我国发

布了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指南第一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GB/T 2000. 1—2002）,对

标准的定义的表述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

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并注明：“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

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对标准的定义为：“由公认机构批准的，非强制性

的，为了通用或反复使用的目的，为产品或相关生产方提供准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标准也可以包

括或专门规定用于产品、加工或生产方法的术语、符号、包装标准或标签要求。”标准的定义从以上可

以看出，标准具有科学、协调和权威三个特性。理解“标准”定义，应注重把握以下方面： 

（1）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有序化的目的是促进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标准的实质是对一个特定的活动（过程）或者其结果（产品或输出）规定共同遵守和重复使

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文件，即标准文件可以是规则或规范性文件，可以是导则性指南性文件，也可

以是特定的特性规定。 

（3）标准是“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制定出来的，制定标准的基础是“综合

成果”，单纯的科学技术成果，如果没有经过综合研究、比较、选择、分析其在实践活动中的可行性、

合理性或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是不能纳入标准之中的。 

（4）制定标准必须使相关方协调一致，做到基本同意，但协商一致并不意味着没有“异议”，也就

是说，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标准涉及的各个方面对标准中规定的内容，需要经过协调，形成统一的

各方均可接受的意见，保证了标准的全局观、社会观和公正性，使标准有更强的生命力。经一个公认

权威机构批准发布，是要保证标准的权威性，这里“公认机构”是社会公认的或由国家授权的、有特定

任务的、法定的组织机构或管理机构。经过该机构对标准制定的过程、内容进行审查，确认标准的科

学性、可行性，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批准发布，也保证了标准的严肃性。 

（二）标准化 

标准化定义阐述 

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指南第一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GB/T 2000. 1-2002),对标准

化的定义表述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

条款的活动。”并注明：“注 1：上述活动主要包括编制、发布、实施标准的过程。注 2：标准化主要作

用在于为了其预期目的改进产品、过程或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并促进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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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定义，要明确理解以下要点： 

1.标准化是指一项活动，活动内容是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并且标准化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无

论一项标准还是一个标准体系，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向更深层次和广度变化发展，比如在当时条件下，

制定的一项标准，随着技术进步，一定时期之后可能不再适用于工程建设，需要修订不适用的标准，

标准体系也一样，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标准没有最终成果，标准在深度上无止境、广度上无极限，

成为标准化的动态特征。 

2.标准化的目的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就是要增加标准化对象的有序化程度，防止

其无序化发展。著名日本学者松蒲四郎在《工业标准化原理》一书中提到，“在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着自

发的多样化趋势，为了制止这种导致混乱的如浪费资源的不必要的多样化，标准化就是为了建立一种

秩序，使标准化对象的运行纳入有序化的轨道，为人类创造利益”。可以说，标准化活动就是人们从无

序状态恢复有序状态所作的努力，建立市场的最佳秩序，生产、服务不断优化，使得资源合理配备，

有限的投入获得期望的产出，这是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3.标准化的本质是“统一”，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做出共同遵循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标准

化是事物某方面属性以标准为参考依据，在某种作用力的影响下，不断接近标准，最终与标准形成一

致的过程。因此，事物一旦在某方面实现标准化，必然会产生统一的结果，一方面是事物在该方面属

性与标准统一；另一方面是标准化对象的多个个体之间在该方面属性实现统一。从标准化经验上来说，

首先要做到概念的统一，才能做到事物的统一，这也是在制定标准时，首先要对标准中涉及的关键名

词术语下定义的原因。 

（二）标准化的工作任务 

制定标准、宣贯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三）电力企业标准化 

电力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及确认工作自 2006 年启动以来，在电监会和国标委的领导下，先后

印发了《电力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及确认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并成立了确认办公室和联合

确认办公室，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安排。2010 年将进入培训、试点企业确定以及对企业进行确认阶

段。 

《电力行业标准编写规定》是编写电力行业标准的基础。自从 2001 年实施以来，《工程建设标准

编写规定》和 GB（一）、1《标准化工作导则》都先后进行了修订。为了和国家标准编写要求一致，2009

年申请立项，2010 年完成修订工作。 

（三）电力标准化的工作任务 

（1）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政策，制订电力标准化工作的方针和办法。 

（2）制定、修订电力国家和行业标准。 

（3）组织对新颁标准的宣贯。 

（4）组织实施标准，对实施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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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导电力企业标准化工作。 

（四）电力标准的分类 

（1）电力国家标准 GB、GB/T 

（2）电力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GB/Z 

（3）电力行业标准 DL、DL/T 

（4）电力行业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DL/Z 

（5）电力企业标准 Q/xxx 

二、工程建设标准的内涵 

（一）工程建设标准的定义 

工程建设标准是针对工程建设活动所制定的标准，根据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指南第一部分：标

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GB/T 2000.1-2002)中对标准的定义，工程建设标准可以定义为：为在工

程建设领域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批准，对建设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

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

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 

（二）工程建设标准的主要内容 

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等的技术要求；工程建设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

位、建筑模数和制图方法；工程建设中的有关安全、卫生、环保的技术要求；工程建设的试验、检验

和评定等的方法；工程建设的信息技术要求；工程建设的管理技术要求。 

（三）工程建设标准的特点 

1.政策性强 

工程建设标准实施法律法规实施的技术支撑和措施，一些法规、政策要求通过工程建设标准中的

相关规定贯彻到建设工程项目当中，进而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工程建设

标准政策性强的特点，特别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内容上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环保等

方面，这些内容无不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比如，国家能源资源节约基本国策，通过建筑节能标准，

以及工程建设标准中对节地、节水、节材、环保等方面的技术要求，贯彻到建设工程项目当中，为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综合性强 

建设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环节多、涉及专业广，如：为达到节能效果，建筑节能要

经过规划设计、施工调试、运行管理、设备维护、设备更新、废物回收等一系列环节；在技术层面上

涉及建筑围护结构的隔热保温、节能门窗、节能灯具、节能电器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多学科。工程

建设标准的制定不仅考虑技术条件，而且必须综合考虑经济条件和管理水平。妥善处理好技术、经济、

管理水平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综合分析，全面衡量，统筹兼顾，以求在可能条件下获取标准化的最

佳效果，是制定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的关键。同时，我国地域广阔，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大，地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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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人文有很大不同，工程建设环境条件复杂，因此，工程建设标准的制定需要考虑经济上的合理性

和可能性；需要结合工程的特点，考虑自然的差异；需要结合国情来制订与实施。 

3.影响性大 

工程建设标准是经济建设和项目投资的重要制度和依据。建设活动与交易的统一性决定了工程建

设标准在经济技术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项目建设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程概预算等均须符合工程建

设各阶段技术、管理等标准的要求，可以说，工程建设标准直接影响着投资金额的大小。在当前我国

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客观需要有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在投资建设过程

中，需要工程建设标准科学、合理，保证较高的投资效益。 

4.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按照我国《标准化法》，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

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在建设领域，为加强工程安全、质量管理的

需要，《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 中，进一步明确了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的内容，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程建设

标准强制性条文。这些条文分别在不同的标准当中，在标准发布公告中明确了强制性条文的条款，在

标准中以黑体字的形式体现，在实施标准时必须严格执行。 

（四）工程建设标准的发展历程 

当前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的，新中国成立至今经

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88 年） 

新中国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自 1953 年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开始进行大

规模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为了使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达到统一协调，我国政府一直将技

术标准作为管理微观经济的手段之一。1962 年国务院颁布了《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

法》，规定工程建设标准体制，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和企业标准三级，“各级生产、建设管理部门和

各企业单位，都必须贯彻执行有关的国家标准、部标准。如果确有特殊情况，贯彻执行还有困难的，

应当说明理由，并且提出今后贯彻执行的步骤，报请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1979 年国务院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规定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和企业标准三级，

部标准后加括号，旨在打破部门的界限，该条例规定了标准的法律性质，“标准一经批准发布，就是技

术法规。各级生产、建设、科研、设计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任何单位

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对因违反标准造成不良后果以致重大事故者，要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

批评、处分、经济制裁，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可见，这个时期的工程建设标准，无论是国家标准、部

标准都是强制执行的，为保障当时条件下的工程质量、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第二阶段（1988—2000 年）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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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方式方法不断转变，标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将涉及

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仍作为强制执行的标准，其他标准由政府制定向社会推荐釆用。1988

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

准四级，标准属性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两种。“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

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这一时期，国家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由保

障计划的落实转向注重公众利益，积极培育和促进市场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标准

的转变适应了经济体制转型的需要。 

3.第三阶段（2000—2005 年） 

2000 年，《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发布实施，对我国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新的更加有效的建设工程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作出了重大决定。其中，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打破了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建设工程质量的概念，开始走上了管理和技术并重

的保证建设工程质量的道路。不执行国家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就是违法，就要受到严厉处罚的观念，在

《条例》中得到了具体体现。然而，由于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工程建设标准在编制原则、

指导思想、编制方法上，都没有摆脱原有模式的框框，初步形成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

的体系，总体上看也只能说是形式上的。在当时的 3500 余项工程建设标准中，有 2700 余项标准是强

制性标准，具体条款近 15 万条，而且在这些条款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的强制

执行的技术内容，超过 80%。如此众多的强制性标准以及强制性标准内容中存在的如此大量的非强制

性技术要求，必然导致《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有关执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缺乏实际的可操作

性。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2000 年，建设部印发了《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明确规定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

条文”。并立即会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在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框架内，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中

必须执行的技术内容进行了摘编，形成了《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共包括十五部分：城乡规划、

城市建设、房屋建筑、工业建筑、水利工程、电力工程、信息工程、水运工程、公路工程、铁道工程、

石油和化工建设工程、矿山工程、人防工程、广播电影电视工程和民航机场工程。这十五个部分，涵

盖了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建设.工程类别。 

4.第四阶段（2005 年一） 

2005 年为落实中央提出建设“节能省地型”住宅的要求，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合理利用，实现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部组织编制了《住宅建筑规范》，该标准将住宅建筑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

以住宅的功能、性能和重要技术指标为重点，以现有《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有关工程建设标

准规范为基础，全文提出对住宅建筑的强制性要求。该规范的内容，涉及了内外部环境、结构、功能、

设备、设施、使用、维护、管理等各领域的技术要求，规定了住宅建设在结构安全、火灾安全、使用

安全，卫生、健康与环境，噪声控制，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以及其他涉及公众利益方面，必须达到的

指标或性能要求，突出了与节能、节水、节材、节地有关的技术要求，以及维护公众利益、构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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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城乡统筹等方面的要求。该标准成为了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建设部陆

续组织开展了《城镇燃气技术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工程防火规范》等全文强制的标准

制定，完善了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五）工程建设强制标准化原理 

标准化活动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在大量的标准化实践活动中，国际、国内的标准化工作者概括总

结了标准化的基本原理，提法比较多、而且被广泛接受的是四大原理，即统一原理、简化原理、协调

原理、择优原理。通常说的八字原理：统一、简化、协调和择优。 

1.统一原理：就是为了保证事物发展所必须的秩序和效率，对事物的形成、功能或其他特性，确定

适合于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的一致规范，而且这种一致规范与被取代的对象在功能上达到等效。统一

原理包含以下要点：一是为了确定一组对象的一致规范，其目的是保证事物所必须的秩序和效率，二

是统一的原则是功能等效，从一组对象中选择确定一致规范，应能包含被取代对象所具备的必要功能；

三是统一是相对的，确定的一致规范，只适用于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

旧的统一就要由新的统一所代替。 

2.简化原理：就是为了经济有效地满足需要，对标准化对象的结构、型式、规格或其他性能进行筛

选提炼，剔除其中多余的、低效能的、可替换的环节，精炼并确定出满足全面需要所必要的高效能的

环节，保持整体构成精简合理，使之功能效率最高。简化原理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是简化的目的是

为了经济，使之更有效的满足需要；二是要从全面满足需要出发，保持整体构成精简合理，使之功能

效率最高。三是简化的基本方法是对处于自然状态的对象进行科学的筛选提炼，剔除其中多余的、低

效能的、可替换的环节，精练出高效能的能满足全面需要所必要的环节；四是简化的实质不是简单化

而是精练化，其结果不是以少替多，而是以少胜多。 

3.协调原理：就是为了使标准的整体功能达到最佳，并产生实际效果，必须通过有效的方式协调好

系统内外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建立和保持相互一致，适应或平衡关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协

调原理包含以下要点：一是协调的目的在于使标准系统的整体功能达到最佳并产生实际效果；二是协

调对象是系统内相关因素的关系以及系统与外部相关因素的关系；三是相关因素之间需要建立相互一

致关系(连接尺寸)，相互适应关系(供需交换条件)，相互平衡关系(技术经济招标平衡，有关各方利益矛

盾的平衡)；四是协调的有效方式包括：有关各方面的协商一致、多因素的综合效果最优化、多因素矛

盾的综合平衡等。 

4.择优原理：就是按照特定的目标，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对标准系统的构成因素及其关系进行选

择、设计或调整，使之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这样的标准化原理称为择优原理。 

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凡具有多次重复使用和需要制定标准的具体产品，以及各种定额、规

划、要求、方法、概念等，都可称为标准化对象。 

（六）工程建设标准化的地位和作用 

工程建设标准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组织现代化建设的重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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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现代化建设实行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行工程建设标准化，对规范建设市场行为，促

进建设工程技术进步，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建设速度，节约原料、能源，合理使用建设资金，保护人

身健康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投资效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作用更加明显。归纳

起来工程建设标准化的作用和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标准化为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所谓科学管理，就是依据生产技术的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对

企业进行管理，而各种科学管理制度的形式，都以标准化为基础。 

2.促进经济全面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标准化应用于科学研究，可以避免在研究上的重复劳动；应

用于产品设计，可以缩短设计周期，应用于生产，可使生产在科学的和有秩序的基础上进行；应用于

管理，可促进统一、协调、高效率等。 

3.标准化是科研、生产、使用三者之间的桥梁。一项科研成果，一旦纳入相应标准，就能迅速得到

推广和应用。因此，标准化可使新技术和新科研成果得到推广应用，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要求越来越复杂，

分工越来越细，生产协作越来越广泛，这就必须通过制定和使用标准，来保证各生产部门的活动，在

技术上保持高度的统一和协调，以使生产正常进行。所以，我们说标准化为组织现代化生产创造了前

提条件。 

5.促进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持生态平衡，维护人类社会当前和长远的利益。 

6.合理发展产品品种，提高企业应变能力，以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 

7.保证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 

8.在社会生产组成部分之间进行协调，确立共同遵循的准则，建立稳定的秩序。 

9.在消除贸易障碍，促进国际技术交流和贸易发展，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方面具有重

大作用。 

10.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大量的环保标准、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制定发布后，用法律形式强

制执行，对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作用。 

三、标准化管理体制 

（一）标准化管理体制 

就我国整个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体制而言，建国 50 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统一管理，分工负责”

的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调动各有关主管部门的积极性，最大

限度地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密切标准化工作与生产、建设实际的联系并直接为生产、建设

服务，推动全国标准化工作稳步、协调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历史时期，全国标准化工作管理的统程度有所不同，随着标准化工作的不断发展，全国标

准化工作管理的统一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标准化管理格局，仍然是

我国实行标准化工作管理的基本特色。历史上，长期是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标准化的



 256 

综合管理，在此基础上，全国标准化工作共分为五个大的方面分工管理: 

1.工、农业产品标准化，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负责； 

2.工程建设标准化，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 

3.环境保护标准化，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 

4.医药、食品卫生标准化，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 

5.军工标准化，由中央军委的标准化主管部门统一分工负责。 

分工负责的各主管部门在标准化的管理方面，既有相互独立的方面，又有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

方面，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共同为全国标准化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国家对标准化的管理职责也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国

务院己将我国标准化工作的综合管理职责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管理局) ，除军工、工程建设方面的标准化管理职责仍然由中央军委的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

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外，环境保护、医药、食品卫生方面的全国标准化管理职责，国务院有

关部门己重新进行了协调，并达成共识，形成了新的管理格局。 

（二）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体制 

我国工程建设标准化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健全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和完善工程建设标准化的

管理制度来实现的。在这两个方面，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分别做了大

量的工作，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结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改革以及工程建设管理的改

革，逐步构建并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管理机构、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其中，管理机构包括:各级政府和

非政府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包括: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工程建设标准化的管理机构包括两部分：一是政府管理机构，二是非政府管理机构。 

1.政府管理机构包括：负责全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归口管理工作的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本部门或本行业工程建设化工作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

的省、市、县人民政府的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 

2.非政府管理机构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的负责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机构以及专门的社会

团体机构。社会团体机构是指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以及其所属的各分会、专业委员会或政府委托

的其他社团组织。 

（三）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管理体制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化是全国工程建设标准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许多标准化工作任务都

是通过地方标准化工作实现的，因此，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标准化工

作的好坏。同时，地方标准化工作还担负着推进本地区建设事业发展的重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的管理，并履行以下职责： 

1.组织贯彻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并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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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本行政区域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的规划、计划； 

3.承担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订、修订等任务； 

4.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5.在本行政区域组织实施工程建设标准和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6.负责本行政区域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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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程建设标准管理体系的基本内容 

一、标准体系的概念 

（一）标准体系的概念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设工程向着单体大型化、功能多样化发展，对于工程建设标准化工

作来说，标准化对象越来越复杂，加上完成工程建设任务的技术、产品的多样性，要在工程建设领域

实现标准化目标，需要制定大量的标准，而且每一项标准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相互联系，构成一个

整体，既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GB/T 13016-2009)对标准体系的定义是：“一定范围内的

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准确把握标准体系的内涵，必须要正确理解定义中以下关

键词的含义。 

“一定范围”是指标准所覆盖的范围也是标准系统工作的范围，比如，国家标准体系包括的是全

国的范围，某省的标准体系包含的范围是省范围内的标准。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是工程建设领域范围内

的全部标准，企业标准体系的范围是企业范围内的标准，地基施工标准体系的范围仅是地基施工范围

内的标准。标准体系本质上具有“系统”的特征，按照系统论的原理，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边界，这个

“系统”的边界对应到标准体系就是“一定范围”。 

“内在联系”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系统联系，也就是各分系统之间及分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存在的

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联系；二是上下层次联系，即共性与个性的联系；三是左右之间的联系，即相

互统一协调、衔接配套的联系。“科学的有机整体”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形成的整体，它不是简

单的叠加，而是根据标准的基本要素和内在联系所组成的，具有一定集合程度和水平的整体結构。 

（二）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概念 

按照标准体系的概念，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是工程建设某一领域的所有工程建设标准, 相互依存、相

互制约、相互补充和衔接，构成一个科学的有机整体。与工程建设某一专业有关的标准，可以构成该

专业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与某一工程建设行业有关的标准，可以构成该行业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

以实现全国工程建设标准化为目的的所有标准，形成了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是以标准体系框架的形式体现出来，就是用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项目明细表

和必要的说明来表达标准体系的层次结构及其全部标准名称的一种形式。编制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框架

的主要作用指导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作，利用标准体系框架合理安排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合

理确定工程建设标准项目和适用范围，避免标准重复、交叉和矛盾。 

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组织编制了城乡规划、城镇建设、房屋建筑、石油化工、有色金属、

纺织、医药、电力、化工、铁路、煤炭、建材、冶金、工程防火、林业、电子、石油天然气等 17 个领

域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以及建筑节能、城市轨道交通两个专项标准体系。水利、交通、通信、能源、

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完成了本部门、行业的标准体系框架。每个领域、行业中的标准再进一步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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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划分（横向），每个专业再将标准分为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纵向），形成划分明确（横

向）、层次恰当（纵向）和全面成套（体系覆盖面）的标准体系。 

（三）企业标准化 

按照标准化定义，企业标准化概念可理解为：为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

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上述活动尤其要包括建立和实施企业标

准体系，制定、发布企业标准和贯彻实施各级标准的过程；标准化的显著好处，是改进产品、过程和

服务的适用性，使企业获得更大成功。 

企业标准化的一般概念应把握其是以企业获得最佳秩序和效益为目的，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

等大量出现的重复性事物和概念为对象，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

制定和组织实施标准体系及相关标准为主要内容的有组织的系统活动。 

企业标准化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化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建立

和实施企业标准体系，实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企业标

准，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检査，开展标准体系和标准实施的评估、评价工作，积极改进企业标准化工

作，参与国家标准化工作。 

对于工程建设企业，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

以及企业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检查均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工程建设企业必

须加强企业标准化工作的组织领导，应当由本企业的主要领导负责，由本企业内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组成，可采取企业标准化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企业标准化管理机构,统一领导和协调本企业的标准化工作。

同时，应建立一支精干稳定的标准化工作队伍。 

（四）企业标准体系 

按照标准体系的定义，企业标准体系是企业内的标准按其内在的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体

系的覆盖范围是一个企业，凡是企业范围内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都应有相应的标准，并纳入企业

标准体系，包括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企业标准体系是企业标准化的主要成果，是全面支撑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基础，具有以下 5

项基本特征： 

1.目的性 

建立企业标准体系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诸如保障工程质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资源能源消耗、

确保安全、保护环境等，目标应是具体的、可测量的，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提供全面的支

撑。 

2.集成性 

标准体系中标准的项目关联、相互作用使得体系呈现出集成性的特征。随着生产社会化发展，以

及工程项目大型化发展，任何一个单独的标准都难以独立发挥其效能，这也客观要求标准体系相互关

联，有较高的集成度，能够确保标准体系满足标准体系目标的实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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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次性 

标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很多单项标准集成，它们要根据各项标准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关

系，集合构成有机整体，要发挥其系统而有序功能必须把一个复杂的系统实现分层管理。一般是高层

次对低一级结构层次有制约作用，而低层次标准成为高层次标准的基础。例如，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体

系中的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对专项标准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 

4.动态性 

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可能是静止的、孤立的、封闭的，标准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处于更大的系统环境

之中，与环境的有关要素相互作用，进行信息交换，不断补充新的标准，淘汰落后的、不适应发展要

求的标准，保持动态的特性。如，国家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标准的水平客观要求

不断提高，另外，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也增添了标准发展的动力，所以这种外部环境的动力，使

得标准体系呈现动态特性。企业标准体系也是这样，要随着国家标准化的发展不断变化。 

5.阶段性 

阶段性体现的是标准体系进步发展的特征，标准化的作用发挥要求标准体系必须处于相对穏定的

状态，就是标准体系中标准数量一定、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使标准处于一个阶段。随着

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断补充完善标准，使得标准数量和水平处于一种新的阶段。但是，要认识到标准

体系是一个人为的体系，它的阶段性受人的控制，可能出现不适应或滞后于客观实际的状态，需要及

时分析、评价和改进。 

附： 

海尔——靠标准形成核心竞争力。 

海信——全面系统开展标准化，誓“立信百年”。 

麦当劳——依靠标准体系建立强大品牌“一流的系统，二流的管理人员，三流的员工”。 

阳光大姐——将标准化阳光普照家政服务。 

二、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构成及管理 

（一）工程建设标准构成 

工程建设标准包括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 

1.国家标准 

《标准化法》规定，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国家

标准是指对国民经济和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是指

在全国范围内需要统一或国家需要控制的工程建设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 

按照《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需要统一或国家需要控制的工程建设

技术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包括安装)及验收等通用的质量要求； 

（2）工程建设通用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建筑模数和制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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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建设通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等方法； 

（4）工程建设通用的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5）工程建设通用的信息技术要求； 

（6）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通用的技术要求。 

对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范围的理解，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何谓通用，二是哪些方面国家需要控制。 

所谓通用，指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行得通，也就是指不受行业的限制，均能够得到实施。另外，

为了保证国家标准的覆盖范围，规定了对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通用的技术要求也可以制定国

家标准，这里的“国家需要控制”主要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对那些与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的，

国家需要重点推动的技术，需要通过标准进行控制的情况。例如对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等方面的

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以及根据国务院批示组织制定的一些标准等。 

2.行业标准 

我国正在推行行业管理，国务院各个行政主管部门逐步向行业管理过渡“行业标准”具有着现实

的因素，同时，这一级标准又需要自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制定。所以，综合考虑，确定将部标准、行业

标准集中称为行业标准。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是指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

定的标准。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 包括安装) 及验收等行业专用的质量要求； 

（2）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3）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建筑模数和制图方法； 

（4）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等方法； 

（5）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信息技术要求； 

（6）工程建设行业需要控制的其他技术要求。 

3.地方标准 

《标准化法》中对地方标准界定为: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

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是工程建设标准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地方建设主管部门实行科学管理的手段。总体来看，需要制定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原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设工程在哪个地方建设，将永远地固定在那个地方，发挥其相应的使用功能。工程的这一

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受当地的气候、地理、资源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

因素差异比较大，因此，在工程建设中，需要根据各地特殊条件和当地的建设经验，采用不同的技术

措施，明确不同要求。例如建筑工程的地基处理，不同的地区地基土的情况差别很大，沿海的软土、

西部的黄土、山区的边坡等等，没有相应的地方标准作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补充，结果是很难设

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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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全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

国家，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本民族独特的建筑风格。这些因素决定了在工程建设方面，不可能采用全国

统一的一个尺度，而应当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体现量力而行、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的原则。 

（3）从国外一些国土面积比较大的国家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4）从工程建设标准化的发展历史来看，1991 年原国家建委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管理办法》

中，明确规定了地方标准一级。 

（5）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强化建设市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的要求更加迫切。这项工作作为地方建设主管部门实现工程建设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作为工程建设

勘察、规划、设计、施工、验收以及建筑工程维护管理的重要技术保证之一，仍然得到了国家和地方

建设主管部门的重视，所批准发布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在补充完善国家或行业标准、完善工程建设

标准体系、推进地方建设领域的技术进步、确保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实践表明，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不是可有可无的，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地推进其发展。 

4.企业标准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规规定，企业标准是指对企业范围内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

工作要求所制定的标准，是企业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依据。企业标准量大面广，每个企业都可以根

据其业务范围，制定出一系列相应的标准，在本企业内施行。 

企业标准的水平，本身代表着整个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工作水平。同时，企业标准也是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基础，大量的企业标准是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前

提。 

全面地推动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工作的开展，是全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现在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

期的重要任务。由于工程建设企业千差万别，有设计的、勘察的、施工的、科研的，有国营的、地方

的、集体的，有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有甲(一)级的、乙(二)级的等等，所以，开展工程建设企业

标准化工作难度相当大。只能在统一某些基本原则的条件下，依靠各个企业，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 

因此，组织开展企业标准工作，需要分析企业在技术方面有哪些要求，在管理上应当采取哪些对

策，在工作岗位上应当如何具体予以落实，建立起以企业技术标准为主，包活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在

内的企业标准体系。 

（二）各级标准的编号与备案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布，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号。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

门批准、发布和编号，涉及两个及以上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标准，一般联合批准发布，由一个

行业主管部门的负责编号。行业标准批准发布后 30 日内应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地方

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和编号。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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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地方标准的批准发布和编号方面，做法不仅相同，但无外乎三种情况，一是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此；二是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联合发布，由技

术监督部门统一编号；三是由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批准发布和编号。企业标准由企业自行批准发布和编

号，部分企业标准为了在企业间取得共同的权威性，一般按隶属关系报上级主管部门或机构备案。 

1.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编号 

国家标准的编号由国家标准代号、发布标准的顺序号和发布标准的年代号三部分组成。修订标准

除改变年代号以外，一般不改变代号和顺序号，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一些 20 世

纪 90 年代以前发布的标准，修订后，往往需要改变其代号(TJ、GBJ)、顺序号和年代号，并按下列格

式予以统一： 

（1）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编号为： 



 264 

  GB    50 x x x  ——  x x x x   

 

 

 

 

 

 

 

 

（2）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编号: 

  GB/T    50 x x x  ——  x x x x   

 

 

 

 

 

 

 

从 2000 年 10 月起，由于《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发布实施，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在批准发

布时，已经不在明确该标准是否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了，但以上两种编号方式依然存在。对于

标准内容中包含有强制性条文的，其标准编号使用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编号，对于标准内容中不包含有

强制性条文的，其标准编号使用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编号，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看到标准编号是“GB”

的，该标准中至少有一条是属于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条文，标准编号有“/T”的，该标准中肯定没有一

条强制性条文。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发布标准的年号，由于遇到新的千年，过去规定的采用年号后两位

的标记方法，从 1999 年起，统一采用了四位数表示，如：2003 年发布的标准，发布标准的年号应当

标记为“2003”。 

2.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编号 

行业标准的编号由行业标准的代号、标准发布的顺序号和发布标准的年代号三部分组成。修订标

准除改变年代号以外，一般不改变代号和顺序号，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一些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发布的标准，修订后往往需要改变其代号、顺序号和年代号，并按下列格式予以统一，

同时，国家也针对不同的行业，分别确定了相应行业标准的代号， 

发布标准的年代号（自 1999 年起改为

四位）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除前两位 50 外，

其他与传统上的顺序号相同）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代号（由“国标”

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组合而成） 

发布标准的年代号（自 1999 年起改为

四位）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除前两位 50 外，

两类标准的顺序号是连续的） 

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代号（由“国标推”

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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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1 所示。 

 

（1）强制性行业标准的编号为: 

  x x    x x x x  ——  x x x x   

 

 

 

 

 

 

 

（2）推荐性行业标准的编号: 

  x x/T    x x x x  ——  x x x x   

 

 

 

 

 

 

 

3.工程建设地方性标准的编号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编号尚未作出统一规定，各地对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编号比较乱，从主流来

看，一般采用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地方标准的编号方式，即:地方标准的

编号由地方标准的代号、省市区代号(见表 3-2)、标准发布的顺序号和发布标准的年代号四部分组成，

例如:山西省强制性地方标准代号为 DB 1（4）、山西省推荐性地方标准代号 DB 14/T 等。笔者建议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的编号按这一格式逐步统一，其一般应用格式如下： 

表一：我国现行行业标准的代号 

序号 行业名称 代号 序号 行业名称 代号 

1 电力 DL 19 铁路 TB 

发布标准的年代号（自 1999

年起改为四位）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除特殊约

定外与传统上的顺序号相同） 

强制性行业标准的代号（由相

应行业的特殊字的汉子拼音

的头一个字母组合而成） 

发布标准的年代号（自 1999 年起改为

四位）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除特殊约定

外，与传统上的顺序号相同，两类

标准的顺序号是连续的） 

推荐性行业标准的代号（由相应行业

的特殊字和“推”字的汉语拼音的头

一个字母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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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利 SL 20 广播电影传媒 GY 

3 航空 HB 21 电子 SJ 

4 航天 QJ 22 冶金 YB 

5 农业 NY 23 有色冶金 YS 

6 建筑工程 JG 24 纺织 FZ 

7 城镇建设 CJ 25 石油天然气 SY 

8 环境保护 HJ 26 化工 HG 

9 核工业 EJ 27 石油化工 SH 

10 通信 YD 28 建材 JC 

11 船舶 CB 29 人民防空 RF 

12 轻工 QB 30 海洋工业 HY 

13 体育 TY 31 文化 WH 

14 机械 JB 32 煤炭 MT 

15 交通 JT 33 测绘 CH 

16 林业 LY 34 医药 YY 

17 卫生 WS 35 邮政 YZ 

18 民用航空 MH 36 教育 JY 

注：1.本表列出之行业，均与工程建设有关； 

    2.本表中的行业代号，目前仍有在代号后加“J”表示建设标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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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性地方标准的编号为: 

 DBJ  x x — x x x  — x x x x  

 

 

 

 

 

 

（2）推荐性地方标准的编号为: 

 DBJ/T  x x — x x x  — x x x x  

 

 

 

 

 

 

表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 

序号 名称 代码 

1 北京市 11 

2 天津市 12 

3 河北省 13 

4 山西省 14 

5 内蒙古自治区 15 

6 辽宁省 21 

7 吉林省 22 

8 黑龙江省 23 

9 上海市 31 

10 江苏省 32 

11 浙江省 33 

12 安徽省 34 

13 福建省 35 

发布标准的年代号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 

强制性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代号（由“地标建”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组合而成）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码代号 

发布标准的年代号 

发布标准的顺序号 

强制性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代号（由“地标建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

母组合而成）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码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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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江西省 36 

15 山东省 37 

16 河南省 41 

17 湖北省 42 

18 湖南省 43 

19 广东省 44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45 

21 海南省 46 

22 重庆市 50 

23 四川省 51 

24 贵州省 52 

25 云南省 53 

26 西藏自治区 54 

27 陕西省 61 

28 甘肃省 62 

29 青海省 63 

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64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5 

32 台湾省 71 

4.工程建设标准的备案 

为了加强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管理，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于 2000 年 2 月专门印发

了《关于加强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备案管理的通知》,规范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措准的备案制度

的内容，主要规定包括： 

（1）备案时间：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批准发布 30 日内应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但是，

由于近几年来工程建设标准化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工程建设标准实行《强制性条文》之后，工

程建设标准批准发布时，己不再确定具体标准的强制或推荐属性了，当有需要强制执行的条款时，需

要在标准的发布通知中予以明确。同时，由于《强制性条文》的批准发布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因此，也相应给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备案，带来了时间上的变化。即：对于没有强制性条文

或发布时不指定强制性条文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可以在批准发布后 30 日内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对于有强制性条文或发布时同时需要指定强制性条文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应当在标准

批准发布前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强制性条文进行审定，并同时办理备案： 

（2）备案程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备案申请报告 15 日内，决定是否准予备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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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备案的标准赋予备案号，其中，行业标准的备案号为 J1~J9999 加各案的年代号；地方标准的备案

号为 J 10000 以上加备案的年代号；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备案号，应当加印在相应标准封面的标准编

号下方；对同意备案的标准，一般每两个月汇总一次，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工程建设标准

化》刊物上予以公告，其公告的格式和内容如表 3-3 和表 3-4 所示。由于强制性条文的存在，同意备案

的时间可能会延长，公告的内容也可能包括强制性条款的条号等，目前尚无统一规定： 

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备案公告 

20xx第 x号 

序号 备案号 
行业标准

编号 

行业标准

名称 

批准

日期 

实施

日期 

批准

部门 

主编

单位 
备注 

         

表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公告 

20xx第 x号 

序号 备案号 
行业标准

编号 

行业标准

名称 

批准

日期 

实施

日期 

批准

部门 

主编

单位 
备注 

         

 

（3）备案的内容包括两部分，NP：备案申请报告和备案申请表。备案申请表的格式及内容如表

3-5 所示。对于有强制性条文的标准，其备案内容除上述要求外，目前的做法是尚需要附已经过专家审

查，且批准部门己同意并不再修改的强制性条文内容。 

表五：工程建设标准备案申请表 

序号 
标准

名称 

标准

编号 

批准

日期 

实施

日期 

主编

单位 

主编

人员 

联系

人员 

联系

电话 
备注 

          

 

三、工程建设标准的性质 

（一）强制性标准的概念和形式 

强制性标准是在一定范围内国家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手段明确要求对于些标准所规定的

技术内容和要求必须执行，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加以违反、变更的标准，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属

性。强制性标准一经颁布，必须贯彻执行。否则对造成恶劣后果和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要受到经

济制裁或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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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性标准可分为全文强制和条文强制两种形式： 

（1）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需要强制时，为全文强制形式； 

（2）标准中部分技术内容需要强制时，为条文强制形式。 

2.强制性标准的范围： 

我国标准化法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属

于强制性标准。以下几方面的技术要求均为强制性标准： 

（1）药品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兽药标准； 

（2）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标准，劳动安全、卫生标准，运输安全标准； 

（3）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标准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标准； 

（4）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 

（5）重要的通用技术述语、符号、代号和制图方法； 

（6）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标准； 

（7）互换配合标准； 

（8）国家需要控制的重要产品质量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

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 

（二）推荐性标准的概念和形式 

推荐性标准又称为非强制性标准或自愿性标准。是指生产、交换、使用等方面，通过经济手段或

市场调节而自愿采用的一类标准。这类标准，不具有强制性，任何单位均有权决定是否采用，违犯这

类标准，不构成经济或法律方面的责任。应当指出的是，推荐性标准一经接受并采用，或各方商定同

意纳入经济合同中，就成为各方必须共同遵守的技术依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性。 

1.推荐性标准与强制性标准的不同点： 

（1）属性不同。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属性的特点，属于技术法规，而这种法的属性并非强制性标准

的自然属性，是人们根据标准的重要性、经济发展情况和需要，通过立法形式所赋予的，同时，也赋

予了强制性标准的法制功能，即:制定法律、执行法律、遵守法律这三个方面的功能:而推荐性标准不具

有法属性的特点，属于技术文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功能。 

（2）内容规定不同，强制性标准在技术内容方面，一般都规定得比较具体，比较明确，比较详细，

比较死，其特点是：缺乏市场的适应性；推荐性标准的技术内容，一般规定得不够具体，而比较简单

扼要，比较笼统、灵活。推荐性标准其特点是: 强调用户普遍关心的产品使用性能，对一些细节要求一

般不予规定，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 

（3）通用程度不同。强制性标准，通用性较差，覆盖面小，这主要是强制性标准内容规定得比较

紧，比较死；推荐性标准通用性较强，覆盖面大，这主要是该标准的内容规定得比较灵活，宽裕。 

2.推荐性标准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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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法规引用的推荐性标准，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必须执行； 

（2）强制性标准引用的推荐性标准，在强制性标准适用的范围内必须执行； 

（3）企业使用的推荐性标准，在企业范围内必须执行； 

（4）经济合同中引用的推荐性标准，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必须执行； 

（5）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标注的推荐性标准，则产品必须符合； 

（6）获得认证并标示认证标志销售的产品，必须符合认证标准。 

四、标准的制订、修订的管理 

（一）标准的制定管理 

工程建设国家、行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项目由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统一计划、

统一审批、统一批准、统一发布。编制工程建设标准的计划，一般需要遵循下列原则： 

（1）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方针指导下，体现国家、行业、地方的技术经济政策； 

（2）适应工程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3）在充分做好调查研究和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综合考虑相关标准

之间的构成和协调配套； 

（4）从实际出发，保证重点，统筹兼顾，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做好计划的综合平衡。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日统一计

划、统一审批、统一发布、统一管理。编制工程建设标准的计划，一般需要经过下列程序： 

（1）工程建设标准管理部门或机构，在所分工管理的范围内统一部署编制计划的任务提出计划项

目的重点和具体原则，并向全国征集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 

（2）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工程建设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全国、各行业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单位）、单位或个人等根据标准制修订编制计划项目的原则和要求，提出计划项目或项目计划草案，

报相应的管理部门或机构。 

（3）经工程建设标准管理部门或机构综合平衡后，提出计划项目建议。 

（4）担任标准项目主编任务的单位或个人，根据计划项目建议提出前期工作报告和项目计划表。 

（5）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工程建设的需要，由标准化主管部门对征集的国家、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项目建议进行汇总、协调、审查、批准，并下达制修订标准项目计划。 

（6）对于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编制计划下达后还应当报国务院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标准的修订管理 

1.工程建设标准实施后，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当由制定标准的部门及时组织局部修订： 

（1）标准的部分规定己制约了科学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应用； 

（2）标准的部分规定经修订后可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3）标准的部分规定有明显缺陷或与相关的标准相抵触； 

（4）需要对现行的标准作局部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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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审 

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不断发展和积累必然导致标准在发布后经过一定时间的实施，其所规定的内

容很有可能不再是先进合理的了，需要适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复审，并根据复审结果，组织标准的修

订，不断提高标准自身的技术适应性和有序化程度，对确保或提高标准水平，避免对工程建设技术发

展的反作用或副作用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标准复审一般在标准实施后五年进行，这一期限是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明文规定的。近些年

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标准的复审期限日益缩短，标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

这一趋势在我国建设领域的许多方面也已显现出来，两年、三年即开始复审的标准规范己存在有一定

的数量。 

复审的方式很多，目前，有组织的标准复审工作，一般采取函审或会议复审的方式进行。复审工

作也一般由标准的管理单位或组织负责，参加复审的人员一般包括参加过该标准编制或审查的单位或

个人参加。主要针对标准的技术内容和指标水平是否还适应当前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先进性要求，

提出复审的意见。 

3.局部修订的特殊规定 

工程建设标准局部修订是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为及时、

快捷地把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以及建设实践的新经验，甚至是重大事故的教训纳入标准

提供了条件和有效途径，其主要特点如下： 

（1）标准的局部修订计划应当由标准的管理单位提出，包括标准局部修订的工作报告和内容建议。 

（2）标准的局部修订工作采取简化程序，一般由标准管理单位根据计划开展，必要时可以吸收原

参编人员或邀请有关专家参加工作，标准的局部修订稿要在吸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

可以直接提出送审稿，组织对局部修订内容的审查工作。 

（3）标准局部修订后的内容，由标准的主管部门或机构批准并以公告的形式发布。 

（三）标准的编制管理 

1.编制工程建设标准遵循的原则 

标准的制定工作是标准化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合理性、

安全上的可靠性、实施上的可操作性，都体现在这项工作中。因此，各级标准化管理部门和单位历来

十分重视标准的制定工作，投入大量的人力对这项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甚至派出业务骨干直接参与

到标准的制定工作之中。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要把标准的制定工作做好，达到标准的“四性”要求，

首先应当在标准的编制工作中切实遵循下列原则： 

（1）必须贯彻执行国家、行业、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密切结合自然条件，合理

利用资源，充分考虑使用和维修的要求，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这条原则，看似笼统、

空洞，实际上所表示的内涵是十分深刻的，标准无论其强制性或推荐性，也无论是国家的、行业的或

地方的，如果其技术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相左，不满足自然条件的需要，即使制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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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严格、内容规定的多么准确，都没有其存在的环境或条件，即便制定出来了，要么需要重新修改、

要么高高挂起无人敢用，例如:《消防通讯指挥系统设计规范》严格按照标准的编制程序完成编制工作，

并得到了标准主管部门的批准，但是，该标准中的某些技术规定却偏离了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的限定，

在国外是成熟的、先进的，得到了应用，但国内却缺乏应用的基础，因此，在标准出版过程中发现后

立即停止了出版，进而组织标准的修订。同样，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的条件也是很高的，

而且这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只有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原则才能同时实现。技术先进是指标准

中规定的各种指标和要求应当反映科学、技术和建设经验的先进成果，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促进工

程质量的不断提高，经济合理是衡量技术可行性的重要标志和依据，任何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都受

到经济条件的制约，真正先进的经验或技术，首先应当是在同等条件下比较经济的:安全适用是判断先

进技术在经济合理条件下的最低尺度。 

（2）以行之有效的生产、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的综合成果为依据。对需要进行科学测试或验证的

项目，要纳入计划、组织实施，并写出成果报告，对已经鉴定或实践检验的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合理

的科研成果，应当纳入标准。 

（3）应当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纳入标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

材料，应当具有完整的技术文件，且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 

（4）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对经过认真分析论证或测试验证，符合我国国惰的应当纳入标准或作

为标准制定的基础。 

（5）充分发扬民主，与有关方面协商一致，共同确认。对标准中有关政策性的问题，应当认真研

究、充分讨论、统一认识。对有争议的技术性问题，应当在调查研究、试验验证或专题论证的基础上，

进行协商，并恰如其分地做出结论。这条原则是确立标准权威性的关键，在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下，

这一要求往往变形走样，民主成了持相同观点者之间的民主、协调成了有意的回避，结果只能是标准

权威性的降低。标准不是某个人的标准，而是国家的、行业的或地方公认的标准，只有在标准制定过

程中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标准实施后才能被广泛地得到重视，单单依靠行政命令的时代己经过去了，

尤其是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要求，更是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才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才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 

（6）做好与现行相关标准之间的协调，避免重复或矛盾。对需要与现行强制性标准协调的，一般

应当遵守现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确有充分依据对同级或上级强制性标准内容进行更改的，必须经过

现行强制性标准的批准部门批准，否则不得另行规定:对属于应当由产品标准规定的内容，不得在工程

建设标准中加以规定。 

（7）标准条文的规定，应当严谨明确、文句简练，不得模棱两可，其内容深度、术语、符号、计

量单位应当前后一致，不得矛盾。 

2.编制程序 

编制标准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只有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开展，才能确保标准的质量和水平，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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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制定速度。各类工程建设标准由于其复杂程度、涉及面的大小和相关因素的多少，差异比较大，

因此，在制定的程序上也不尽相同。但一般都要经历四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其主要是筹建编制组、

制定工作大纲、召开编制组成立会议、确立分工、进度等，征求意见阶段:包括搜集整理有关的技术资

料、开展调查研究或组织试验验证、编写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送审阶段：

包括补充调研或试验验证、编写标准的送审稿、筹备审查工作、组织审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形式，

一般采取召开审查会议的形式进行。经主管部门或同意后，也可采取其他的形式审查，例如：函审和

小型会议的等形式。报批阶段：包括编写标准的报批稿、完成标准的有关报批文件、组织审核等。 

3.编制要求 

标准质量的好坏、水平的高低，除了标准应按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准确反映实践经验和科技成果

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准编写质量和水平。根据建设部与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商谈纪要”，建

设部于 1992 年初印发了《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编制暂行办法》，1996 年底正式印发了《工程建设标准编

写规定》，适用于各类工程建设标准的编写。对工程建设标准的编号、内容构架、格式等均作出了详尽

的规定。 

（四）标准的发布 

批准发布标准是标准主管部门或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对标准的批准发布，既反映了标准化

工作的严肃性，同时也为标准的实施赋予了权威性和法律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包括三项工作： 

1.标准报批稿经主管部门或机构的领导进一步审核认可，正式批准； 

2.二是按规定以特定形式发布； 

3.三是赋予标准以特定的编号。 

（五）标准的实施 

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不仅仅是加强工程建设管理的一个环节，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

要环节。只有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做到了有效的监督，标准化的目的才能够真正实现，其意义是重

大的。 

由于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这两项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目前已经发布的有关工程

建设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法规性文件中，几乎都有相关的规定。比较重要的法律、行政

法规有《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规定》以及《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等。这些法律

和法规，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实施工程建设标准和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作了或原则、或具体的规定。工

程建设标准涉及各类建设工程的各个建设阶段，涉及到各地建设工程的管理，因此，除了国家发布的

《产品质量法》等一些综合性法律、法规规章外，国家也发布了不少有关建设工程的法律或法规，例

如：《消防法》、《公路法》、《城市规划法》、《房地产管理法》、《人防法》、《招标投标法》等，同时，各

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地方人们政府，也都发布许多有关建设工程管理的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这些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说都是实施工程建设标准的法律性依据，就工程建设标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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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言，经过标准化工作者的艰难探索，政府应当如何管理这项工作的目标也逐步明确。《建筑法》，

尤其是《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发布实施，明确了建设市场各方主体的责任、义务以及政府管理

的方式和要求，可以说为我国建设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注入了活力。《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有关强制性标准实施与监督的有关规定，为加强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与监督工作指明了方向，对

强化工程建设标准实施与监督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同时，也为开展工程建设标

准的实施与监督工作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目前，对于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主要还仅是集中或停留在

对相关重要标准的宣贯，特别是强制性条文进行系统性宣贯的层面上，配合质量安全等的标准的专项

检查工作也是处在阶段性或随机性的状态。 

（六）标准的废止 

《标准化法》的第十三条规定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以确认现行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 

废止的标准将通过行政文件予以公示。另外，对于修编的标准，新标准一经发布，原标准将自行

废止。 

由于特殊情况，对未完成或不落实的计划项目实施计划的废止。 

（七）标准的日常管理 

工程建设标准是工程建设规划、勘察、设计、施工、验收以及维护加固的技术依据和准则，无论

其法律属性如何，发布实施后，都将对建设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人们在贯彻执行标准的过程中，必

然会对标准的技术内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对标准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对标准内容某些规定的

意见或建议等，无不需要及时地得到回复。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

也需要及时地调整标准的技术规定，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些具体问题的存在，都为标准的批准部

门加强标准的日常管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长期的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实践中，各级标准化管理

机构也都对标准日常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采取了具体的管理措施.由于各行业或地方

管理标准的方式、方法以及深度不同，对标准的日常管理工作，无论在机构设置上、管理工作的内容

要求上、管理的方式方法上，都有比较大的区别。目前，国家对标准的日常管理工作尚无统一的要求。

但对于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日常管理却有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有关工程建设国

家标准的日常管理工作，在现行的规章制度中主要规定了两个方面： 

1.工作机构的设立和管理： 

（1）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发布后，应当由其管理单位组建国家标准管理组，负责国家标准的日常管

理工作； 

（2）国家标准管理组设专职或兼职若干人。其人员组成，经管理单位报相应的管理部门审定后，

报国家标准的批准部门备案； 

（3）国家标准管理人员在该国家标准的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管理单位应当加

强领导，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定期研究和解决标准日常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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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日常管理委托建设部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技术归口单

位以及相关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 

2.工作的要求和主要任务： 

（1）提出本专业或行业领域的年度计划项目建议； 

（2）根据主管部门的授权负责国家、行业标准的解释； 

（3）对国家、行业标准中遗留的问题，负责组织调查研究、必要的测试验证和重点科研工作； 

（4）负责国家、行业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 

（5）调查了解国家、行业标准的实施情况，收集和研究国内外有关标准、技术信息资料和实践经

验，参加相应的国际标准化活动； 

（6）参与有关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和咨询； 

（7）负责开展标准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8）负责国家、行业标准的复审、局部修订和技术档案工作。 

（八）实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保证措施 

将保障措施纳入标准体系是目前起主导作用的标准体系概念与传统的标准体系概念的重要区别之

一。建立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必然要同时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虽然在《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城乡规划、

城镇建设、房屋建筑部分)研究和编制中，没有明确提出或设定相应的保障体系，但是，对标准体系实

施却也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标准化的法规制度。组织制定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规定、采用国际标准、标

准通报、标准备案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标准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以加快标准的编制速度、提高

标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适应加入 WTO 的需要等。 

2.改革标准的管理体制。综合标准由建设部直接负责管理，在已经成立的房屋建筑强制性条文咨询

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城乡规划和城镇建设两个强制性条文咨询委员会，具体负责标准强制性条文的

协调和技术支持工作。对于其他三类标准，建设部实行宏观管理“管好两头、放开中间”，即：建设部

负责标准的计划立项和批准发布，委托标准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的编制和技术管理，以减少层次、提

高效率、调动专家和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协助政府强化标准管理为目标，按照城乡规划、城乡工程勘

察测量、城镇公共交通、城镇道路桥梁、城镇给水排水、城镇燃气、城镇供热、城镇市容环境卫生、

风景园林、城市与工程防灾、建筑设计、建筑地基基础、建筑结构、建筑施工质量与安全、建筑维护

加固与房地产、建筑室内环境、信息技术应用共 17 个专业，由建设部组建相应的标准技术委员会。 

3.加强标准的计划管理。分别轻重缓急，根据需要与可能的原则，首先重点完善通用标准，保证标

准的覆盖范围，确保建设活动中主要的技术要求有标可控。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推进专用标准，重点

是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保护公共利益、促进新技术应用方面的标准，并适时补充和制定基础标准。 

4.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按照“认真研究、积极采用、区别对待”的原则，积极转化符合我国国惰的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提高标准的编制速度。尤其是术语、符号、分类等基础标准，可等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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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有关工程建设的其他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宣修改采用，按照标准体系

的规定，把有关技术内容，通过分析，不同程度地纳入相关标准中，提高对国际标准的采标率，逐步

与国际水平接轨。 

5.加快标准的复审工作。按照“一般五年复审一次”的要求，定期组织标准的复审工作。凡标准体

系要求合并的现行标准，坚决予以合并；凡与标准体系界定范围不符合的现行标准，及时通过修订或

局部修订予以调整；凡技术上需要修订的标准，及时组织标准的修订，保证标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6.加强标准研究机构的建设。积极研究成立“工程建设标准化研究院”的可能性，现阶段重点扶持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充实新生力量，增强研究活力，为工程建设标准的制订、修订、管理以及标

准的培训等提供日常服务，促进标准的协调有序发展。同时，重视标准编制中的技术研究和试验验证

工作，对影响重大的技术问题，建议编制和下达专门的科研计划，积极培育标准的科研队伍。 

7.开拓标准编制的经费渠道。为完善标准体系，近阶段每年需要新制订项目大约在 60 项，同时约

有 50 项标准需组织修订或局部修订，标准编制工作每年需要投入 3000 万元左右的费用。 

因此开拓标准编制的经费渠道十分重要。建议：一是继续积极争取国家在标准编制工作上的经费

投入，重点用于综合标准，同时资助重要的通用标准；二是鼓励标准编制管理机构按照国家的有关规

定，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参与标准的出版发行，利用出版发行获得的部分利润，用于标准的制订、

修订和管理；三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于数量大、缺项多、市场急需的专用标准，逐步采取招标的

方式，择优选定编制单位。同时，对于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部分专用标准，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包

括在标准编制、科研、经费、试验验证、技术等方面的参与，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扩大标准编制工作

的经费筹措渠道。 

现行的工程建设标准己达 4000 多项，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基本覆盖了各类工程

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如此门类众多，涉及广泛，数量庞大，而且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

衔接、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以图形、表格等表达形式科学反映工程建设标准全貌，这就

是工程建设标准的体系。 

我们研究工程建设标准的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全面了解和掌握工程建设标准的合理构成，根据我

国工程建设标准的特点，规划指导标准化活动的开展。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两大元素是分类和层次划分。 

工程建设含盖了各个行业领域，体系的分类首先应按行业大类划分，再按专业分类设置，不同的

行业建立不同的体系。体系要力求全面反映行业特点和建设活动的需要，内容构成力争完整配套，科

学合理。在体系中不必要区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不在此规定强制性和推荐性。 

层次划分要求内容完整、层次分明、构成合理、关系清晰、避免重复。主要按标准的性质和内容，

覆盖面、涉及面、影响程度、粗细程度等分层设置。上一层标准约束、指导下一层标准；下一层标准

服从、服务于上一层标准；下一层标准是上一层标准的技术支持、延伸或补充；同一层次的标准可以

横向关联，力求以最少的标准数量覆盖最大的专业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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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集题 

一、判断题 

1.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施工，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强制性条文的实施管理内容包括重点审查项目施工图

有否违反强制性条文要求。（    ）  

2.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施工，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强制性条文的实施管理内容包括建立强制性条文表和

逐条的落实措施。（    ）  

3.按《标准化法》，标准化工作的任务包括组织实施标准.制定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  

4.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中，某部分（专业领域或建设环节）综合标准下，每部分体系中所含各专业的

标准分体系，按各自学科或专业内涵排列，在体系框图中竖向分为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强制性标准三

个层次。（    ）  

5.强制性条文的落实细则属于施工项目部工程建设标准化实施信息的收集内容。（    ）  

6.强制性条文应采用黑体字标志。（    ） 

7.强制性条文中引用其他标准，仅表示在执行该强制性条文时，必须同时执行被引用标准的有关规

定。（    ） 

8.标准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其具有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和更新的过程。（    ）  

9.对作业.安装.鉴定.安全.管理等技术要求和实施程序所做的统一规定的标准是规程。（    ）  

10.工程建设标准一般划分为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该分类方法属于层次分类法。（    ） 

11.工程建设标准的主要特点是：综合性强.政策性强.技术性强.地域性强。（    ）  

12.工程建设标准强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则体现了工程建设标准的技术性

特点。（    ） 

13.标准员编制的施工项目工程建设标准实施计划，内容应包括计划目标.标准评价方法.执行标准及

强制性条文表等内容。（    ） 

14.企业标准的编制计划属于施工项目部工程建设标准化实施信息的收集内容。（    ） 

15.工程建设标准涉及工程建设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等环节。（    ） 

16.实现项目管理标准化，是企业实施规模扩张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项目管理标准化也是企业管

理标准化的一个根本基础。（    ） 

17.标准化是进行质量管理的依据和基础。（    ）  

18.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分为等效采用和修改采用。（    ）  

19.标准化活动包括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    ）  

20.标准中的名称.范围.规范性技术要素的要求均属于标准编写中的“必备要素”。（    ）  

21.标准中的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都与标准正文有同等效力。（    ）  

22.标准一旦纳入有关的法律.法规或经济合同中，即具有法定的强制力，必须贯彻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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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标准化学科的理论基础是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    ）  

24.标准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的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

或特性的文件。（    ）  

25.标准与非标准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  

26.标准化的基本原理通常是指统一原理.简化原理.协调原理和最优化原理。（    ）  

27.标准化的基本对象是技术性的，或与技术有关的管理和活动的有关事物和概念，因此，技术性

是标准化法制管理的固有属性。（    ）  

28.在互相独立的系统中，选择和确定具有功能互换性或尺寸互换性的子系统或功能单元的标准化

形式叫通用化。（    ）  

29.所谓标准的统一化就是对客观事物进行的必要的.绝对的统一化。（    ）  

30.在标准化形式中简化和统一是相互渗透的。（    ）  

31.统一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是我国标准化工作管理体制的特点。（    ）  

32.标准化活动中的产品系列化不仅能够简化现存的不必要的多样性，也能有效的预防未来不合理

的多样性的产生。（    ）  

33.标准的使用价值通过其适用性表现出来，是标准的自然属性。标准的适用性如何，可以作为衡

量该项标准使用价值大小的客观尺度。（    ）  

34.按照标准的属性，通常可以分为：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    ）  

35.工作标准是指对工作的责任.权利.范围.质量要求.程序.效果.检查方法.考核办法所制定的标准。

（    ）  

36.工作标准一般包括部门工作标准和岗位（个人）工作标准。（    ）  

37.标准中的附录分为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规范性附录是必须遵循的。（    ）  

38.工程建设标准是指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方法和安全保护的统一的技术要求及有关工程建设的技

术术语.符号.代号.制图方法的一般原则。（    ）  

39.标准设计图集不属于工程建设标准。（    ）  

40.对执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或标准设计图集中发现某些规定需要进行修改时，企业可以自行修改。

（    ）  

41.按《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240×190×90mm”书写符合规定。（    ）  

42.当视图采用同一种比例时，应将比例填写在标题的比例栏中。（    ）  

二、单选题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    ） 

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 

A.地方    B.企业    C.部门    D.综合 

2.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行业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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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部门为（    ） 。 

A.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B.工商行政部门  

C.社会团体      D.行业协会 

3.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    ） ，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

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 

A.效益    B.秩序    C.效果    D.效率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我国现行标准体系分为（    ） 四级。 

A.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 

B.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 

C.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D.国际标准.区域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 

5.工程建设标准一般可分为基础标准.方法标准.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标准.综合性标准.质量标准，

该分类方法属于（    ） 法。 

A.对象分类          B.性质分类          C.属性分类            D.层次分类 

6.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

域内是(    )。 

A.技术标准    B.产品标准    C.推荐性标准     D.强制性标准 

7.在下列各要素中属于规范性技术要素的是(    )。 

A.封面    B.范围    C.规范性引用文件    D.规范性附录 

8.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应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 为主要任务。 

A.企业标准    B.地方标准    C.国际标准    D.国外先进标准 

9.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和相关（    ） 的规定。 

A.施工规范   B.强制性条文   C.专业验收规范   D.质量标准 

10.《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50640-2010）不适用于（    ） 评价情况。 

A.施工环保    B.施工节水    C.施工节能    D.绿色建筑 

11.目前，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主要依据（    ） 标准。 

A.《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标准》（JGJ/T77-2010） 

B.《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GB/T28001-2011idtOHSAS18001:2007） 

C.《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D.《建筑施工作业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标准》（JGJ184-2009） 

12.（    ） 不属于评价或计算标准化经济效果的时期。 

A.提出标准化规划.计划时期    B.审查报批标准时期 

C.实施标准时期               D.起草标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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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按《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标准条文“项”的编号用（    ）。 

A.大写英文字母                           B.大写罗马数字 

C.阿拉伯数字                             D.带右半括号的阿拉伯数字 

14.按《标准化法实施条例》，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组织草拟，统一审批、

编号、发布，并报（    ） 备案。 

A.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B.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C.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D.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15.某施工项目在工程建设标准实施计划中，按施工阶段列出需执行的强制性条文，该内容在施工

项目建设标准的实施计划中（    ）体现。 

A.执行标准项目表                        B.执行强制性条文表 

C.强制性条文落实措施                    D.标准落实措施 

16.我国建筑工业行业标准代号是（    ）。 

A.JB    B.JG    C.QB    D.GB 

17.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我国的行业标准及其代号进行了规定。标准代号“JC”代表（    ）。 

A.建材行业产品标准        B.城镇建设行业工程建设标准 

C.建筑工业行业产品标准    D.建筑工业行业工程建设标准 

18.下列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中，（    ）属于福建省推荐性地方标准编号。 

A.DBJ15-54-2007        B.DB35/T1228-2011 

C.DBJ43/T002-2007      D.DBJ/T13-118-2010 

19.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中，贯彻落实（    ） 是主要任务。 

A.国家标准 

B.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C.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D.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20.按《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如标准中条文编号为“（四）.0.3 ”，则其表示（    ）。 

A.第四章的第三条                    B.第四节的第三条 

C.第四章的第三款                    D.第四节的第三项 

21.施工项目管理中，工程建设标准和建筑施工安全标准规范执行记录，不包括（    ）。 

A.施工企业标准的编制计划                 B.强制性条文表及落实记录 

C.施工操作技术交底                       D.标准实施检查记录 

22.标准化主要活动不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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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编制标准    B.发布标准    C.实施标准    D.印制标准 

23.工作标准是指对工作的责任.权利.范围.质量要求.程序.效果.检查方法.考核办法所制定的标准。

下列（    ） 项不属于工作标准的范畴。 

A.标准员岗位职责              B.施工技术负责人岗位职责 

C.施工工法                    D.质量安全部工作标准 

24.我国工程建设标准划分为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在某一地方行政区域内使用

的标准为（    ）。 

A.国家标准        B.行业标准       C.地方标准         D.企业标准 

25.国际标准的采用形式有多种，其中，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符号是（    ）。 

A.“≡”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idt 或 IDT 

B.“＝”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eqv 或 EQV 

C.“≠”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neq 或 NEQ 

D.“≈”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idc 或 IDC 

26.国际标准的采用形式有多种，其中，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符号是（    ）。 

A.“≡”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idt 或 IDT 

B.“＝”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eqv 或 EQV 

C.“≠”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neq 或 NEQ 

D.“≈”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idc 或 IDC 

27.国际标准的采用形式有多种，其中，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符号是（    ）。 

A.“≡”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idt 或 IDT 

B.“＝”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eqv 或 EQV 

C.“≠”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neq 或 NEQ 

D.“≈”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idc 或 IDC 

28.行业标准名称，一般用行业标准代码表示，下列（    ） 行业代码表示电力。 

A.JC                B.DL              C.CJ             D.JG 

29.按《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下列属于工程建设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编号是（    ）。 

A.GB50720         B.GB/T50353         C.JGJ/T251         D.GB11945  

30.《标准化法》第八条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

益，（    ）。 

A.保守国家秘密    B.保护环境    C.促进进出口    D.促进发展经济 

31.按《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的规定，不作为安全标志分类的是（    ）。 

A.提示标志    B.警告标志    C.指令标志    D.质量标志 

32.按照《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的规定，临时用电设备在（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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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设备总容量在（    ）kw，应编制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 

A.≥5.≥25    B.≥5.≥50    C.≥10.≥75    D.≥10.≥100 

33.企业标准化人员一般应从(    )来选择。  

A.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人员                 B.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 

C.技术与管理人员                         D.生产第一线工人 

三、多选题 

1.标准中注和脚注有:条文的注.条文的脚注、（      ） 等六种。 

A.图注    B.采标说明的注     C.图的脚注  

D.表注    E.表的脚注 

2.下属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的有（      ）  

A.食品卫生标准     B.产品抽样检验标准    C.ISO9000 族标准 

D.互换配合标准     E.制图方法标准 

3.企业制定的标准必须报当地（      ） 备案。 

A.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B.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C.政府工商行政主管部门            D.当地行业协会 

4.标准员应参与编制（      ） ，确认执行标准的有效性。 

A.施工组织设计             B.专项施工方案  

C.施工质量计划             D.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计划 

5.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有哪些（      ） 。 

A.制定标准      B.组织实施标准      C.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D.实施标准 

6.技术标准归纳为（      ） 等几类标准。 

A.基础标准   B.产品标准   C.方法标准   D.卫生安全标准 

7.根据标准的对象和作用划分，我国标准分为基础标准、（      ） 和环境保护标准。 

A.产品标准   B.方法标准   C.安全标准   D.卫生标准 

8.产品标准编号由（      ） 组成。 

A.标准代号                     B.标准发布的顺序号  

C.标准发布的年号               D.标准名称 

9.标准中的必备要素有：（      ） 。 

A.封面    B.前言    C.范围    D.名称 

10.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施工，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强制性条文的实施管理内容包括（      ）。 

A.重点审查项目施工图有否违反强制性条文要求 

B.组织项目相关人员逐条学习和领会 

C.单独建立强制性条文表和逐条的落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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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明确强制性条文检查项目及要求，规定合格判定条件 

11.标准贯彻的主要形式有：（      ） 。 

A.直接贯彻，就是对标准的条文不作任何压缩和补充，原原本本地进行贯彻 

B.压缩贯彻，即标准贯彻时，对标准的内容进行压缩与部分选用 

C.补充贯彻，即当标准的内容比较概括.标准中的指标不能满足需要时，对其内容和质量指标补充

后再贯彻 

D.重新编写，贯彻新编标准 

12.下列对于企业标准的说法，正确的有（      ） 。 

A.企业标准由企业制定，由企业法人代表授权的部门统一管理。 

B.企业标准由企业法人代表批准发布。 

C.在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时，不允许企业再制定标准。 

D.企业标准只有产品标准。 

E.企业标准不能违背强制性标准。 

13.电力工程机务部分制图可分为（      ） 和加工制造图等。 

A.系统图    B.布置图    C.管道安装图 

D.设备安装图    E.组装图 

14.电力工程机务部分系统图可分为（      ） 。 

A.热力系统图         B.管道安装系统图      C.系统流程图 

D.燃烧系统图         E.布置系统图 

15.我国现阶段标准化工作中国家标准方面存在的问题是（      ） 。 

A.标龄过长，标准老化现象十分严重。 

B.标准制修订周期过长。 

C.采用国际标准率低，标准更新速度跟不上。 

D.标准内容不协调，形式与 WT0 规则不符合。 

16.对标准草案审查的内容主要是：（      ）。 

A.标准草案是否符合或达到预定的目的和要求 

B.标准规定是否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C.与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标准是否协调一致 

D.技术内容是否符合我国实际和科技发展方向 

17.我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之间不得（      ）。 

A.相互协调     B.相互抵触    C.重复制定    D.相互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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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企业标准体系的基本内容及编制 

第一节 企业标准体系的概念和内容 

一、企业标准体系构成范围 

企业内的标准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功能上的联系。只有将它们按其内在的联系严密

地组织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标准之间按其内在联系构成了标准体系，企业标准体系的作用是

支撑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主要由以下几项内容构成： 

（一）企业的生产、经营的方针、目标； 

（二）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 

（三）标准化的法律、法规； 

（四）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五）本企业标准 

企业标准体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含了企业围绕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所执行的各类“文件”，

既包含了按照标准定义所制定的各级各类标准文件，也包含了企业应遵守的各项法律、法规。 

GB/T 15496-2003  《企业标准体系要求》 

GB/T 15497-2003  《企业标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 

GB/T 15498-2003  《企业标准体系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体系》 

GB/T 19273-2003 《企业标准体系评价和改进》 

二、企业标准体系构成 

企业标准体系包含了企业的全部标准，按照各类标准的功能、作用，通过技术、管理标准、工作

标准等三类标准反映企业标准体系总体框架。（见图 11-1 ）：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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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标准体系构成 

对于建设类企业而言，技术标准是企业顺利完成生产任务的技术准则，对于建设类企业，工程建

设各个环节、各项工作内容均应制定技术标准，包括施工规程、质量验收标准、材料标准、试验检验

标准等等。 

技术标准体系是技术标准按其内在的联系形成的标准体系，由于工程建设所涉及的技术标准种类

多、范围广，需要准确把握内在联系的特点，方能构建科学的技术标准体系。内在联系主要反映在结

构联系和功能联系两个方面。在結构联系方面，主要是层次之间的联系，基础标准规定了术语、符号

等事项，处于层次结构的顶层，通用标准由于菠盖面宽泛，处于层次結构的第二层，专用标准一般针

对某一具体事项所制定的详细的专用技术标准，处于层次结构的底层。在功能联系方面，包含了相同

功能的标准和不同功能标准之间的联系，比如，同样是工.程质量验收标准，混凝土结构验收标准和装

饰装修标准之间的联系是相同功能标准之间的联系，质量验收标准与混凝土施工技术规程之间的联系

是不同功能标准之间的联系。 

企业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可以针对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按工作性质划分不同模块，排列形成序列结

构（见图 11-2），反映企业标准体系结构。 

 

图 11-2 企业标准体系序列结构 

序列结构中各个模块中的标准，还可以进一步进行层次划分，分为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用标

准。 

案例：三新技术应用标准的管理 

（一）新产品 

新产品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

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在研究开发过程，新产

品可分为全新产品、模仿型新产品、改进型新产品、形成系列型新产品、降低成本型新产品和重新定

位型新产品。按照建筑行业应用领域，新产品可分建筑材料新产品、建筑机械新产品、建筑模板新产

品等等。 

（二）新工艺、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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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的生产与其他行业相比，有其特殊性，就是其产品均为独一无二的，其建造地点均为固

定的，建筑结构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建筑行业的技术进步除体现在新产品(如新型建筑材料、新

型施工材料、新型施工设备等)外，主要体现在工艺创新的过程中。在建筑行业，新工艺就是新技术，

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工艺和技术，均值得提

倡。目前，我国建筑业还处于规模型增长阶段，技术进步对建筑业总产出的贡献率不到 20%，从而反

映作为传统产业的建筑业，科技进步作用不够明显，比例较低，整体产出增长仍属于外延粗放型，因

此，结合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形势，提高效率、扩大内涵、走集约化发展之路成为我国建筑

业迎接挑战的当务之急。 

（三）“三新”技术推广应用管理 

1.基本规定 

（1）新技术是指经过鉴定、评估的先进、成熟、适用的技术、材料、工艺、产品。新技术推广工

作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队《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109 号)等法律、法规，重点围绕建设部、省（市）发布的新技术推广项目进行。 

（2）推广应用新技术应当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或者依照合同约定，享受

利益，承担风险。对技术进步有重大作用的新技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以采取行政和经济等措

施，予以推广。 

（3）企业应建立健全新技术推广管理体系，明确负责此项工作的岗位与职责。从事新技术推广应

用的有关人员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4）工程中推广使用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应有法定鉴定证书和检测报告，使用前应进行复

验并得到设计、监理认可。 

（5）企业不得采用国家和省(市)明令禁止使用的技术，不得超越范围应用限制使用的技术。 

2.新技术推广应用实施管理 

（1）企业对列入推广计划的项目应进行过程检查与总结。列入省(市)推广项目计划的项目，每半

年向省(市)建设主管部门上报项目完成情况。 

（2）对于未能按期执行的项目，应分析原因并对该项目予以撤销或延期执行。 

（3）对新技术推广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给予奖励。 

3.北京市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的管理 

北京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是指采用了先进适用的成套建筑应用技术，在建筑节能环保技

术应用等方面有突出示范作用，并且工程质量达到北京市优质工程要求的建筑工程( 即本市通常所称的

“一优两示范工程”以下简称示范工程) 。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示范工程项目的立项审批、实施与监督及项目的评审验收工作，

北京市城建技术开发中心协助进行有关具体工作。 

（1）示范工程中采用的建筑业新技术包括当前建设部和北京市发布的《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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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新技术；以及在建筑施工技术、建筑节能与采暖技术、建筑用钢、化学建材、信息化技术、建筑

生态与环保技术、垃圾、污水资源化技术等方面，经过专家鉴定和评估的成熟技术。 

（2）企业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示范工程管理工作，并对实施效果好的示范工程进行必要

的奖励。 

（3）示范工程的确立应符合以下规定： 

①企业级示范工程由各单位自行确定。示范工程应能代表企业当前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具有带

动企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且质量优良、技术经济效益显著的典型示范作用。 

②申报北京市、建设部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应符合北京市和建设部有关规定所要求的立

项条件，并按要求及时申报。 

③示范工程应施工手续齐全，实施单位应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和规范的管理制度。 

④示范工程中应用的新技术项目应符合建设部和北京市的有关规定，在推广应用成熟技术成果的

同时，应加强技术创新。 

⑤示范工程应与质量创优、节能与环保紧密结合，满足“一优两示范”的要求。 

（4）示范工程的过程管理与验收规定： 

①列入示范工程计划的项目应认真组织实施。实施单位应进行示范工程年度总结或阶段性总结，

并将实施进展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主管部门进行必要检查。 

②停建或缓建的示范工程，应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情况，说明原因。 

③示范工程完成后，应进行总结验收。企业级示范工程由企业主管部门自行组织验收。部市级示

范工程按有关规定执行。示范工程验收应在竣工验收后进行，实施单位应在验收前提交验收申请。 

④验收文件应包括:《示范工程申报书》及批准文件、单项技术总结、质量证明文件、效益分析证

明(经济、社会、环境)，示范工程总结的技术规程、工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示范工程技术录像及其他

相关技术创新资料等。 

（四）“三新”技术许可管理 

建设部关于印发《“采用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核准”行政许可实

施细则》的通知（建标[2005]124 号）规定： 

“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与现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不一致的情况，或直接涉及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环境保护、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以及其它社会公共利

益，且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没有规定又没有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可依的情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建设工程，拟采用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时，应当由该工程的建设单位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并按照行政许可决定的要求实施。未取得行政许

可的，不得在建设工程中采用。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三新核准”的统-管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具体办理。国务院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标准化管理机构出具本行业“三新核准”的审核意见，并对审核意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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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本行政区域“三新核准”的审核意见，并对审核意见

负责。 

四、管理标准体系构成 

企业管理标准体系是企业标准体系中的管理标准按照其内在的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管理

标准体系是企业标准体系中的子体系，其作用体现在保证技术标准体系有效实施，保证管理的高效、

科学。 

各个企业都结合自身的经营目标，制定本企业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但管理制度与管理标准之间

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系统性与可操作性方面。在系统性差异方面，由于标准在编制过程中

运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对企业范围内全部所需要管理的事项，运用标准化原理，进行协调、统一、

优化后制定管理标准，形成管理标准体系，这样的管理标准体系，能够把孤立的、分散的管理事项汇

集成整体管理功能最佳优势，每个管理标准都是管理标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整个管理标准体系具有

较强的系统性，而管理制度，多为针对管理工.作的一般程序、要求和问题做出的规定，各部门制定各

部门的，彼此缺乏统一协调，相比较管理标准体系而言，缺乏系统性。在可操作性差异方面，管理标

准在形式上比规章更加灵活，而且对每个环节、转换过程中各项工作为什么干、干到什么程度都规定

得十分清楚，内容上可以做到定量，有时间要求则规定时间要求，不能定量的也要规定得具体明确，

而一般管理制度定性的多、定量的少，相比较而言，管理标准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 

对于建设企业，管理事项一般包括了技术管理、安全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管理、材料管理、劳

动管理、造价管理等，针对工程项目各项管理内容制定相应的标准构成了企业的管理标准体系，通过

图 11-3 反映企业的管理标准体系。 

图 11-3 企业管理标准体系构成 

序列中每个模块又包含了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两个层次。 

五、企业工作标准体系构成 

企业工作标准体系是企业标准体系中的工作标准按其内在的联系形成的科学有机整体，它是以与

生产经营相关的岗位工作标准为主体，包括为保证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的实施而制定的其他工作标准。

对于建设企业，工作标准体系构成见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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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企业工作标准体系构成 

对于企业而言，通用标准一般规定各岗位人员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的规章制度的行为准则，

各岗位的专用工程标准要根据各岗位工作情况分别制定。 

工作标准的内容应能体现该岗位职责、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及量化要求，要满足有关技术标准和

管理标准的要求，能够促进和保证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的贯彻实施，考核条款必须明确、具体，具有

可操作性。 

六、企业标准管理制度与规定 

管理制度化是开展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化的重要基础，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标准化水平和效果，从 1997

年开展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化现状调查中可以看出，企业标准化工作开展较好的，除了企业领导重视

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工作制度，实现了本企业标准化工伤管理的制度化。 

目前国内的有关文献，在述及企业标准化时，无一例外地要对企业标准化的管理制度加以强调和

分析。综合来看，企业标准化的管理制度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本企业标准化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职责任务； 

（二）企业标准化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的职责范围和权利、义务； 

（三）本企业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的原则和要求； 

（四）制定、修订本企业标准的方式、方法、组织形式、程序、格式等方面的规定； 

（五）实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本企业标准的要求、考评办法、奖惩措施等； 

（六）技术改造、技术研究、技术引进的标准化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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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培训、标准化信息资料管理以及标准化效益统计、评价与计算等方面的要求等。 

七、企业标准化组织管理工作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应根据本企业的发镇方针目标，提出本企业工程建设标准

化工作的长远规划。长远规划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本企业标准化工作任务目标； 

（二）标准化工作领导机构和管理部门的不断健全完善； 

（三）标准化工作人员的配置； 

（四）标准体系表的完善； 

（五）标准化工作经费的保证； 

（六）贯彻落实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措施、细则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七）企业技术标准的编制、实施； 

（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技术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等。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应根据本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长远规划制定工程建设

标准化工作的年度工作计划、人员培训计划、企业技术标准编制计划、经费计划，以及年度和阶段技

术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计划等，并应组织实施和落实。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年度计划应包括长远规划中的有关工作项目分解到本年度实施的各

项工作。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年度企业人员培训计划应包括不同岗位人员培训的目标、培训学时

数量、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年度企业技术标准编制计划，应包括企业技术标准的名称、编制技

术要求、负责编制部门、编制组组成、开编及完成时间及经费保证等。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年度及阶段技术标准实施监督检查计划，应包括检查的重点标准、

重点问题，检查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检查的组织、参加人员、检查的时间、次数等。每次检查应写出

检查总结。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应明确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工程项目经理部和企业内各职能部门

的工作关系，以及有关人员的工作内容、要求、职责，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和企业各职能部门及有关人员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应是本规范第（四）、

（一）、3 条各项内容的细化。并采取措施保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本部门贯彻落实。 

（二）施工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应将有关标准化工作内容、要求落实到有关人员。 

（三）施工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工程项目经理部和人员，应接受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对标准化

工作的组织与协调。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应负责本企业有关人员日常标准化工作的指导。在实施

标准的过程和日常业务工作中，应及时为有关人员提供标准化工作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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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应建立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人员考核制度，对每项标准的落实执行情况和每个工作岗位

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应对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案例：北京市建设企业标准备案申报管理 

1.企业技术标准评审提供以下书面资料，并对资料的有效性负责： 

（1）标准文本( 含电子版)； 

（2）标准涉及的关键技术科技成果鉴定/评估证书； 

（3）标准涉及的关键产品检测报告/关键技术现场检测报告； 

（4）标准涉及的主要产品/材料产品标准； 

（5）标准中涉及的关键技术/产品专利证书、专利授权证明材料，或未涉及他人专利技术的检索证

明； 

（6）标准编制简要说明； 

（7）主编单位营业执照和施工资质证书( 复印件加公章)。 

2.企业技术标准备案申办程序 

一是受理。企业登录北京建设网(www. bjjs.gov.cn )“服务大厅”的“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

栏目，填报相关信息，并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1）企业技术标准批准发布文件一份； 

（2）企业技术标准备案申请一份； 

（3）《北京市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登记表》一式三份，附电子版； 

（4）企业标准文本一式五份，附电子版； 

（5）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施工资质或房地产开发资质复印件(验原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中央

及外省市建筑企业还需提供来京施工备案的有关证明材料； 

（6）企业标准中未涉及他人专利技术的检索证明，或专利授权证明材料复印件(验原件)，并加盖

单位公章。 

注:对于建设工程建筑材料的施工工艺及质量验收标准，申请单位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1）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产品标准文本； 

（2）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性能检测报告。 

标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受理标准查验申请材料。 

符合标准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并将申请材料转审查人员。 

不符合标准但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能当场更正的，向申请

人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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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即时 

二是审查 

标准： 

1.企业标准编写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的要求，涉及技术符合国家

及北京市的经济技术政策； 

2.企业标准中未涉及他人专利技术或者具有专利授权； 

3.企业标准必须经过专家评审，并记载在《北京市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标准备案登记表》上； 

4.申请单位应具有施工资质或房地产开发资质。 

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审查标准对受理人员移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符合标准的，将申请材料转决定人员。不符合标准的，书面写明审查意见及理由后将申请材料转

决定人员。 

时限：1 个工作日 

三是决定 

标准：同审查标准 

岗位职责及权限：对申请事项做出决定。 

同意审查意见的，签署意见，转告知人员。不同意审查意见的，书面提出意见及理由，转告知人

员。 

时限：1 个工作日 

四是告知 

岗位职责及权限：对准予备案的，制作《办理结果通知书》和有关文件，并送达申请人。 

对不予备案的，制作《办理结果通知书》，写明理由和申请人享有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并将《办理结果通知书》和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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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业标准体系表的编制 

GB/T 13016-2009  《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 

GB/T 13017-2008  《企业标准体表编制指南》 

一、编制要求 

标准体系表把一定范围的标准体系内的标准按照一定形式排列起来并以图表的形式表述出来，以

作为编制标准和实施标准的依据。通过企业标准体系表，要能够清晰反映出针对企业生产、经营、管

理活动已有哪些标准，尚缺哪些标准，同时，又能够清晰反映出针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各项

工作过程中，应该遵守咖些标准要求。因此，这就要求标准体系表要全面成套、层次恰当、划分明确。 

（一）全面成套 

企业标准体系表应力求全面成套，尽量做到全，只有全才能反映企业标准体系的整体性，才能全

面支撑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全面成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贯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凡是适用于本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都应纳入到企业标准体系表中。 

标准项目齐全，要求标准体系中的标准项目要覆盖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同时标准项

目划分要合理，不能有标准项目重复交叉的情况。 

标准的内容要科学、适用，标准中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要合理，既要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要求，又要有可操作性，要做到技术、管理、经济协调统一。 

（二）层次恰当 

层次恰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企业标准体系结构中，要有清晰的层次，层次之间的关系代表了不

同层次的标准之间的关系；二是每一项标准要根据标准的适用范围，恰当地安排在不同的层次和位置

上，企业标准体系中标准，上下、左右的关系要理顺，上下层是从属关系，下层标准要服从上层标准。

比如，基础标准规定了工程建设的符号、术语等，是指导各项标准编制的基础，处于体系结构的最上

层，各项标准的编制均应遵守基础标准的规定。 

（三）划分明确 

划分明确要求标准项目之间减少重复、交叉，避免矛盾。一般情况，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按照专业

进行横向划分，各个专业按照其工作内容开展标准化工作，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各项活动，因此，在

编制企业标准体系过程中，要针对工作内容，既标准化对象，合理确定标准项目，避免将应该制定成

一项标准的同一项标准的统一事物或概念，由两项以上标准同时重复制定或没有标准。 

二、企业标准体系的组成 

企业标准体系是以技术标准为主体，包括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企业标准体系表的组成：结构图、标准明细表、标准汇总表，体系表编制说明。 

所有标准都是在标准化法律、法规及企业方针目标和企业标准化管理规定的指导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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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标准体系表的结构 

企业标准体系表的结构分为层次结构和序列结构两种。 

（一）层次结构：从上图可以看出，第一层次企业方针目标、企业标准化管理规定和法律法规。

第二层次是技术标准子体系和管理标准子体系。第三层次是工作标准子体系。 

（二）序列结构：序列结构体系表是将系统的全过程按顺序排列起来的图表。 

 

 

四、企业标准体系表格式 

编制标准体系表主要是确定标准体系表的空间结构和标准项目，一般情况标准体系表包括标准体

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和标准项目说明等三部分。标准体系的结构是由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相统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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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整体空间结构，纵向结构代表了标准体系的层次，横向结构代表的标准化所覆盖的领域。表 2-5

代表了建设类企业标准体系的典型层次。 

 

图 11-5 企业标准体系层次结构 

第一层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体系，包括了企业应遵守的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生产经营所确定的目

标、方针，对以下各层次的标准都具有约束和指导作用。 

第二层次为生产经营的标准体系，包括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其中技术标准和管理

标准体系又可分为基础标准和专项标准两个层次。 

图 11-6 代表了建设类企业典型横向领域结构。 

 

图 11-6 横向领域结构 

标准体系的横向结构是将标准体系整体，按照标准化对象的细分，结合工作性质的不同，分成若

干相互关联的结构模块，每个模块可以自成体系，包含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在实际应用中，这两种结构形式可选择一种作为构建标准体系的结构。层次结构内容全面，覆盖

面广，适用于机构或大型建设项目为范围或对象的标准体系构建。横向领域结构的每个模块的内容“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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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大，即可多可少，适用性强，适用于专项或普通项目为对象的标准体系构建，在建设项目管理中

应用较为方便。 

确定企业标准体系中标准项目，任务就是对照企业标准体系结构中的各个模块，确定模块中的标

准项目，以列表的形式体现出来，列表要能够表达出编码、标准名称、标准编号、标准属性、强制性

表文编号以及被替代标准号等信息，其中，编码是体系编制者为查询方便按照一定的规则确定的编码。 

表 2-7 是常用的标准项目明细表。  

常用的标准项目明细表                 表 2-7 

题名：XXX 层次或领域标准明细表 

序号 编码 标准名称 编号 标准属性 强制性条文编号 被替代标准号 

       

       

 

标准项目说明要说明标准的适用范围、主要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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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程项目应用标准体系构建 

一、工程项目标准体系 

（一）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的范围 

这里所提到的“范围”，是指标准体系所涵盖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的对象直接相关。工程项目标准

体系是为顺利完成工程项目建设而构建的一类标准体系，是企业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范围

是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各项工作内容所涉及的标准,不同的项目、不同的工作范围，标准体

系也不尽相同，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标准体系有很大不同，同样是房屋建筑，主体结

构工程和装饰工程的标准体系也不相同，可以说由于工程项目的差异决定了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的“个

性化”。 

（二）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编制依据 

首先，与工程项目建设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是工程项目建设过

程中必须遵守的准则，这是工程建设各方的应尽责任，包括《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

《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等等。 

其次，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工程项目建设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严格执行

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 

第三，工程项目的技术要求。每一项工程都存在差异，不存在一套标准体系“打天下”的局面，

建立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的目的是顺利完成项目建设，工程项目标准体系必须要依据工程项目的技术要

求。 

（三）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结构 

工程项目建设涉及技术、材料、设备、管理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确定工程项目标准

体系的结构是编制完善的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了标准项目能否覆盖工程建设活动

的全部工作内容。 

在确定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结构时应充分考虑各项工作内容的差异，比如施工技术管理和材料管理

的差异，工程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的差异。同时，还要兼顾各岗位工作的需要，比如技术管理岗位、

质量管理岗位、安全管理岗位、材料管理岗位的需要。可以采用模块化结构反映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的

结构。图 11-8 给出了普通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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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结构图 

结构图中，每一个模块还可以再进一步分解，如何细分要根据项目的规模、项目管理岗位人员设

置的情况，以方便使用，更好地服务于工程建设为出发点。 

（四）标准项目明细表 

在确定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结构之后，要列出标准项目明细表，要对应每一个模块分别列出标准项

目明细表，明细表中的项目应包含适用于该项目建设的全部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关地

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结构图和标准项目明细表共同构成了工程项目标准体系整体。 

二、工程项目应执行的强制性标准体系表 

按照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必须严格执行，不执行强制性标准，企业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目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工程建设标准中直接涉及安全、质量、环境保护和人身健康

的条文。编制工程项目应执行的强制性标准体系表，可以保障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有效贯彻执行强制

性标准，保障工程安全、质量，而且从近年来发生的安全、质量事故来看，大部分事故是由于没有严

格执行强制性标准造成的。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是分散在每一项标准当中，编制工程项目应执行的强制性标准体系表的

任务，就是将工程项目应执行的工程建设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进行整理、列表汇编，供工程项目建设

过程中使用。编制过程中，关键是要确保强制性条文齐全，不能遗漏。 

表 2-9 是工程项目强制性标准体系表的样式。 

强制性标准体系表                    表 2-9 

序号 工作环节 标准名称及编号 强制性条文内容 说明 

     

     

工作环节是工程项目标准体系结构图中的各个模块，在说明栏目中可以对执行强制性条文的要求

进一步说明。目前，工程建设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在条文说明中均有说明，也可以引用过来，为执行

强制性条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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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单选题 

1.按《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制订国家标准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密切结合自然条件，合理利用资源，充分考虑使用和维修的要求，做到（    ）。 

A.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B.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C.安全可靠.技术适用.经济合理 

D.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环保 

2.按《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下列属于工程建设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编号是（    ）。 

A.GB/T1346       B.GB50720       C.GB/T14684       D.DB11/501  

3.按《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工程建设中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标准，现行强制性

标准未作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向（    ）备案。 

A.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B.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C.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D.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4.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中，(    ) 的贯彻落实是管理的重点。 

A.强制性条文     B.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C.地方标准       D.企业标准 

5.按标准化对象，企业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不包括(     )体系。 

A.技术标准        B.管理标准        C.评价标准        D.工作标准 

6.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化管理的基本任务不包括（    ）。 

A.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B.实施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C.建立和实施企业工程建设技术标准体系表 

D.修订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技术标准并实施和监督检查 

7.施工项目现场建设标准的交底，由（    ）负责向项目有关操作人员进行交底。 

A.项目负责人               B.项目技术负责人  

C.标准员                   D.项目技术管理人员 

二、多选题 

1.企业标准体系表具体包括：（      ）和体系表编制说明等四项内容。 

A.标准体系结构图        B.标准明细表        C.统计表        D.标准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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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工程建设标准化实施监督检查 

第一节 标准实施 

一、标准实施的意义 

标准的实施是指有组织、有计划、有措施地贯彻执行标准的活动，是标准管理、标准编制和标准

应用各方将标准的内容贯彻到生产、管理、服务当中的活动过程，是标准化的目的之一，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一）实施标准是实现标准价值的体现 

标准化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标准化的目的只有通过标准的实施才能达到。标准是实践经验的总

结并用以指导实践的统一规定。这个规定是否科学、合理，也只有通过实施才能得到验证。一项标准

发布后，能否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使标准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关键就

在于认真切实地实施标准。实施标准，往往涉及各个部门和各个生产环节。这就要求生产管理者不断

适应新标准要求，改善生产管理，技术部门通过实施标准，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所以，标准是

通过实施，才得以实实在在地把技术标准转化为生产力，改善生产管理，提高质量，从而增强企业的

市场竞争能力。 

（二）实施标准是标准进步的内在需要 

标准不仅需要通过实施来验证其正确性，而且标准改进和发展的动力也来自于实施。标准不是孤

立静止的，而应该在动态中不断推进。技术在进步，需求在延伸，市场在扩展，只有通过实施，并对

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才可能发现并总结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编制质量，使其更具有指

导作用，才能使标准不断创新，更加适合需要。而且由于标准涉及面广，同时涉及技术、生产、管理

和使用等问题，标准只有在系统运行中不断完善，才能使其趋于合理。在不断地实施、修订标准的过

程中,吸收最新科技成果, 补充和完善内容，纠正不足，有利于实现对标准的反馈控制，使标准更科学、

更合理。也只有与时俱进的标准，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获得技术经济效益，实现标准

化的目的，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二、标准实施的原则 

标准是企业生产的依据，生产的过程就是贯彻、执行标准的过程，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生产

过程中执行标准要把握好以下原则。 

（一）强制性标准，企业必须严格执行 

工程建设中，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直接涉及工程质量、安全、环境保

护和人身健康，依照《标准化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企业必须严格

执行，不执行强制性标准，企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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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性标准，企业一经采用，应严格执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推荐性标准，主要规定的是技术方法、指标要求和重要的管理要求，是

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要求标准制修订程序制定，经过充分论证和科学实验，在实践基础上制定的，具有

较强的科学性，对工程建设活动具有指导、规范作用，对于保障工程顺利完成、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推荐性标准，只要适用于企业所承担的工程项目建设，就应积极采用。

企业在投标中承诺所釆用的推荐性标准，以及承包合同中约定釆用的推荐性标准，应严格执行。 

（三）企业标准，只要纳入到工程项目标准体系当中，应严格执行 

企业标准是企业的一项制度，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必要补充，是为实现企业的目

标而制定了，只要纳入到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体系当中，就与体系中的相关标准相互依存、相互关联、

相互制约，如果标准得不到实施，就会影响其他标准的实施，标准体系的整体功能得不到发挥，因此，

企业标准只要纳入到工程项目标准体系当中，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就应严格执行。 

三、标准宣贯培训 

标准宣贯培训是向标准执行人员讲解标准内容的有组织的活动，是标准从制定到实施的桥梁，是

促进标准实施的重要手段。标准制定工作节奏加快后，标准越来越多，如果不宣贯，就不知道有新标

准出台，就不会及时地被应用。工程建设标准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标准宣贯培训工作，对于发布的重

要标准，均要组织开展宣贯培训活动。 

开展标准宣贯培训的目的是要让执行标准的人员掌握标准中的各项要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标准

有效贯彻执行，企业和工程项目部均要组织宣贯活动。 

企业组织标准宣贯培训活动，一方面，标准发布后，企业派本企业人员参加标准化主管部门组织

的宣贯培训。另一方面，企业组织以会议的形式，请熟悉标准专业人员向本企业的有关人员讲解标准

的内容。第三，企业组织以研讨的方式相互交流，加深对标准内容的理解。 

工程项目部组织宣贯活动，要根据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开展宣贯培训。形式可以多样，

会议的形式和研讨的形式均可以采用。 

但在宣贯培训活动中要注意，进行宣贯培训的人员要有权威，能够准确释义标准各条款及制定的

理由，以及执行中的要求和注意事项，避免对标准的误读。另外，宣贯对象要选择准确，直接执行标

准的人员及执行标准相关的人员要准确确定，保证标准宣贯培训的范围覆盖所有执行标准的人员和相

关人员，宣贯培训范围不够，标准不能得以广泛应用，宣贯培训对象错误，工作可以说是在白费力气。 

四、标准实施交底 

标准实施交底是保障标准有效贯彻执行的一项措施，是由施工现场标准员向其他岗位人员说明工

程项目建设中应执行的标准及要求。 

标准实施交底工作可与施工组织设计交底相结合，结合施工方案落实明确各岗位工作中执行标准

的要求。施工方法的标准，可结合各分项工程施工工艺、操作规程，向现场施工员进行交底。工程质

量的标准，可结合工程项目建设质量目标，向现场质量员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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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交底应釆用书面交底的方式进行，交底中，标准员要详细列出各岗位应执行的标准明细，

以及强制性条文明细。另外，在交底中说明标准实施的要求，见表 3-1。 

 

标准实施交底表 表 3-1 

工程名称 岗位  

实施的标准及编号 强制性条文 实施说明 

   

交底人 被交底人  交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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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标准实施监督 

一、标准实施监督检查的任务 

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是贯彻执行标准的重要手段，目的是保障工程安全质量、保护环境、保障人

身健康。并通过监督检查，发现标准自身存在的问题，改进标准化工作。 

目前，对于建设工程的管理，大多是围绕标准的实施开展的。各级建设主管部门依照《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开展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检査的依据

之一就是现行的工程建设标准。对于施工现场的管理，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等各岗位的人员的工

作也是围绕标准的实施开展，同时也是监督标准实施的情况，可以说，标准实施监督是各岗位人员的

重要职责。 

施工现场标准员要围绕工程项目标准体系中所明确应执行的全部标准，开展标准实施监督检查工

作，主要任务，一是监督施工现场各管理岗位人员认真执行标准。二是监督施工过程各环节全面有效

执行标准。三是解决标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标准实施监督检查的方法 

施工现场标准员要通过现场巡视检查和施工记录资料査阅进行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针对不同类

别的标准釆取不同的检査方式，要符合以下要求： 

（一）施工方法标准 

针对工程施工，施工方法标准主要规定了各分项工程的操作工艺流程，以及各环节的相关技术要

求及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对于这类标准的监督检査主要要通过施工现场的巡视及査阅施工记录进行，

在现场巡视当中检查操作人员是否按照标准中的要求施工，并通过施工记录的查阅检查操作过程是否

满足标准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填写检查记录表（表 3-2）。同时，对于施工方法标准实施的监督

要与施工组织设计规定的施工方案的相结合，施工要按照施工方案的规定的操作工艺进行，并要满足

相关标准的要求。 

施工方法标准实施情况检查记录表 表 3-2 

单位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施工部位 应执行的标准规范 检査情况 

    

    

    

标准员  操作人  

（二）工程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规定了工程质量检査验收程序，以及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的质量标准。

对于这类标准，要通过验收资料的查阅，监督检査质量验收的程序是否满足标准的要求，同时要检查

质量验收是否存在遗漏检查项目的情况，重点检查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填写检查记录表(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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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实施检查记录表 表 3-3 

单位工程名称  

检查的内容 应执行的标准规范 强制性标准 检査情况 

    

    

    

标准员  责任人  

（三）产品标准 

现行的产品标准对建筑材料和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有严格的要求，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对建筑材料和

产品在工程中应用也有严格的规定，包括了材料和产品的规格、尺寸、性能，以及进场后的取样、复

试等等。对于与产品相关的标准的监督，通过检查巡视与资料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检查进场

的材料与产品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是否符合工程设计的要求，另外，进场后现场取样、复试的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同时还要检査复试的结果是否符合工程的需要，以及对不合格产品处理是

否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填写检查记录表(表 3-4)。 

产品标准实施检查记录表 表 5-4 

单位工程名称  

产品名称 应执行的产品标准 进场检査及夏试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标准员  责任人  

 

（四）工程安全、环境、卫生标准 

这类标准规定了，为保障施工安全、保护环境、人身健康，工程建设过程中应釆取技术、管理措

施。针对这类标准的监督检査，要通过现场巡视的方式，检查工程施工过程中所采取的安全、环保、

卫生措施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重点是危险源、污染源的防护措施，以及卫生防疫条件。同时，

还要查阅相关记录，监督相关岗位人员的履职情况。填写检查记录表（表 3-5）。 

 工程安全、环境、卫生标准实施检查记录表 表 3-5 

单位工程名称  

检査的内容 应执行的标准规范 检査情况 整改要求 

    

    

    

标准员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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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 

这里是指无标准可依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工程中应用，一般会经过充分的论证，并经过

有关机构的批准，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用方案以及质量安全检查验收的标准。针对这类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的应用的监督检查，标准员要对照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方案进行检查，重点要

保证工程安全和质量，填写检查记录表（表 3-6）。同时，要分析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向标准化主管部

门提出标准制修订建议。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检查记录表 表 3-6 

单位工程名称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名称 

 

检査部位 应用方案编制情况 检査情况 整改要求 

    

    

    

标准员  责任人  

 

三、标准实施的整改 

标准员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记录，并要对照标准分析问题的原因，提岀整改措施，

填写整改通知单发相关岗位管理人员。 

对于由于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对标准理解不正确或不理解标准的规定造成的问题，标准员应根据

标准前言给出的联系方式，进行咨询，要做到正确掌握标准的要求。 

整改通知单中要详细说明存在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施工部位、存在的问题、不符合的标准条款以及

整改的措施要求（表 3-7） 

 标准实施监督检查整改通知单 表 3-7 

单位工程名称  

施工部位 检査时间  

不符合标准情况说明  

标准条款  

整改要求  

标准员 接收人  

 

 

四、标准体系评价 

（一）评价目的 

开展标准体系评价目的是评估针对项目所建立的标准体系是否满足项目施工的需要，并提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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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措施，是企业不断改进和自我完善的有效方法，也是推动企业开展标准化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工具，它对提高企业的科学化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的方针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情况标准体系

评价在施工完成后进行，但当出现下列情况时，需及时组织评价工作： 

1.国家法规、制度发生变化时； 

2.发布了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并与项目有较强关联； 

3.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修订，与项目有较强关联； 

4.企业不具备某项标准的实施条件，对工程建设有较大影响； 

5.企业管理要求开展评价。 

（二）评价的内容 

开展标准体系评价，依据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包括保障国家安全、工程质量

和安全、保证人身健康、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等，还有《建筑法》、《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

施条例》法律法规。 

评价的内容包括体系的完整性和适用性,核心要求就是要保证标准体系覆盖工程建设活动各个环节，

有效保障工程安全和质量、人身健康。主要要求如下： 

施工方法标准：对工程项目建设施.工中各分项工程的操作工艺要求均有明确的规定，并对各操作

环节均有明确的技术要求。 

工程质量标准：各施工项目、各分项均有明确的质量验收标准。 

产品标准：工程中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和产品均有相应的质量和性能的标准,以及检验试验的方法标

准。 

安全环境卫生标准：标准体系中规定的各项技术、管理措施全面、有效，并符合法规、政策的要

求，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事故。 

管理标准：满足企业和项目管理的要求，并保证工程项目建设活动髙效运行。 

工作标准：能够覆盖各岗位人员，并满足企业和项目管理的要求。 

（三）评价的要求 

标准体系涉及面广，对于工程项目标准体系评价，应由项目主要负责人牵头组织，标准员负责实

施。首先，应通过问卷或访谈的形式向相关岗位管理人员征求意见，汇总意见后，组织召开相关人员

参加的会议，共同讨论确定评价的结论。 

评价的结论应包括标准体系是否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和整改措施建议两部分，其中整改措施建议

应包括两方面，一是针对工程项目施工还有哪些环节或工作需要制定标准，二是现行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哪些方面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特别是现行标准中规定的技术方法和指标要求有哪

些不适应当前工程建设的需要。 

对于现行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和改进的措施建议，标准员应向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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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相关标准及检查要点 

一、施工技术规范及检查要点 

（一）概念 

随着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新材料和新结构体系的出现，要求建筑结构施工技术与之相适应。城

市建设的发展和地下空间的开发等，对施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国内外均非常重视建筑工程

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新技术的应用。而施工工艺规范则是对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的施工条件、程序、方

法、工艺、质量、机械操作等的技术指标，以文字形式作出规定的工程建设标准。 

施工技术规范是施工企业进行具体操作的方法，是施工企业的内控标准，他是企业在统一验收规

范的尺度下进行竞争的法宝，把企业的竞争机制引入到拼实力、拼技术上来，真正体现市场经济下企

业的主导地位。施工技术规范的构成复杂，它既可以是一项专门的技术标准，也可以是施工过程中某

专项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体现在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一些技术规程、操作规程，如《混凝土泵送

施工技术规程》JGJ/T10、《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JGJ 107、《带肋钢筋套筒挤压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8、《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T114、《冷轧扭钢筋混凝土构件技术规程》JGJ115、《建

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多层砖房抗震技术规程》JGJ/T 13《混凝土小

型空心砌块建筑技术规程》JGJ/T14、《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 51、《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

接器应用技术规程》JGJ85、《冷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钢框胶合板模板技术规程》JGJ 

96 等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企业长期以来习惯执行一个国家、行业或地方的标准，一些中小企业

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标准和施工技术规范，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常规性的施工技术规范，没有标

准是不能施工的，不能进行“无标生产”。对于这样的情况，企业优先采用施工地方操作规程，可以将

一些协会标准、施工指南、手册等技术进行转化为本企业的标准。 

施工技术规范所涉及的范围广，既可以是操作规程、工法，也可以是规范。如果我们把工艺、方

法编成政府的标准，就有可能影响技术进步，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成为“非法”；也可能因条件

改变遵守规范出现问题时仍然“合法”，使规范成为掩护技术落后的借口。工艺、方法内容强制化将不

利于市场竞争和技术优化。过多地照顾落后的中小企业将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更大困难。工艺、

方法类内容本来就属于生产控制的范畴，除少量涉及验收的内容须在验收规范中反映外，应以推荐性

标准或企业标准的形式反映。这样做完全没有放弃对质量严格控制的意思。 

（二）重要标准示例 

【示例 3-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该规范提岀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管理和过程控制的基本要求，是我国混凝土结构施工的通用性

技术标准。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模板工程、钢筋工程、预应力工程、混凝土制备与

运输、现浇结构工程、装配式结构工程、冬期、高温和雨期施工、环境保护等 11 章及 6 个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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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规范提出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管理和过程控制的基本要求，是我国混凝土结构施工的通用

性技术标准。施工规范适用于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的施工，与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

的适用范围一致。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对分部工程的划分，施「规范适

用范围对应于主体结构分部工程中的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同时也对应主体结构分部工程中的型钢、

钢管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和地基基础分部工程中的混凝土基础子分部工程等。施工规范既适用于现

场混凝土结构施工，也适用于预拝混凝土生产、预制构件生产、钢筋加工等场外施工。 

施工规范在控制施工质量的同时，积极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并加强了节材、节水、

节能、节地与环境保护等要求，反映了建筑领域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执行了国家技术经济政策。施

工规范将成为我国建筑施工领域最常用、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其贯彻实施将对混凝土結构工程施工技术

进步和质量提高发挥重要作用。 

【示例 3-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该规范适用于建筑工程中通风与空调匚程的施工安装过程，共分 16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

术语、基本规定、金属风管及配件制作、非金属与复合风管及配件制作、风阀及部件制作、支吊架制

作与安装、风管及部件安装、空气处理设备安装、空调冷热源与辅助设备安装、空调水系统管道与附

件安装、空调制冷剂管道与附件安装、防腐与绝热、监测与控制系统安装、检测与试验、通风与空调

系统试运行与调试。 

该规范内容，既有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中的主体内容，又将设备、系统的检测与试验、试运行与

调试内容纳入进来，同时又增加通风与空调工程的监测与控制系统的安装内容。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

的从制作、安装到运行调试的全程施工操作指导。规范编制内容突出了施工工序，每个分部施工以工

序为主线，按施工工序的顺序提供操作要点，既统一了施工企业的操作流程，又满足施工技术人员对

规范的使用要求；为了充分发挥本规范的施工指导作用，根据通风与空调工程的安装内容，给出了具

体的科学、合理的技术措施, 必要的内容附图解释，达到了施工规范的具体施工操作指导效果。规范对

引用《通风管道技术规程》JGJ 141 中管道制作和安装的共性内容，进行了修改和提升。满足目前的工

程需求。本规范中强调了施工过程的质量检査要求，为实现《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址验收规范》GB 

50243 的要求提供了条件，从而可以缓解施工企业与质量验收机构的矛盾冲突。 

二、质量验收规范及检查要点 

（一）概念 

“质量验收规范”是整个施工标准规范的主干，指导各专项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是《建筑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验收这一主线贯穿建筑工程施工活动的始终。施工质量要与《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提出的事前控制、过程控制结合起来，分为生产控制和合格控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属于

合格控制的范畴，也属于“贸易标准”的范畴，可以由“验收”促进前期的生产控制，从而达到保证

质量的目的。 

（二）重要标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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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该标准是指导工程质量验收内容、验收程序、验收方法的核心标准，是建筑工程各专业验收规范

的统一准则，共分 6 章和 8 个附录，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划分、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程序和组织。 

该标准的主要内容如下： 

1.提出工程验收的划分方式（检验批、分部、分项、单位工程）； 

2.检验批、分部、分项、单位工程验收的合格要求； 

3.单位工程的验收要求，分部工程的验收指标要求由专业验收规范具体规定； 

4.验收的程序和组织，就是由谁组织、谁参与； 

5.进场检验、见证检验、复检的一些要求； 

6.其他一些原则性的通用规定，如抽样、让步验收的规定； 

7.常用验收表格的一般格式。 

【示例 3-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该规范规定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内容、方法，主要内容如下： 

1.检验体系 

混凝土结构工程是整个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体系中的子分部工程，分为模板、钢筋、预应力、

混凝土、现浇结构、装配式结构 6 个分项工程。前 4 个分项为施工工艺控制类型，后 2 个分项为结构

综合验收类型。根据施工工序和验收的需要，各分项工程又可分为多个检验批。这 3 个层次的检验形

成了严密的质量检验和控制体系。 

2.检验类型 

以施工操作人员的自检、互检、交接检以及施工单位专业人员的检查评定为基础，由监理人员组

织检验批、分项工程和子分部工程的验收。对影响结构安全的重要项目，还应穿插由各方参加的见证

检测并在子分部工程羚收前进行实体检测，以确保工程质量。 

3.检验等级 

根据对施工及结构安全的影响和重要性，各种检验分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分别作出要求。从质

量要求、检査数量（检验批和抽样数量）和检验方法（检验手段）三方面落实检验的可操作性。对采

用计数检验的一般项目，釆用允许偏差的合格点率作为验收界限，但仍强调对严重超差情况的控制。 

4.质量要求 

提高了一般项目检查合格点率的要求（由 70%提髙为 80%或 90%）；提高了混凝土结构外观质量的

要求；建立了拆模或装配施「.后全数观察检査并及时修整的检查验收方式，以有效地保证混凝土结构

的成型质量。 

5.验收程序 

将施工过程中操作、方法类的检査移出作为指南的内容，以减少检查验收工作量；突出对结构质



 312 

量起控制作用的检査项目，并强化验收，简化检査验收表格，减少设计与建设方的签字。叫确与结构

性能有关的重要项目检查时各方的责任，以突出重点。 

6.结构实体检验 

建立了完整的对实体結构的混凝土强度和对结构性能有重要影响的钢筋位置进行实体检验的方案，

包括检验的条件、范围、内容、方法、数量、检查人员、检验组织及验收界限，保证了检査结果的真

实性，严格了对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的控制。 

7.同条件养护混凝土试件 

通过试验研究及调查统计，建立了根据同条件养护试件检验结构混凝土强度的方案，作为对以标

养试件验收混凝土强度的补充和复核，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实际结构中的混凝土强度。这对杜绝造假行

为，整顿市场秩序，保证工程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试验检验标准及检查要点 

（一）概念 

由于工程建设是多道工序和众多构件组成的，工程建设的现场抽样检测能较好地评价工程的实际

质量。为了确定工程是否安全和是否满足功能要求，所以制定了工程建设试验、检测标准。 

另一方面工程建设施工质量的实体检验，涉及地基基础和结构安全以及主要功能的抽样检验，能

够较客观和科学地评价单体工程施工质量是否达到规范要求的结论。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羚评标准

着重于外观和定性检验，对抽样检验和定量检验的要求没有涉及，致使工程建设现场抽样检验标准发

展不快。随着工程建设检验技术、方法和仪器研制的进展，这方面的技术标准逐步得到了重视，已制

订和正在制定相应的工程建设质量试验、检测技术标准，比如《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

—2000)、《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 139—2001)和《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2004)等。 

（二）重要标准示例 

【示例 3-5】《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主要内容有： 

术语、符号。包括混凝土、龄期、混凝土强度、合格性评定、检验期、样本容量、抗压强度标准

值、强度代表值、标准差、合格性评定系数等。 

试件取样频率的规定。根据将来采用的检验评定方法，制定检验批的划分方案和相应的取样计划，

是为了避免因施工、制作、试验等因素导致混凝土强度缺少试验试件。对混凝土强度进行合格评定时，

保证混凝土取样的随机性，是使所抽取的试样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条件。此外考虑到搅拌机出料口的混

凝土拌合物，经运输到达浇筑地点后，混凝土的质量还与离析程度有关，因此规定试样应在浇筑地点

抽取。预拌混凝土的出厂和交货检验与《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的规定相同。 

C60 及以上高强混凝土非标准尺寸试件确定折算系数的方法。当釆用非标准尺寸试件将其抗压强

度折算为标准尺寸试件抗压强度时，折算系数需要通过试验确定。本条规定了试验的最少试件数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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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换算系数的准确性。一个对组为两组试件，一组为标准尺寸试件，一组为非标准尺寸试件。 

评定方法中标准差已知方案中的标准差计算公式。标准差的计算方法由极差估计法改为公式计算

法。同时，当计算得出的标准差小于（二）、5MPa 时，取值为（二）、5MPa 评定方法中标准差未知方

案的评定条文。验收函数中的兀系数确定如下：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2001)第（三）、0.5 条的规定，生产方风险和用户方风险均应控制在 5%以内。同时，设定可接收质量

水平 AQL=/gk + （一）、645b (可接收质量水平相当于具有不低于 95%的保证率)，极限质虽水平 LQ=/gk+ 

0.2533。(极限质量水平相当于具有不低于 60%的保证率)。调整兀的值，釆用蒙特卡罗(monte-carlo) 法

进行多次模拟计算，在生产方供应的混凝土质量水平较好（数据离散性较小）的情况下，得到生产方

风险（即错判概率 a）和用户方风险（漏判概率/?）基本可控制在 5%左右或以下；当混凝土质量水平

较差（数据离散性较大）时，也能使用户方风险始终控制在 5%以内。本标准新方案与原标准的对比计

算结果表明，新方案均严于原标准。对小于 C30 的混凝土，两者相差不大。但随着强度等级的提高（标

准差随之降低），新方案比原标准越来越严格。 

评定方法中非统计方法的评定条文。《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J 107-87）中非统计方法所选

用的参数是在过去混凝土强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规定的。而随着混凝土不断高强化和高强混凝土应用

越来越多时，原规定对强度等级为 C60 及以 I：的高强混凝土是过于严格的。因此，本次修订在采用蒙

特卡罗法模拟计算的基础上，对超过（包括）C60 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强度评定作了适当调整。 

【示例 3-6】《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该标准是由原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GBJ 82-85）修订而成。混凝

土材料失效而进行结构修复的成本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混凝土材料的耐久性能。规范和健全混

凝土耐久性试验方法是进行混凝土耐久性基础研究和相关工程技术应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工程

中检测和评价混凝土耐久性的重要依据。GBJ 82- 85 自 1985 年发布以来，20 多年未经修订，而近年来

混凝土的理论和技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测试技术和仪器设备。原标准的内容已经不

能满足现代混凝土技术的发展需要，因此，此次修订增加了若干新内容。在标准的修订过程中，一方

面对原有的方法进行了修改完善，另一方面，对近些年来发展成熟的耐久性测试方法进行了研究，针

对我国的国情和混凝土技术发展水平，进行了必要的增补。本次修订，修改完善了试验方法 9 项，增

加新的试验方法 8 项。修订后，该标准涵盖混凝土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的标准化试验方法 17 项。主要

的修订内容有： 

1.完善了“慢冻法”，要求采用自动冻融试验机，克服了原方法操作麻烦，工作量大，试验周期长，

且不容易控制试验条件，导致试验结果误差较大等缺点。 

2.参考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标准规范，増加了“单而冻融法”，适用于道路混凝土及混凝土在非饱

水状态下有盐溶液存在时的冻融循环。该方法适于对某一表而在盐溶液冻融作用下（如盐渍土地区的

地下混凝土结构、海港匚程的混凝土结构等）混凝土的抗冻性进行评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3.根据现代混凝土趋向于高强、高密实化的特点，本标准在参考欧洲以及我国交通、电力、水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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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平均）渗水高度方法。该方法是通过在混凝土试件上持续 24h 施加（一）、 

2MPa 的水压力，然后测量试件的渗水髙度，以反映混凝土的抗水渗透性能。该方法试验时间较短且试

验结果比较准确，可操作性较强。 

4.在参考国外先进标准（如 NT BUILD 492）的基础上，等同釆用制定了“快速氯离子迁移系数法

（RCM 法）”，该方法是通过测量皱离子迁移（扩散）系数反映混凝土的抗氣离子渗透性能。 

5.根据美国材料试验协会（ASTM）推荐的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试验方法标准 ASTM C1202 修

改制定了“电通量法”，它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试验方法之一。该方

法对于大多数普通混凝土是适用的，而且与其他电测法有较好的相关性。 

为了适应现代混凝土的早期收缩明显增大的特点，增加了“非接触式收缩测试方法”，该方法能在

混凝土硬化前，利用测量精度非常高(不低于 0.002mm)的传感器通过光、电、磁信号等手段获取混凝土

试件的体积变形数据。该方法体现了目前测试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混凝土早期变形性能的研究和控制。 

本次修订是以 ICB 标准试验方法为基础，并进行了较大的改进，通过系统的试验研究验证后，形

成了“早期抗裂试验方法”。本标准采用刀口诱导开裂，故可称其为“刀口法”。该方法操作简单、方

便，开裂敏感性好，容易达到试验目的。 

本标准修订时，结合多年来混凝土土壤腐蚀的研究成果，制定了“抗硫酸盐侵蚀试验方法”，以混

凝土立方体试件在硫酸盐溶液中经受一定次数的干湿循环后，测试残余抗压强度为指标的试验方法。 

本方法主要参考加拿大标准 CAN/CSA-A2（三）、2-14A : 2004 等国外先进标准制定 T“碱-骨料反

应试验方法”。该法可用来评价粗骨料或者细骨料或者粗细混合骨料的潜在膨胀活性，也可以用来评价

辅助胶凝材料(即掺合料)对碱-硅反应的抑制效果。 

四、施工安全标准及检查要点 

（一）概念 

建筑施工安全，既包括建筑物本身的性能安全，又包括建造过程中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建筑物

本身的性能安全与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维护使用等有关，目前在工程勘察、地基基础、建筑结

构设计、工程防灾、建筑施工质量和建筑维护加固专业中已建立了相应的标准体系。建造过程中施工

作业人员的安全主要是指建造过程中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即是指建筑施工

过程中保证施工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不受侵害的施工技术。 

自 80 年代初，建设部开始制定完善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标准，1980 年颁发了《建筑安装工人安全技

术操作规程》，1988 年制定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88)后修订为 JGJ 46—2005,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分标准》(JGJ 59-88)后修订为《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99),以后又陆续

制定了《液压滑动模板安全技术规程》 (JGJ65—89)、《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91)、

《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JGJ 88—92)、《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28 一 2000)、《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01)、《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

规程》(JGJ 33—200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 50194—93)。我国建筑施工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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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建筑施工安全标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在逐步加快完善。 

（二）重要标准示例 

【示例 3-7】《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该规范是由原《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01)(2001 版与 2002 版)修订

而成的。修订后的规范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扣件式满堂脚手架、满堂支撑架（含模板支架）的安

全度，扣件式满堂脚手架、满堂支撑架（含模板支架）、型钢悬挑脚手架整体稳定性的计算方法。提出

了保证整体稳定性的构造措施与施工规定，以及构配件与脚手架的安全检査与验收标准。提出了扣件

式满堂脚手架、满堂支撑架（含模板支架）搭设尺寸、高宽比、最小跨度与承载力的关系。提出了支

撑架主要传力构件可调托撑承载力要求及支撑架局部稳定的构造要求。提出了扣件式满堂脚手架、满

堂支撑架（含模板支架）荷载分类、荷载标准值与荷载效应组合。对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在设计与施

工中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有重大现实意义。 

修订后的规范保留了单、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的设计与施工.内容。提出了常用密目式安全立网

全封闭式单、双排脚手架的设计尺寸。修改了作用脚手架上的水平风荷载标准值计算公式。使规范内

容更符合工程实际。 

在满堂脚手架与满堂支撑架方面，通过大量的真型实验，参考先进国家标准，结合国内长期使用

经验，全面、系统提出了满堂脚手架、满堂支撑架的整体稳定性的计算方法，保证整体稳定性的构造

措施与施工规定，以及构配件与满堂脚手架、满堂支撑架的安全检查与验收标准。 

五、城镇建设、建筑工业产品标准及检查要点 

（一）概念 

产品是过程的结果，从广义上说，产品可分为四类：硬件、软件、服务、流程性材料。许多产品

是由不同类别的产品构成，判断产品是硬件、软件、还是服务，主要取决于主导成分。这里所提到的

产品，主要是指生产企业向顾客或市场以商品形式提供的制成品。在工程建设中，产品是指应用到工

程中的材料、制品、配件等，构成建设工程的一部分。 

产品标准是对产品结构、规格、质量和检施方法所做的技术规定，是保证产品适用性的依据，也

是产品质量的衡量依据。在目前工程建设中所用产品数量、品种、规格较多，针对建筑产品管理常用

的标准包括产品标准和产品检验标准。 

这类标准规定了产品的品种，对产品的种类及其参数系列做出统一规定；另外，规定了产品的质

疏,既对产品的主要质量要素（项目）做出合理规定，同时对这些质量要素的检测（试捡方法）以及对

产品是否合格的判定规则做岀规定。 

（二）重要标准示例 

【示例 3-8】《预拌混凝土》GB14902 

该标准规定了预拌混凝土的定义、分类、标记、技术要求、供货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订货

与交货。本标准适用于集中搅拌站生产的预拌混凝土。本标准不包括运送货到交货地点后混凝土的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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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振捣及养护。 

【示例 3-9】《预拌砂浆》GB/T 25181 

主要内容包括两大类 18 个品种砂浆，规范了预拌砂浆尤其是普通预拌砂浆的技术要求，以及原材

料、制备、供应、运输、验收等要求。 

六、工程强制性标准及检查要点 

（一）概念 

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0 年和 2002 年分别下发了《关于强制性标准实行条文强制的若干规定》

和《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强制性标准的形式分为全文强制和条文强制两种形

式，并限定了强制性标准的范围。 

强制性标准可分为全文强制和条文强制两种形式：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需要强制时，为全文强制

形式；标准中部分技术内容需要强制时，为条文强制形式。 

强制性标准应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主要以保障国家安全、防止欺骗、保护人

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为正当目标。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条文的

内容应限制在下列范围：有关国家安全的技术要求；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产品及

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电磁兼容等技术要求；工程建设的质最、安全、

卫生、环境保护要求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工程建设的其他要求；污染物排放限值和环境质量要求；保护

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要求；防止欺骗、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要求；国家需要控制的重要产品的技术

要求。 

2000 年，国务院发布《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原建设部颁布了与之配套

的《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从事新建、扩

建、改建等工程建设活动，必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且明确了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指直接涉

及工程质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从而确立了强制性条文的法

律地位，并对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和加强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的监督做出了具体规定，

明确了各方责任主体的职责。 

与此同时，原建设部组织专家从已经批准的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挑选带有“必须”和

“应”规定的条文，对其中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和其他公众利益的条文

进行摘录，形成了《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共十五部分，包括城乡

规划、城市建设、房屋建筑、工业建筑、水利工程、电力工程、信息工程、水运工程、公路工程、铁

道工程、石油和化工建设工程、矿山工程、人防工程、广播电影电视工程和民航机场工程，覆盖了工

程建设的各主要领域。其后相继开展修编了《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2002 年版、

2009 年版、2013 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2013 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

性条文》（城镇建设部分）2013 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电力工程部分）2006 年版，《工程

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利部分）2010 年版，《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工业建筑部分）2012 年版。 



 317 

自 2000 年以来，制定或修订工程建设标准，对其中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

保护和其他公众利益以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要求的条款，经该标准的编制组提出，由审

查会审定，报送相应的强制性条文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后，作为强制性条款，保留在相应的标准当中，

并在前言中加以说明。印刷时，其条款用黑体字注明。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房屋建筑部分共有强

制性标准（包括含强制性条文的标准和全文强制标准）324 项。 

2003 年，原建设部组织开展了房屋建筑、城镇燃气、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法规的试点编制工作，继

续推进工程建设标准体制改革。2005 年以来组织制定了全文强制标准，如《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

—2005）、《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50490-2009）、《城镇燃气技术规范》（GB50494—2009）、《城

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78—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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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施工企业应制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教育计划,对企业职工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培训。（    ） 

2.施工企业的工艺标准可作为施工计价的依据。（    ） 

3.企业对标准的正确性和实施后果不承担责任。（    ） 

4.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可以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计划。（    ） 

5.标准员应该熟悉工程材料.建筑设备的基本知识。（    ） 

6.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不包括质量标准文件。（    ） 

7.施工项目现场建设标准的交底，应由标准员负责组织。（    ） 

8.某项推荐性标准被企业作为组织生产和交货依据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据该标准对企业

进行监督检查。（    ） 

9.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对认证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 

1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产品质量法》规定，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应责令停

止生产.销售，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 

11.对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处罚。（    ） 

12.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施工.监理.验收等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

（    ） 

13.按《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对违反强制性标准的行为，全体公民均有权检举.揭发。（    ） 

14.按《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对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不应再制定相应的

企业标准。（    ） 

15.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    ） 

16.企业标准经备案后，在企业外部适用。（    ） 

17.按《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建设工程质

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示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    ） 

18.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均可作为产品质量认证用标准。（    ） 

19.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与淘汰的材料和设备。（    ） 

20.所谓全面质量管理，是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旨在通过顾客和所有相关方受益而

达到长期成功的一种管理途径。（    ） 

21.质量管理八项原则是：以顾客为关注焦点；领导作用；全员参与；过程方法；管理的控制方法；

持续改进；基与事实的决策方法；与供方互利的关系。（    ） 

22.施工质量控制的过程，包括施工准备质量控制.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和施工验收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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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水质指标由 GB 5749-85 的 35 项增加至 106 项。（    ） 

24.《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试样取样频率的规定。（    ） 

25.《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C80 及以上高强混凝土非标准尺寸试件确定折算系

数的方法。（    ） 

26.《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评定方法中标准未知方案中的标准差计算公式。（    ） 

27.《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评定方法中标准差未知方案的评定条文。（    ） 

28.工程质量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 

29.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建设单位进行验收。（    ） 

30.某施工项目在工程建设标准实施计划中，提出标准实施效果程度判定的四个等级，即：符合.可

能违反.违反和严重违反。如实施检查时发现某工序，未经过验收而进行下一工序的施工，应判定为可

能违反标准。（    ） 

31.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经建设单位同意可以验

收。（    ） 

32.高压的电气设备和布线系统及继电保护系统的交接试验，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

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2006）的规定。（    ） 

33.质量定义中特性指的是事物所特有的性质。（    ） 

34.质量检验“把关”指的是不合格工序不准运行。（    ） 

35.安装电工.焊工.起重吊装工和电气调试人员等不属于特殊工种，不要求持证上岗。（    ） 

36.某施工项目在工程建设标准实施计划中，提出标准实施效果程度判定的四个等级，即：符合.可

能违反.违反和严重违反。如实施的内容满足标准的规定，即可判定为符合标准。（    ） 

37.对施工项目标准的实施情况的记录，不宜采用总结形式。（    ） 

38.计算机形成的工程资料应采用内容打印，手工签名的方式。（    ） 

39.建筑工程资料管理包括：建筑工程资料的填写.编制.审核.审批.收集.整理.组卷.移交及归档等工

作。（    ） 

40.工程资料应与建筑工程建设过程同步形成，并应真实反映建筑工程的建设情况和实体质量。

（    ） 

41.建筑工程资料只要施工单位整理收集就可以。（    ） 

42.工程资料形成单位应对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 

43.工程资料根据需要可以由项目经理修改。（    ） 

44.建设单位应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工程档案，并办理相关手续。

（    ） 

45.对施工项目标准的实施情况的记录，其最基本的要求是真实性。（    ） 

46.对施工项目标准的实施情况的记录，不宜采用影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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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现场标准员，对施工项目建设标准的实施评价的基础资料是标准实施记录。（    ） 

48.施工项目标准实施信息的录入，应按企业信息管理手册要求进行。（    ） 

二、单选题 

1.按《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 检测试验不包括（    ）检测情况。 

A.材料设备的厂家                  B.材料设备的进场 

C.施工过程质量                    D.实体质量和使用功能 

2.《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规定，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在

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文件，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 

A.登记           B.审核            C.审批             D.备案 

3.某施工项目，因违反强制性标准施工并造成质量事故时，应按（    ）方式处理。 

A.返修           B.返工            C.加固             D.事故处理要求 

4.PDCA 循环中的“检查”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是检查是否严格执行了计划行动方案；二是检查

(   )。 

A.实际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      B.不执行计划的原因 

C.计划执行的结果              D.ABC 都不对 

5.标准员针对本施工项目的高支模工程的标准实施情况的记录，宜按（    ）形式记录。 

A.日记        B.分类分别     C.专题       D.总结 

6.按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是质量验收的基本单元。 

A.检验批      B.分项工程     C.子分部工程     D.分部工程 

7.《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规定，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    ）通

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A.建设单位     B.施工单位    C.监理单位    D.设计单位 

8.施工规范提出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管理和过程控制的基本要求，是我国混凝土结构施工的

（    ）技术标准。 

A.强制性    B.推荐性    C.通用性   D.专用性 

9.对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2011”的描述，下列（    ）项错误。 

A.属于强制性行业标准                 B.2011 年批准发布 

C.顺序号为“59”                     D.2011 年实施 

10.施工项目质量控制，以预控为主，“PDCA”循环是基本工作方法，其中“C”表示（    ）。 

A.计划（策划）      B.实施          C.检查           D.处理 

1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处理有关产品是否符合标准的争议，以（    ）为准？ 

A.行政机关裁决      B.检验机构的检验数据 

C.认证证书          D.权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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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规定，电梯井口必须设防护栏杆或固定栅门，电梯

井内应（    ）设一道安全网。 

A.每隔一层并最多隔 5m                B.每隔一层并最多隔 10m 

C.每隔两层并最多隔 5m                D.每隔两层并最多隔 10m 

13.《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JGJ190-2010）检测试验不包括（    ）检测情况。 

A.材料设备的厂家     B.材料设备的进场 

C.施工过程质量       D.实体质量和使用功能 

14.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    ）的基础上进行。 

A.申请检查   B.自行检查评定    C.班组自检    D.资料齐备 

15.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    ）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A.甲方代表       B.监理工程师     C.质监站     D.验收人员 

16.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单位工程（    ）。 

A.加固处理      B.拆除重建      C.责令返修      D.严禁验收 

17.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并向建设单位提交（    ）。 

A.竣工报告     B.验收申请    C.工程验收报告    D.相关资料 

18.对不合格的工程部位采取的更换.重新制作.重新施工等措施，称之为（    ）。 

A.返修    B.返工    C.加固    D.报废 

19.如某施工现场为加强建设标准实施，施工前把易发生质量通病的作业，在总结施工经验的基础

上制定了相应的作业规程，该措施属于标准（    ）方面的改进。 

A.制定和配置    B.培训与交底    C.落实与监督检查    D.修订 

20.检验批施工质量验收，其验收项目分为（    ）。 

A.保证项目和一般项目     B.保证项目与允许偏差项目 

C.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     D.主控项目与允许偏差项目 

2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分部工程验收由（    ）负责组织。 

A.施工项目经理             B.项目总工程师  

C.监理工程师             D.总监理工程师 

22.工程竣工验收应由 (   )负责组织。 

A.建设单位   B.施工单位   C.监理单位    D.质检站 

23.工程建设标准化是为在工程建设领域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

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下列（    ）项不属于工程建设标准化的内容。 

A.工程建设标准的制定            B.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 

C.工程建设标准的监督           D.工程建设标准化法律制定 

24.施工企业的质量与安全部，属于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机构层次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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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            B.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 

C.企业各职能部门                  D.工程项目经理部 

25.（    ）是施工企业对施工过程中为满足安全和质量要求需要统一的技术实施程序.技能要求等

事项所制定的有关操作要求。 

A.作业指导书                      B.施工操作规程 

C.施工工艺标准                    D.施工工法 

26.按《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规定，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

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

质证书。 

A.1%～2%    B.2%～3%    C.2%～4%   D.3%～5% 

27.施工项目现场建设标准的交底书面资料，应由（    ）签字。 

A.标准员          B.交底人            C.受交底人        D.交底人及受交底人 

28.《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规定，灯具离地面高度低于（二）.5m 场所的照明，电源

电压不应大于（    ）V。 

A.220             B.36           C.24                D.12 

29.安全警示标志包括安全色和安全标志，如安全色为黄色则表示（    ）。 

A.禁止        B.警告      C.指令       D.提示 

30.施工现场必须设立消防车通道，其宽度应不小于(    )m。 

A.（三）、0      B.（三）、5     C.（四）、0     D.（四）、2  

31.(    )循环是人们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理论方法，这个循环工作原理是美国的戴明发明的，

故又称“戴明循环”。 

A.PDCA    B.PADC    C.PDAC    D.PACD 

32.施工项目质量控制，以预控为主，“PDCA”循环是基本工作方法，其中“A”表示（    ）。 

A.计划（策划）    B.实施     C.检查     D.处理 

33.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务院将原来的“国家监察.行政管理.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

管理体制，发展为今天的“(    )”。 

A.企业负责.国家监察.群众监督 

B.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 

C.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 

D.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劳动者遵章守纪 

34.对施工项目标准的实施情况的记录，其最基本的要求是（    ）。 

A.全面性     B.真实性    C.连贯性    D.详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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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编制工程建设标准的报批稿，属于标准编制（    ）阶段工作。 

A.准备      B.征求意见    C.送审    D.报批 

36.按《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应当对工程建设规划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的

情况实施监督。 

A.建设项目规划审查机构     B.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   

C.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     D.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37.对违反强制性标准施工的行为的整改，下列（    ）工作是标准员的职责范围。 

A.确定整改措施             B.组织整改实施  

C.负责整改验收             D.记录整改情况 

38.对施工项目标准的实施情况的记录，标准员如按执行强制性条文表和执行标准项目表记录，宜

按（    ）形式。 

A.日记    B.分类分别    C.专题    D.总结 

39.对施工项目标准的实施情况的记录，应由（    ）负责整理归档。 

A.资料员       B.标准员     C.办公文秘    D.企业资料管理部门 

三、多选题 

1.下列标准中属于标准实施监督检查的重点包括（      ）。 

A.企业管理标准           B.强制性地方标准  

C.强制性行业标准         D.推荐性国家标准 

2.某项目施工，对违反强制性标准施工的行为进行整改，其整改的基本要求包括（      ）等。 

A.定计划    B.定人     C.定时间     D.定措施（方案） 

3.标准员针对本施工项目高支模工程的安全标准实施情况的专题记录，按其施工内容及控制环节可

分为（      ）等方面。 

A.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及培训    B.钢筋与混凝土质量验收 

C.人员.材料及机具     D.模板支架的安装与拆除 

4.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规定，混凝土结构实体检验的内容应包

括（      ）以及工程合同约定的项目；必要时可检验其他项目。 

A.钢筋数量和规格             B.混凝土强度 

C.钢筋保护层厚度             D.现浇板厚度 

5.施工过程建设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标准员对标准交底的效果检查，不能采用（      ）的方法。 

A.资料核查    B.抽样检验    C.现场验证    D.实体检验 

6.施工过程建设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标准员对相关管理人员对新标准理解掌握程度的检查，不可

采用（      ）的方法。 



 324 

A.资料核查   B.问卷   C.现场验证   D.抽样检验 

7.施工现场安全技术交底的内容，应包括（      ）交底等内容。 

A.危险因素   B.质量标准   C.操作规程   D.应急措施 

8.《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1 规定，施工现场通道附近的各类洞口与坑槽等处，

防护应符合（      ）等要求。 

A.设置防护设施    B.悬挂安全标志       C.张贴安全标语    D.夜间红灯示警 

9.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      ）。 

A.生产    B.销售   C.进口    D.出口转内销 

10.建筑工程监理企业应当依照（      ），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

监理责任。 

A.法律.法规    B.有关的技术标准    C.设计文件    D.施工组织设计 

11.施工项目工程建设标准实施，标准员现场监督检查方法，一般可采用（      ）等方法。 

A.资料核查    B.问卷     C.现场验证    D.听汇报会 

12.施工过程建设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标准员对材料进场的质量证明文件的检查，一般不采用

（      ）的方法。 

A.资料核查     B.抽样检验    C.现场验证     D.实体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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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标准实施评价 

第一节 标准实施评价类别与指标 

一、标准实施评价的类别 

标准实施的评价，是工程建设标准化主管部门开展的一项推动标准实施、加强和改进标准化工作

的一项活动。目的是在工程建设活动中，通过评价全面把握标准实施如何、实施总体效果如何、标准

还需要改进的方面等。以利于更好地发挥标准化对工程建设的引导和约束作用，推进标准化工作的快

速、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工程建设领域的实施标准的特点，将工程建设标准实施评价分为标准实施状况、标准实施效

果和标准科学性三类。其中，又将标准实施状况再分为推广标准状况和标准应用状况两类。进行评价

类别划分主要考虑到评价的内容和通过评价反映出的问题存在着差别，开展标准实施状况评价，主要

针对标准化管理机构和标准应用单位推动标准实施所开展的各项工作.目的是通过评价改进推动标准实

施工作；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主要针对标准在工程建设中应用所取得的效果，为改进工程建设标

准工作提供支撑；开展标准科学性评价主要针对标准内容的科学合理性，反映标准的质量和水平。 

二、不同类别标准的实施评价重点与指标 

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对标准实施的任务不同，工作性质有很大差别，为便于评价，需要

对标准类别进行划分，选择适用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根据被评价标准的内容构成及其适用范围，工程建设标准可分为基础类、综合类和单项类标准。

对基础类标准，一般只进行标准的实施状况和科学性评价，因为基础类标准具有特殊性，其一般不会

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对实施状况、科学性进行评价，基本能反映这类标准实

施的基本情况。对综合类及单项类标准，应根据其适用范围所涉及的环节，按表 13-1 的规定确定其评

价类别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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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及单项类标准对应评价类别与指标表 13-1 

评价类别与指标  

 

环节 

实施状况评价 效果评价 科学性评价 

推广标 

准状况 

执行标 

准状况 
经济效果 社会效果 环境效果 可操作性 协调性 先进性 

规划 √ √ √ √ √ √ √ √ 

勘察 √ √ √ √ √ √ √ √ 

设计 √ √ √ √ √ √ √ √ 

施工 √ √ √ √ √ √ √ √ 

质量验收 √ √ — √ — √ √ √ 

管理 √ √ √ √ — √ √ √ 

检验、鉴定、评价 √ √ — √ — √ √ √ 

运营维护、维修 √ √ √ √ — √ √ √ 

注：“√"表示本指标适用于该环节的评价。 

“一"表示本指标不适用于该环节的评价。 

对于涉及质量验收和检验、鉴定、评价的工程建设标准或内容不评价经济效果，主要考虑到这两

类标准实施过程中不能产生经济效果或产生的经济效果较小。经济效果是指投入和产出的比值，包括

了物质的消耗和产出及劳动力的消耗，而质量验收和检验、鉴定、评价等类标准的主要内容是规定相

关程序和指标，例如，《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2011 版)，规定了混凝

土結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程序和方法以及反映混凝土结构实体质量的各项指标。实施这类标准，不

会产生物质的消耗和产出，对于劳动力的消耗，只要开展质量验收和检验、鉴定、评价等项工作，劳

动力消耗总是存在的，不会产生大的变化，在劳动力消耗方面也就不会产生经济效果，或者产生的经

济效果很小。 

对质量验收、管理和检验、鉴定、评价以及运营维护、维修等类工程建设标准或内容不评价环境

效果，主要考虑这几类标准及相关标准对此规定的内容主要是规定程序、方法和相关指标，例如，《生

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规程》(CJJ128-2009)规定了各设备、设施、环境检测等的运行管理、

维护保养、安全操作的要求。不会产生物质消耗，也不会产生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各种污染物，因此，

对这类标准不评价其环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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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标准实施状况评价 

一、标准实施状况评价的内容 

标准的实施状况是指标准批准发布后一段时间内，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建设科研、规划、

勘察、设计、施工、安装、监理、检测、评估、安全质量监督、施工图审查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相关

单位实施标准的情况。考量、分析、研判标准的实施状况时，考虑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对标

准实施的任务不同，工作性质有很大差别，为便于评价进行，将评价划分为标准推广状况评价和标准

执行状况评价，最后通过综合各项评价指标的结果，得到标准实施评价状况等级。 

标准的推广状况是指标准批准发布后，标准化管理机构为保证标准有效实施，进行的标准宣传、

培训等活动以及标准出版发行等。 

标准的执行状况是指标准批准发布后，工程建设各方应用标准、标准在工程中应用及专业技术人

员执行标准和专业技术人员对标准的掌握程度等方面的状况。 

二、标准推广状况评价 

根据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的相关规定，标准批准发布公告发布后，主管部门要通过网络、杂志等

有关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标准化管理机构有计划地组织标准的

宣贯和培训活动。同时，对于一些重要的标准，地方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管理的需要制

定以标准为基础的管理措施，相关管理机构组织编写培训教材、宣贯材料，社会机构编写在工程中使

用的手册、指南、软件、图集等将标准的要求纳入其中，这些措施将会有力推动标准的实施。因此，

将这些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作为推广状况评价的指标。 

对基础类标准，釆用评价标准发布状况、标准发行状况两项指标评价推广标准状况。现行工程建

设标准中，基础类标准大部分是术语、符号、制图、代码和分类等标准，通过标准发布状况和标准发

行状况的评价即可反映标准的推广状况。 

对单项类和综合类，应采用标准发布状况、标准发行状况、标准宣贯培训状况、管理制度要求、

标准衍生物状况等五项指标评价推广标准状况。对于单项类和综合类标准，评价推广标准状况时，要

综合评价各项推广措施，设置了标准发布状况、标准发行状况、标准宣贯培训状况、管理制度要求、

标准衍生物状况等五项指标，对推广状况进行评价。 

表 13-2 是各类标准评价指标中的评价内容，是制定评价工作方案、编制调査问卷和开展专家调査、

实地调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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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推广状况评价内容            表 13-2 

指标 评价内容 

标准发布状况 
是否及时向社会相关媒体刊登了标准发布的信息； 

是否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 

标准发行状况 标准发行比率（实际销售量/理论销售量）* 

标准宣贯培训状态 
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及相关部门、氓位是否开展了标准宣贯活动； 

社会培训机构是否开展了以所评价的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活动 

管理制度要求 
所评价 X 域的政府是否制定了以标准为基础加强某方面管理的相关政策； 

所评价区域的政府是否制定了促进标准实施的相关措施 

标准衍生物状况 是否有与标准实施相关的指南、手册、软件、图集等标准衍生物在评价区域内介绍 

注：*理论销售量•应根据标准的类别、性质，结合评价区域内使用标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估算

得出。 

评价标准发布状况是要评价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在有关媒体发布的标准批准发布的信息的情

况，评价的内容包括，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发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是否及时在有关媒体转发标准发布公告，以及采取其他方法发布信息。及时发布的时限不能

超过标准实施的时间。 

在管理制度要求中规定的“以标准为基础”是指，在所评价区域政府为加强某方面管理制定的政策、

制度中，明伽规定将相关单项标准或一组标准的作为履行职责或加强监督检査的依据。 

在估算理论销售量时，评价区域内使用标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要主要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统计的数量为依据，根据标准的类别、性质进行折减，作为理论销售量, 一般将折减系数确定为，

基础标准 0.2，通用标准 0.8，专用标准 0.6。统计实际销售量时，需调査所辖区域的全部标准销售书店，

汇总各书店的销售数量，作为实际销售量。或者在收集评价资料时，通过调查取得数据。例如，评价

某一设计规范，可以釆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为基准，乘以折减

系数定为理论销售量。当缺乏相关统计数据时，需选择典型单位进行专项调査，将所调査单位的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的全部数量乘以折减系数作为理论销售量，所调查单位拥有的所评价标准的全部数量作

为实际销售量。 

三、标准执行状况评价 

标准执行状况采用单位应用状况、工程应用状况、技术人员掌握标准状况等三项指标进行评价，

评价内容见表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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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执行状况评价内容 表 13-3 

标准应用状况 评价内容 

单位应用状况 

1、是否将所评价的标准纳入到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中； 

2、所评价的标准在质址管理体系中是否“受控”； 

3、是否开展了相关的宣贯、培训工作 

工程应用状况 
1、执行率* ； 

2、在工程中是否有准确、有效应用 

技术人员掌握标准状况 
1、技术人员是否掌握了所评价标准的内容； 

2、技术人员是否能准确应用所评价的标准 

注：*执行率是指被调査单位自所评价的标准实施之后所承担的项目中，应用了所评价的标准的项目数理与所评价标准适用

的项目数 ht 的比值。 

单位应用标准状况中，“质量管理体系”泛指企业的各项技术、质量管理制度、措施的集合。进行

单位应用标准状况评价时，要求标准作为单位管理制度、措施的一项内容，或者相关管理制度、措施

明确保障该项标准的有效实施。“受控”是指单位通过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所评价的标准是受

控文件。标准的宣贯、培训包括了被评价单位派技术人员参加主管部门和社会培训机构开展的宣贯培

训、继续教育培训和本单位组织开展的相关培训。 

评价工程应用状况，首先要判定所评价标准的适用范围。其次，梳理被调查的单位应使用所评价

标准开展的工程设计、施工、监理项目及相关管理工作范围，然后利用抽样调查、实地调査的方法对

该指标进行调査、评价。 

标准执行率指所调查的适用所评价标准的项目中，应用了所评价标准的项目所占的比率。例如，

评价《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时，统计被调査单位所承担的项目中适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项

目总数量，作为基数，再分别统计所适用的项目中全面执行了《混凝土結构设计规范》中强制性条文

的项目总数量，和全面执行了非强制性条文的项目总数量，与项目总数量的比值作为执行率。 

四、标准科学性评价 

标准的科学性是衡量标准满足了工程建设技术需求程度，首先应包括标准对国家法律、法规、政

策的适合性，在纯技术层面还包括标准的可操作性、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和标准本身的技术先进性。 

建设工程关系到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也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工程要消耗大

量的资源，直接影响到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工程中要使用大量的产品

作为建设的原材料、构件及设备等，工程建设标准必须对它们的性能、质量作出规定，以满足建设工

程的规划、设计、建造和使用的要求；同时，建设工程在规划、设计、建造、维护过程中也需要应用

大量的设计技术、建造技术、施工工艺、维护技术等，工程建设标准也需要对这些技术的应用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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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作出规定，保证这些技术的合理应用。 

工程建设标准的科学性评价就是要在以上这些方面进行衡量。在国家政策层面，对社会公共安全、

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生态环境保护、节能与节约资源等方面都有相应要求，标准的规定应适合

这些要求。 

为使建设工程满足国家政策要求，满足社会生产、服务、经营以及生活的需要，工程建设标准的

规定应该是明确的，能够在工程中得到具体、有效的执行落实，同时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所提出

的指导性原则、技术方法等应该是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 

每一项工程建设标准都在标准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起着一定的作用，一般都是需要有相关标

准配合使用或者是其他标准实施的相关支持性标准。因此，标准都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标

准之间需要协调。 

由于社会在进步、技术在不断发展、产品在不断更新，建设工程随着发展也需要实现更高的目标、

更髙的要求、达到更好的效果，更节约资源、降低造价，这样就需要成熟的先进技术、先进的工艺、

性能良好的产品应用到工程建设中，标准需要及时地做出调整。所以，标准需要适应新的需求，能够

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同时，标准的体系、每一项标准的框架也需要实时进行调整，满足不

断变化的工程需求。 

基于以上的分析，基础类标准的科学性评价内容见表 13-4，单项类和综合类标准的科学性评价内

容表 13-5。 

 基础类标准科学性评价内容 表 13-4 

 评价内容 

科学性 

标准内容是否得到行业的广泛认同、达成共识； 

标准是否满足其他标准和相关使用的需求； 

标准内容是否清晰合理、条文准确、简练易懂； 

标准是否与其他基础类标准相协调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中，基础类标准主要规定术语、符号、制图等方面的要求，对基础类标准要求

协调、统一，并得到广泛的认同，条文要简练、严谨，满足使用要求，因此,评价基础类标准的科学性，

要突岀标准的特点，评价时对各项规定要逐一进行评价。 

综合类标准需要将所涉及每个环节的可操作性、协调性、先进性分别进行评价，再综合确定所评

价标准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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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类和综合类标准科学性评价内容 表 13-5 

指标 评价内容 

可操作性 

标准中规定的指标和方法是否科学合理； 

标准条文是否严谨、准勃、容易把握； 

标准在工程中应用是否方便、可行 

协调性 

标准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政策的规定； 

标准内容是否与同级标准不协调；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否与上级标准不协调 

先进性 

是否符号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标准是否釆用了可靠的先进技术或适用科研成果； 

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相比是否达到先进的水平 

 

进行标准科学性评价时，要广泛调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要将所评价标准的各项指

标要求和技术规定按照评价内容的要求逐一分析，再综合分析结果，对照划分标准确定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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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全面质量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是组织管理的的唯一途径。（    ） 

2.施工企业通过了质量认证，说明工程施工质量都是符合规定要求的。（    ） 

3.标准复审是指对使用一定时期后的标准，由其制定部门根据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

要，对标准的技术内容和指标水平所进行的重新审核，以确认标准有效性的活动。（    ） 

4.企业标准备案 5 年有效。（    ） 

5.标准实施后的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5 年。（    ） 

6.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    ） 

7.技术引进项目中的标准化审查要考虑项目采用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国资源。（    ） 

8.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应当符合标准化要求。（    ） 

9.产品的设计要求可编入设计技术标准，产品的工艺要求可编入工艺技术标准。（    ） 

10.工程建设专用的信息技术要求不需要制定地方标准。（    ） 

11.工程建设行业专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等方法可制定地方标准。（    ） 

12.凡是本行业.本专业的基础标准和企业应该贯彻的上级标准，以及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所需

要的标准都应纳入企业标准体系。（    ） 

13.在计算标准化经济效果时，应考虑标准化活动的劳动耗费。（    ） 

14.《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GB/T50358 中，“工程总承包”不包括建设项目工程的运行承

包。（    ） 

15.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批准发布时不需备案。（    ） 

16.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在批准发布时应依法进行备案。（    ） 

17.《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标准》JGJ/T77 属于推荐性行业标准。（    ） 

18.《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 属于强制性行业标准。（    ） 

19.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编制时要求国标.行标.地标和企标都应为现行的有效版本，并实施

动态管理，及时更新。（    ） 

2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新建.扩建.改建等工程建设活动，必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    ） 

21.强制性标准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对于一些标准所规定的技术内容和要求必须执行，

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加以违反.变更。（    ） 

22.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 

23.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 

24.制定标准应当做到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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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标准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也就是说在协商的过程中各方面意见完全一致后才可制定标准。

（    ） 

26.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是指我国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国际标准完全相同，编写上不作或稍作编辑性

修改，可用图示符号“≡”表示，其缩写字母代号为 idc 或 IDC。（    ） 

27.制定企业标准应当充分听取使用单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意见。（    ） 

28.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    ） 

29.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制订.修订程序一般包括立项.编写.送审和报批四个阶段。（    ） 

30.按《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实施后，该标准的批准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适时进行复审，确认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 

31.标准化学科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说，就是研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 

32.如某施工现场为加强建设标准实施，对关键工序和重要部位的施工，制定了详细的作业指导书，

该措施属于标准落实与监督检查方面的改进。（    ） 

二、单选题 

1.企业标准体系的自我评价一般采用（    ）。 

A.整体评价      B.评价小组评价       C.专家评价       D.组织机构评价 

2.评价.确认的结论也可作为企业对社会明示和向顾客承诺的（    ）。 

A.证据       B.证书       C.文件       D.标准 

3.施工企业编制的工法，属于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企业技术标准。下列说法（    ）有误。 

A.施工企业工法属于企业标准  

B.施工企业工法属于强制性标准 

C.施工企业工法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先进水平  

D.施工企业工法由企业编制.批准和在内部使用 

4.按照标准化对象，通常把标准分为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    ）三大类。 

A.经济标准     B.工作标准     C.道德标准   D.基础标准 

5.国家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根据（    ）原则可以

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质

量体系认证。 

A.自愿    B.强制    C.推荐   D.法定 

5.《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对建筑施工（    ）的检查评定不适用。 

A.现场脚手架     B.施工用电    C.塔吊安拆    D.企业安全生产 

6.标准员对施工项目标准的实施情况的记录，如按时间顺序宜按（    ）形式记录。 

A.日记            B.分类分别          C.专题            D.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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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标准》JGJ/T77，适用于对施工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和能力的评价，

考核评价不包括（    ）等级。 

A.优良          B.合格          C.基本合格          D.不合格 

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对于采用国际标准的态度是（    ）。 

A.鼓励    B.禁止   C.允许   D.同意 

9.标准的使用价值是通过其适用性表现出来，是标准的（    ）。 

A.人工属性  B.自然属性   C.社会属性    D.市场属性 

10.我国规定国家标准的复审年限为（    ）年。 

A.3 年     B.4 年    C.5 年    D.6 年 

11.我国规定企业标准的复审年限为（    ）年。 

A.3 年     B.4 年    C.5 年    D.6 年 

12.下列标准代号中，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为（    ）。 

A.GB     B.GB/T     C.DB      D.QB 

13.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代号是(    )。 

A.GB      B.GB/T      C.GB-T     D.DB/T 

14.标准.规范.规程都是标准的一种表现形式，习惯上统称为标准。对工程勘察.规划.设计.施工.验收

等通用要求，一般采用（    ）特征名。 

A.标准           B.规范             C.规定             D.规程 

15.标准的本质特征是（    ）。 

A.统一      B.协调配合     C.先进.合理    D.法制性 

16.国家标准是对全国经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    ）。 

A.管理要求   B.工作要求    C.方法要求     D.技术要求 

17.现代标准化的主要特点是：系统性.(     ) 以及目标和手段的现代化。 

A.多样性     B.先进性     C.国际性    D.综合性。 

18.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A.人民政府            B.人民政府委托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C.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D.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19.技术标准是指对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的标准。下列（    ）项不属于

技术标准的范畴。 

A.产品标准               B.工艺标准  

C.技术管理标准           D.安全.卫生.环保标准 

20.下列关于标准化的主要作用的论述，不确切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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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     B.防止贸易壁垒 

C.促进技术合作       D.保护技术专利权利 

21.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订“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确认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企业标准体系文件

齐全，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要求，且文件发布后，实施应在（    ）以上

并能有效运行。 

A.三个月       B.六个月    C.九个月     D.一年 

22.行业标准是对（    ）的补充，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标准。 

A.地方标准     B.出口产品标准    C.国家标准    D.企业标准 

23.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    ）标准。 

A.非强制性     B.推荐性     C.试用性     D.参考性 

24.《标准化法》规定，强制性标准（    ）执行。 

A.自愿       B.可以     C.必须    D.参考 

25.工作标准是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工作事项所制定的（    ）。 

A.标准        B.文件     C.规定     D.规章制度 

26.建立企业标准体系应充分满足（    ）的要求。 

A.企业生产     B.企业标准化工作     C.其他管理体系    D.顾客 

27.按《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企业标准由（    ）组织制定，并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

定备案。 

A.企业    B.行业协会    C.学术团体    D.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 

28.建筑工程施工应符合（    ）设计文件的要求。 

A.招标文件     B.合同     C.工程勘察     D.施工规范 

29.按《标准化法》，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

准。 

A.不鼓励企业制定宽于                B.鼓励企业制定严于 

C.不鼓励企业制定严于                D.鼓励企业制定宽于 

30.企业标准体系包括技术标准体系.（    ）和工作标准体系。 

A.安全标准体系              B.服务标准体系 

C.质量管理体系              D.管理标准体系 

31.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的范围的是（    ）。 

A.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                B.行业标准 

C.实行安全认证所采用的标准               D.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 

32.我国现阶段标准化工作中国家标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A.标准数量太多         B.标准数量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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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标龄过长，修订不及时         D.标准编写格式与国际标准不一致 

33.编制工程建设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属于标准编制（    ）阶段工作。 

A.准备       B.征求意见        C.送审          D.报批 

34.按《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标准名称宜由标准的对象.用途和特征名三部分组成，标准的特

征名一般不包括（    ）。 

A.标准              B.规范            C.规程             D.规定 

35.施工项目管理中，由（    ）负责收集工程建设标准和建筑施工安全标准规范执行记录，对实

施效果进行评价。 

A.资料员       B.标准员       C.施工员         D.质量员和安全员 

36.标准由（    ）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是标准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过程。 

A.实施—监督检查—修订    B.修订—发布—实施 

C.起草—批准发布—实施    D.制定—实施—修订 

37.施工企业技术标准的编制程序包括（    ）等四个阶段。 

A.准备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和报批阶段 

B.调研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核阶段和报批阶段 

C.准备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和备案阶段 

D.调研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批阶段和备案阶段 

38.一般来说，标准实施工作，大体可分为（    ）步骤进行。 

A.计划.准备.实施.检查.总结  

B.计划.实施.检查.验收.总结 

C.制定.实施.监督检查.总结检收 

D.制定.实施.修订.检查.验收 

三、多选题 

1.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施工，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强制性条文的实施管理内容包括（      ）。 

A.重点审查项目施工图有否违反强制性条文要求  

B.组织项目相关人员逐条学习和领会 

C.单独建立强制性条文表和逐条的落实措施 

D.明确强制性条文检查项目及要求，规定合格判定条件 

2.我国标准化法制管理的特点是：（      ）和社会性。 

A.政策性       B.约束性       C.技术性       D.群众性 

3.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      ）。企业的产品

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A.交货的依据              B.组织生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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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检验的依据            D.验收的依据 

4.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 

A.强制性标准   B.推荐性标准    C.国际标准   D.国外先进标准 

5.推荐性标准又称为自愿性标准，因此（      ） 

A.组织有权决定是否采用 

B.组织如不采用，则标准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C.在任何情况下推荐性标准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D.国家提倡企业采用推荐性标准 

6.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一般以按一定规则排列起来的（      ）来表达。 

A.标准体系框图               B.标准体系表 

C.项目说明                   D.行业标准体系 

7.对施工项目建设标准的实施，采用标准覆盖率指标评价，标准覆盖率指标属于（      ）指标。 

A.定性       B.定量       C.单项       D.综合 

8.施工项目建设标准实施环境效果评价内容：（      ）。 

A.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B.是否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 

C.是否有利于能源资源合理利用     D.是否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9.组成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标准应该是（      ）。 

A.先进科学       B.完整配套       C.彼此协调       D.互为补充 

10.企业标准体系的内在联系指（      ）。 

A.系统联系       B.结构联系       C.功能联系       D.职能联系 

11.《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JGJ/T185）适用于（      ）资料管理情况。 

A.监理       B.施工       C.竣工图       D.建设项目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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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标准化信息管理 

第一节 标准化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一、标准化信息管理范围 

标准化信息管理，就是对标准文件及相关的信息资料进行有组织、及时系统的搜集、加工、储存、

分析、传递和研究，并提供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管理的信息范围主要包括： 

1.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国外、国际标准； 

3.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有效的各种标准文本； 

4.相关出版物，包括手册、指南、软件等； 

5.相关资料，包括标准化期刊、管理资料、统计资料。 

二、标准化信息管理主要任务 

（一）建立广泛而稳定的信息收集渠道 

首先要确定本企业所需要的标准化信息的范围和对象，然后再考虑建立收集渠道。目前，标准化

信息的发布、出版、发行的部门和单位是明确、固定的，企业可根据标准发布公告，标准目录或出版

信息，也可以依据标准化机构的网站信息，掌握标准化的动态信息。同时，标准化管理机构一般都在

固定的刊物上公告标准的发布、修订、局部修订的有关信息，标准出版单位也会定期发布标准化各种

信息。企业可与标准化管理部门、标准出版单位、标准化社团机构建立标准化信息收集关系。 

（二）及时了解并收集有关的标准发布、实施、修订和废止信息 

国家标准发布后，会在相关媒体上发布公告，并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正式实施，对于重要的标准还

会举办宣贯培训活动，这段时间企业要注意收集相关信息，及时评估所发布的标准与企业生产经营的

关系，对于相关的标准要积极参加相关宣贯培训活动。修订的标准，一般要列入年度标准制修订计划，

企业也可从计划中了解相关信息。标准局部修订、废止的信息，标准化管理机构会在相关期刊上刊登，

企业要订阅相关的期刊。 

（三）对于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登记、整理、分类，及时传递给有关部门对标准化信息进行登记、

整理、分类、发放等工作要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1）标准资料的登记。企业或项目部要建立资料簿，收集来的标准资料首先进行登记，登记时在

资料簿上注明资料名称、日期、编号、来源、内容。标准资料显著位置标注已登记的信息。 

（2）标准资料整理。对登记后的标准资料要对照企业或项目部实施的标准资料目录进行整理，对

于新发布的标准，及时纳入到相关目录当中，对于修订的标准，要在目录中替代原标准，局部修订的

公告，要在修订的标准中注明，以确保标准信息及资料信息的完整、准确和有效。其他标准信息资料



 340 

要按照资料的类别和用途分别整理。 

（3）标准信息资料要及时发放给有关部门。标准资料整理好后，信息管理人员要及时通知有关部

门和人员。企业有相关规定的，要按照相关规定将标准资料发放给相关人员。 

（4）实现标准化信息的计算机管理。借助计算机对标准信息资料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传递和

查询，是企业标准化信息管理的进步，可以改进标准化信息的管理水平，方便使用，并能提高利用率。

有条件的企业应尽快实现计算机管理。 

三、标准化信息发布的主要网站和期刊 

目前刊登工程建设标准信息和相关产品标准信息的网站和期刊主要有： 

（一）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该网站的信息包括了标准公告、标准制修

订年度计划、标准征求意见等等，详见附录。 

（二）《工程建设标准化》期刊。该期刊刊登了标准局部修订公告、标准公告、年度标准发布的汇

总目录等等。 

（三）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www.sac.gov.cn）。该网站主要是发布产品标准的信息。 

另外，还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网站、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网站

等政府门户网站，以及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质检出版社等出版发行单位的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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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标准文献分类 

一、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简称 CCS) 

CCS 是由我国标准化管理部门根据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实际需要，结合标准文献的特点编制的一部

专门用于标准文献的分类法。CCS 的分类体系原则上由二级组成，即一级类目和二级类目。一级主类

的设置，以专业划分为主，共设 24 个大类，分别用英文大写字母来表示。 

24 个大类表示符号及其序列如下： 

1.A 综合 

2.B 农业、林业 

3.C 医药、卫生、劳动保护 

4.D 矿业 

5.E 石油 

6.F 能源、核技术 

7.G 化工 

8.H 冶金 

9.J 机械 

10.K 电工 

11.L 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术 

12.M 通信、广播 

13.N 仪器、仪表 

14.P 工程建设 

15.Q 建材 

16.R 公路、水路运输 

17.S 铁路 

18.T 车辆 

19.U 船舶 

20.V 航空、航天 

21.W 纺织 

22.X 食品 

23.Y 轻工、文化和生活用品 

24.Z 环境保护 

二级类目采用双位数字表示。每一个一级主类包含有由 00〜99 共一百个二级类目。二级类目之间

的逻辑划分，用分面标识加以区分。分面标识所概括的二级类目不限于 10 个，这样既限定了二级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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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范围，又弥补了由于釆用双位数字的编列方法而使类目等级概念不胜枚举的缺点。 

分面标识是用来说明一组二级类目的专业范围，不作分类标识，其形式如下： 

一级类目标识符号：W 纺织（一级类目名称） 

分面标识：W10/19 棉纺织（分面标识名称） 

分面标识所属内容：10 棉纺织综合 

11 棉半成品 

12 面纱、线 

13 棉布 

二级类目设置釆用非严格的等级制，以便充分利用类号和保持各类文献量的相对平衡。 

类目的标记符号釆用拉丁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方式，拉丁字母表示一个大类（专业），用两

个数字表示类目。例如： 

B 农业、林业 

B00/99     农业、林业综合 

B00         标准化、质量管理 

B01         技术管理 

B02         经济管理 

B30/39       经济作物 

B30         经济作物综合 

二、国际标准分类法（简称 ICS） 

ICS 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编制的标准文献分类法，它主要用于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和

国家标准以及相关标准化文献分类、编目、订购与建库，促进标准以及其他文献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ICS 是一部数字等级制分类法，根据标准化活动与标准文献的特点，类目的设置以专业划分为主，

适当结合科学分类。为谋求科学、简便、灵活、适用，分类体系原则上由三级组成。一级类按标准化

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划分，设 41 个大类。大类采取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序列。 

对于类无专属而又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标准文献，如综合性基础标准、名词术语、量与单位、图

形符号、通用技术等，设“01 综合、术语、标准化、文献”大类，列于首位, 以解决共性集中的问题。

对各类中有关环境保护、卫生、安全方面的标准文献、采取了相对集中列类的方法，设“13 环境保护

与卫生、安全”大类。 

各级类目的设置和划分以标准文献数量为基础，力求使各类目容纳的标准数量相互间保持相对平

衡，并留有适当的发展余地。标准文献量大、涉及面广的类目，采取划分为若干个专业类的办法，如

轻工业，按需要划分为“59 纺织与制革技术”、“61 服装工业”、“67 食品技术”、“85 造纸技术”等大

类。 

按照上述划分原则，将 41 个大类（一级类）再分为 351 个二级类。在 351 个二级类中，有 12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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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进一步细分成三级类。ICS 各级类目均采用纯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识符号，即每一大类以两位数字表示；

二级类以三位数字表示；三级类以两位数字表示。为了醒目与易读，各级类号之间用一个小圆点隔开。

例如： 

43 道路车辆工程 

43. 040 道路车辆系统 

43.040.20 照明与信号设备 

（一、二、三级） （一、二、三级） 

类目标识符号（类号） 类目名称（类名） 

使用 ICS 分类法进行分类标引时，一个标准可以标注一个 ICS 分类号，也有的标准可以注一个、

两个或更多的 ICS 类号，就是说，一个标准可以同时人两个或更多的二级类或三级类。例如《ISO3477：

1981 聚丙烯管与配件.密度.测定与规范》可人两个二级类： 

23.020. 20 塑料管 

23.020. 45 塑料配件 

三、工程建设标准分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每年基本建设投资达数百亿元以上，但

是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没有跟上实际工作的需要，为此，原国家计委标准定额局于 1983 年决定编制全

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并于 1984 年提出了《全国工程建设体系表》。在编制体系表时，如何对工程

建设进行分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中常用的集中分类方法只是针对

某一已存在的工程建设标准，根据其使用对象、作用、性质等进行的分类，对于尚不存在的标准，尤

其是需要分析将来可能出现的标准时，那些分类方法则显得过于宏观。因此，对于体系表需要有其独

特的分类方法。1984 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的分类方法可资参考。 

在编制 1984 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初期，就体系表的分类方法主要由两大争论意见，一是国务

院有关部门希望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分别不同行业，将每个行业所需的工程建设标准，独立地

作为一个分体系表，列入全国体系表中，这种分类意见的优点在于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可以直

接用于指导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和管理工作。缺点很突出表现在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体

系表只是各行业标准的总汇，必然造成标准内容的大量重复。二是打破管理界限，按专业进行分类，

例如：房屋建筑专业，不论属于哪个行业的房屋建筑标准均列入一个分体系表中，按照每一项标准的

作用、地位等确定其在分体系表中的位置，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界定出它的内容，同样，根据专业的

内涵，也可以准确地预见出应当制定的标准名称，防止体系表漏项，保证体系表在结构合理、每项标

准分工明确的前提下，做到内容完整。第二种分类意见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揭示了标准体系表分类的

必然规律，对工程建设的行业标准体系表和工程建设的企业标准体系表的编制，无论在内容，还是在

方法上，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据此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表共划分出 24 个专业类别，具体专业类别划

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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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类。包括城市建设规划，工业、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规划，江河流域建设规划，住宅小区建

设规划等； 

2.工程勘察类。包括资源勘探、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工程测量、物理勘探等； 

3.房屋建筑类。包括建筑设计、建筑热工、建筑釆光照明、建筑声学和隔振、建筑装修、建筑防水

及防护、固定家具及设备等； 

4.岩土工程类。包括岩土工程、土方及爆破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等； 

5.工程结构类。包括荷载及房屋结构、水土结构、工业构筑物结构、桥隧结构等； 

6.工程防灾类。包括工程抗震、工程防火、工程防暴、工程防淇等； 

7.工程鉴定与加固类。包括古建筑的鉴定与加固、民用建筑的鉴定与加固、工业建筑的鉴定与加固

等； 

8.工程安全类。包括建筑施工安全、工程施工安全、建筑电气安全等； 

9.卫生与环境保护类。它是指结合专业对卫生和环境保护所做的规定，属于大空间、大范围控制的

卫生与环境保护标准，不属于工程建设的范畴。一般包括工程防护、“三废治理”、工程防噪、防尘等； 

10.给水排水类。包括给水水源和取水、水的处理，给水输配和废水汇集，水厂和污水处理、建筑

给水、市政给水、建筑排水、工程给排水、废水再用等； 

11.供热与供气类。包括釆暖、通风、空气调节，煤气、热力、制冷工程等； 

12.广播、电视、通信类。包括广播电视的播控、传送和发送、天线、收信监测、有线广播电视系

统等；长途通信、市内通信、邮政和无线通信等； 

13.自动化控制工程类。包括月动化仪表、自动化系统、自动控制设备等； 

14.总图储运类。包括总图设计、工业运输、索道运输、仓储工程等； 

15.运输工程类。包括铁道工程、道路工程、水运工程、机场工程、地铁工程等； 

16.水利工程类。包括水利灌溉工程、防洪工程、水电工程、堤坝工程等； 

17.电气工程类。包括火力发电、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核力发电等的电力系统、送电、变配电、

电力设施等； 

18.矿业工程类。包括煤炭矿山、冶金矿山、非金属矿山等的建设； 

19.工业炉窑类。包括冶金、建筑材料等的炉窑建设； 

20.工业管道类。包括各类工业管道、长距离输送管道等； 

21.工业设备类。包括各类工业设备，如冶金轧钢设备的安装等； 

22.工业工艺类。包括各类工艺的生产工艺、工艺系统等； 

23.工程焊接类。包括工程结构焊接、管道焊接、设备焊接等； 

24.其他类。包括上述二十三类之外的全部类别。 

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按专业工程领域编制标准体系，与建筑、市政工程相关的是城乡规

划、房屋建筑和城镇建设等三个部分的标准体系，每个领域内按专业再进行分类。见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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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体系分类 表 14-1 

专业号 专业名称 专业号 专业名称 

[1] 1 城乡规划 [2] 9 城市与工程防灾 

[2] 1 城乡工程勘察测量 [3] 1 建筑设计 

[2] 2 城镇公共交通 [3] 2 建筑地基基础 

[2] 3 城镇道路桥梁 [3] 3 建筑结构 

[2] 4 城偵给水排水 [3] 4 建筑施工质量与安全 

[2] 5 城镇燃气 [3] 5 建筑維护加固与房地产 

[2] 6 城镇供热 [3] 6 建筑室内环境 

[2] 7 城镇市容环境卫生 [4] 1 信息技术应用 

[2] 8 风景园林   

注：1.专业编号中，[1]为城乡规划部分，[2]为城镇建设部分，[3]为房屋建筑部，[4]为信息技术应

用，为[1]、[2]、[3]内容部分共有。 

2.村镇建设的内容包含在各有关专业中。 

3.建筑材料应用、产品检测的内容包含在“建筑施工质量与安全”专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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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 

一、判断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自 1989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 

2.标准的载体就是标准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文件。（    ） 

3.地方标准批准发布后，应由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统一上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 

4.国家标准一经批准发布，与其规定内容重复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应废止。（    ） 

5.在等同采用 ISO／IEC 以外的其他组织的国际标准时，我国标准的文本结构应当与被采用的国际

标准一致。（    ） 

6.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国际标准，企业可直接把国际标准拿来做自己的产品标准使用。（    ） 

7.当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后，该项企业标准应及时复审，并确定其继续有效.

修订或废止。（    ） 

8.2003 版《企业标准体系》增强了系列标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 

9.标准体系表是由一个总层次结构图和若干个与各方框图相对应的标准明细表组成，并附标准统计

表。（    ） 

10.标准体系表中的标准应包括现有标准，对尚未制定的标准则不应包括在内。（    ） 

11.企业可以根据标准发布公告，标准目录或出版信息，也可以根据标准化机构的网站信息，掌握

标准化的动态信息。（    ） 

二、单选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于（    ）正式实施，共五章二十六条。 

A.1990 年 8 月 1 日            B.1988 年 12 月 1 日 

C.1989 年 4 月 1 日            D.1991 年 5 月 1 日 

2.世界标准日是（    ）。  

A.3.12    B.10.14    C.9.20     D.4.22 

3.按《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标准的计划分（    ）。 

A.季度.年度和五年计划              B.年度和五年计划 

C.年度.三年和五年计划              D.年度.五年和十年计划 

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    ）年 4 月 6 日发布，条

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A.1989   B.1990   C.1991   D.1992 

5.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由（    ）负责收集.整理.登记和保管，并达到技术标准档案完

整.准确和系统，以及有效利用。 



 347 

A.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部门或资料管理部门 

B.企业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 

C.项目经理部 

D.标准员 

6.施工项目标准实施的信息，在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中，宜在（    ）。 

A.系统内独立设置一个子系统       B.系统外独立设置一个系统 

C.系统内相关管理子系统中反映     D.系统外独立设置一个子系统 

7.现场施工项目标准员使用本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不是其工作职责。 

A.了解企业动态            B.接受企业相关管理信息 

C.录入项目标准实施信息    D.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维护 

8.计算机辅助标准化综合管理是指对标准化工作全过程中各类信息的综合的（    ）。   

A.计算机管理和决策支持     B.利用     C.处理     D.采集 

9.信息技术标准化的目的之一是（    ）。 

A.信息资源共享          B.为设计产品方便 

C.信息产品便于产业化     D.以上都不是  

10.《施工企业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化管理规范》JGJ/T198-2010（J993-2010），其中“J993-2010”属

于（    ）。 

A.批准号      B.备案号     C.发布公告号     D.标准分类号 

11.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由（    ）主办。 

A.住建部                              B.标准定额司 

C.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D.住建部标准定额司 

12.国际标准所规定的各项质量技术指标（    ）世界最先进水平。 

A.并非都是     B.全部都是  

C.全部不是     D.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制定的 

13.《企业标准体系》强调对标准体系结构的不断（    ），淘汰标准体系内低功能要素，增加和补

充高功能要素。 

A.提升      B.完善    C.补充   D.优化 

14.施工项目标准实施信息中，工程建设企业标准信息主要通过（    ）渠道获得。 

A.企业工程建设标准资料库                   B.企业法律法规资料库 

C.企业信息化管理手册                       D.企业信息编码规则表 

三、多选题 

1.标准化信息管理的主要任务是（      ）。 

A.建立广泛而稳定的信息收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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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及时了解并收集有关的标准发布.实施.修订和废止信息 

C.对于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登记、整理、分类，及时传递给有关部门 

D.实现标准化信息的自动管理 

E.对于收集到的信息编辑.修改 

2.工程建设标准中房屋建筑类包括（      ）。 

A.建筑设计            B.建筑热工          

C.建筑采光照明        D.建筑声学和隔振 

E.固定家具及设备等 

3.工程建设标准中电气类包括（      ）。 

A.高压电气测试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B.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         

C.建筑电气安全         D.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E.临时施工用电安全 

4.工程建设标准中工程安全类包括（      ）。 

A.建筑施工安全         B.工程施工安全         C.建筑电气安全 

D.施工人员安全         E.施工设备安全 

四、案例题 

（一）【背景资料】某电厂锅炉房施工，为钢架结构。有关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及条款如下： 

表 1  有关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及条款(摘录) 

标准名称代号 检验批合格质量规定条款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 

5.0.1 检验批合格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 

2.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检查记录。 

请根据上述背景资料完成以下选项。 

1.单选题 

①施工质量的验收的程序，应按（    ）次序进行。 

A.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子）单位工程 

B.（子）单位工程——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检验批 

C.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检验批——（子）单位工程 

D.（子）单位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 

②按同一的生产条件或按规定的方式汇总起来供检验用的，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验体。称之

为（    ）。 

A.工序    B.分项工程    C.检验批   D.子分部工程 

③一个分项工程具体划分成几个检验批，按（    ）确定。 

A.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B.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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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施工图设计要求 

D.方便质量控制与验收与监理协商 

④按检验批的抽样方案进行质量检验，存在把合格的错判为不合格，该风险为（    ）。 

A.生产方风险，由建设方承担     B.使用方风险，由建设方承担 

C.生产方风险，由施工方承担     D.使用方风险，由监理方承担 

⑤检验批施工质量验收合格规定要求，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其中,主控项

目与一般项目按（    ）确定。 

A.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B.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C.设计要求                          D.方便质量控制与验收与监理协商 

⑥检验批合格质量验收规定要求，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检查记录。验收时对此进行（    ）

检查。 

A.资料审核     B.实体质量     C.观感质量     D.质量检测 

⑦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重点，应放在（    ）。 

A.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B.检验批施工质量验收 

C.隐蔽工程的验收 

D.分项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2.多选题 

①下列标准中，（      ）用于工序质量的控制。 

A.《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B.《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C.《施工工法》 

D.《施工工艺标准》或《施工操作规程》 

②本工程钢结构，划分分项工程包括（      ）等。 

A.钢架检查     B.钢架基础划线     C.钢架组合    D.钢架整体复查 

③下列工序质量控制活动中，（      ）项工作属于事前主动控制。 

A.操作前对作业班组进行技术交底     B.使用合格材料 

C.作业前检查作业机具               D.对工序质量进行检查验收 

（二）【背景资料】某装配式钢结构单层厂房施工，最大跨度 24m，结构安装采用汽车吊作业。装

饰装修阶段采用常用的小机具一应俱全。请根据上述背景资料完成以下选项。 

1.判断题 

①本工程的起重吊装作业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按规定进行审核.审批。（    ） 

②本工程采用的汽车吊进行结构安装，现场吊装时信号工和司机可有一人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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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选题 

①本工程柱的吊装工艺过程应为（    ）。 

A.绑扎——吊升——就位——临时固定——校正——永久固定 

B.绑扎——就位——吊升——临时固定——校正——永久固定 

C.绑扎——吊升——就位——校正——临时固定——永久固定 

D.绑扎——就位——吊升——校正——临时固定——永久固定 

②本工程所采用的汽车吊（汽车式起重机）起重作业的特点，不包括（    ）。 

A.360°旋转     B.载荷行驶      C.起重臂自由伸缩    D.机动性好 

③本工程吊装作业，在大雨天.雾天.大雪天及（    ）级以上大风天等恶劣天气应停止。 

A.五      B.六       C.七     D.八 

3.多选题 

①本工程施工，应执行的有关施工机械方面的强制性行业标准，包括（      ）。 

A.《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 

B.《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程》JGJ160 

C.《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196 

D.《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276 

②本工程现场人员中，下列（      ）属于特种作业人员需持证上岗。 

A.起重司机    B.油漆工     C.司索工     D.焊工 

③本工程起重作业人员高处作业必须穿戴（      ）。 

A.安全帽   B.安全带     C.安全绳    D.防滑鞋 

④本工程起重吊装，下列（      ）情形不准起吊。 

A.斜拉    B.起吊现场已翻身的构件      

C.斜吊    D.起吊埋于地下的构件 

⑤标准员在本工程的现场监督检查中，发现下列（      ）情形，可判断为违规。 

A.吊装作业区四周未设置明显标志 

B.登高梯子的上端固定 

C.用起重机载运人员 

D.作业人员上下传递工具采用抛掷方法 

（三）【背景资料】某施工项目正式动工前，施工项目部向监理机构提交了“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

查记录”表，见表 1。 

表 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摘录） 

工程名称 XX 工程 施工许可证 …… 编号 …… 

建设单位 XX 建设公司 项目负责人 XXX 

A XXX 项目负责人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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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单位 XXX 项目负责人 XXX 

监理单位 XXX 总监理工程师 XXX 

施工单位 XXX 项目经理 XXX 
项目技术 

负责人 
XXX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 …… 

2 质量责任制 …… 

3 主要专业工种操作上岗证书 …… 

4 专业承包单位资质管理制度 …… 

…… XXX …… 

检查结论： 

  

  

  

B（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请根据背景资料完成相应小题选项。 

1.判断题 

①该施工单位在项目正式动工前应提交此表。（    ） 

②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的有关规

定。（    ） 

2 单选题 

①该表中“B”指的是（    ）。 

A.项目法人    B.总监理工程师 

C.工程师      D.建设单位项目经理 

②（    ）对现场施工安全负总责。 

A.安全员     B.技术总工    C.项目经理     D.项目法人 

③图纸会审会议由（    ）组织。 

A.建设单位      B.监理单位     C.施工单位    D.设计单位 

④表中“A”指的是（    ）。 

A.材料供应商                B.审计单位 

C.质量及安全监督机构        D.设计单位 

⑤该表属于（    ）类表格。 

A.A     B.B    C.C     D.D 

3.多选题 

①该表由（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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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设单位    B.质量监督机构     C.监理单位    D.施工单位 

②该表包含的“项目”还包括（      ）等。 

A.施工图审查情况     B.管理人员职业资格证 

C.地质勘察资料       D.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及审批 

③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该表由施工单位填写  

B.施工组织设计应事先通过审批 

C.该表不包含“混凝土搅拌站及计量设置”项目 

D.该表不包含“工程质量检验制度”项目 

（四）【背景资料】某标准员在××项目施工中，做了以下（部分）工作。 

工作 1：在项目技术负责人的指导下，参照本公司标准体系要求，编制了该项目采用的工程建设标

准名称表，见表 1（摘录），并配置了相应标准版本。 

表 1 ××项目采用标准名称表（摘录） 

序号 标准 代号 备注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流设备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5-96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4-96  

…… ……… ………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8-2006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50150－2006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2006  

工作 2：根据本项目情况，编制了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落实计划表，见表 2（摘录）。表 2 

××项目执行强制性条文落实计划（摘录） 

标准名称代号 强条条目及内容 落实措施 检查 判定 

GB50169-2006 电

气装置安装工程接

地装置施工及验收

规范 

3.3.1 接地体顶面

埋设深度应符合设

计规定。当无规定

时，不应小于 0.6m。

角铁.钢管…… 

1.项目建立隐蔽工

程验收制度 

2.确定隐蔽工程验

收工作流程 

 

1.审查施工方案 

2.检查隐蔽验收记

录 

 

施工文案有制度和

工作流程；隐蔽验

收资料完整同步即

符合 

…… …… …… …… …… 

     

请根据上述背景资料完成以下选项。 

1.判断题 

①表 1 中，《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96，是目前的有效标准。（    ） 

②表 1 中，《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2006，不是目前的有效标准。

（    ） 

③若实施中检查发现有部分隐蔽验收记录相关方未及时签字，这种情况可判定为违反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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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 

2.单选题 

①下列（    ）项工程一般不需要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A.接地扁铁埋设后回填土方 

B.油漆防腐 

C.电缆导管加工制作 

D.变压器检修孔封闭 

②表 2 中，强制性条文的落实措施，主要缺（    ）。 

A.确定项目参与验收的人员 

B.确定验收部位及项目内容 

C.确定监理方验收的人员 

D.与验收相关方沟通措施 

③隐蔽工程验收工作按一定的流程进行，一般工序隐蔽，应（    ）流程进行。 

A.先工人自检合格，后请监理验收 

B.先工人自验.班组自检合格，后请监理验收 

C.先班组自检合格，监理预验后，正式交验 

D.先班组自检，项目自检评定合格，后请监理验收 

3.多选题 

①表 1 中，对《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流设备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5-96 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标准 GB50255-96 目前有效 

B.标准 GB50255-96 目前无效 

C.有效版本 GB50255-2014 

D.有效版本 GB50255-2014（2015 年版） 

②表 1 中，对《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06，说法正确的是（      ）。 

A.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 

B.现行推荐性国家标准 

C.与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配合使用 

D.与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分开使用 

③对未签字的隐蔽验收记录，应按(      )处理。 

A.分部验收时请监理一起补签 

B.马上办理补签手续 

C.加强与监理方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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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请相关人员代签 

（五）【背景资料】某标准员在××项目施工中，参照本公司标准体系要求，编制了该项目采用的

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名称表，见表 1，并配置了相应版本的标准。 

表 1  ××项目采用安全标准名称表(摘录) 

 序号 标       准 代号(版本) 

—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2011 

—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2005 

—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91 

—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l30-2001 

— 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l28-2000 

根据本项目情况，编制了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落实计划表.见表 2。 

表 2  ××项目执行强制性条文落实计划(摘录) 

标准名称代号 强条条目及内容 落实措施 检查 判定 

  

GB50300-2013 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 

  

（5.0.8 条经返修或加

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

全或重要使用要求的

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

严禁验收。 

1.返修方案或加固

方案报监理.业主

批准。 

2.严格按批准的方

案施工，并加强返

修或加固过程质量

控制 

1.方案审批程序 

2.记录及检测报告 

3.验收签证 

方案合格；按流程进

行报批；记录和检测

项目内容.数量及资

料完整同步即符合 

…… …… …… …… …… 

请根据上述背景资料完成以下选项，选项类型根据各小题注明要求，在所选项上作答。 

1.判断题 

①如实际检查中，发现返修方案已报审，但监理口头已同意未审批，则该情形不违反强制性条文

规定。（    ） 

②表 2 中，强制性条文的落实措施有缺陷。（    ） 

2.单选题 

①表 1 中,对《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说法正确的是（    ）。 

A.该标准 2011 年正式实施 

B.该标准 2011 年年初发布 

C.该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 

D.该标准替代 JGJ59-99 

②表 2 中，“（5.0.8 条”强制性条文编号的意思是（    ）。 

A.标准的第五章第八条 

B.标准的第五章第八项 



 355 

C.标准的第五章第八列 

D.标准的第五章第八段 

③表 2 强制性条文的落实措施中的返修方案或加固措施，主要缺（    ）。 

A.经原设计单位确认同意     B.施工方案交底 

C.确定现场监督人员         D.与相关方沟通措施 

④如现场进行抽样检测，确定检测部位的人员应是（    ）。 

A.施工单位质量员     B.专业监理 

C.业主代表           D.检测人员 

3.多选题 

①表 1 中，标准员配置的施工安全标准，属于现行无效标准的有(      )等。 

A.《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B.《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1991) 

C.《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l28-2000) 

D.《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01) 

②表 1 中，《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现有新标准(JGJ59-2011)2012 年 7 月 1 日施行。如现在的时

间点是 2012 年 6 月 14 号，则对该标准的使用下列(      )项正确。 

A.可以继续使用 JGJ59-99      B.可以提前使用 JGJ59-2011 

C.不得继续使用 JGJ59-99      D.不得提前使用 JGJ59-2011 

③表 1 中，《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其属性和运用为(      )。 

A.必须执行的标准               B.选择采用的标准 

C.适用于房屋工程的电气设计     D.适用于施工用电的设计 

④下列(      )材料施工前必须抽样检测合格。 

A.脚手架钢管扣件    B.安全帽.安全带 

C.脚手架板          D.扭剪型高强螺栓 

（六）【背景资料】某变电站工程，工地处于控制楼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现场设扣件式钢管双排外

架，根据本项目情况，标准员编制了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落实计划表，见表 1。 

表 1  X X 项目执行强制性条文落实计划(摘录) 

标准名称代号 强条条目及内容 落实措施 检查 判定 

《建筑施工安全检

查标准》 

JGJ59-2011 

  

4.0.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定中，保证项目应全数

检查。 

5.0.3 当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定的等级为不合格

时，必须限期整改达到合格。 

  

略 

  

  

  

略 

  

  

  

略 

  

  

…… …… …… …… …… 

请根据上述背景资料完成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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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断题 

①本工地在这次安全检查中，由于各项工作均做到位，评定的等级为优良。说明本工地现阶段没

有存在安全隐患。（    ） 

②本工地上月安全检查得了优良，本月安检判定为不合格，为此安监站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由

于工程进度紧张，未整改到位。由此安监站作不良行为记录并上报公示。标准员认为安监站执法有失

偏颇。（    ） 

2.单选题 

①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的检查评定，主要依据的标准是（    ）。 

A.《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B.《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评价标准》JGJ/T77-2010 

C.《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2011 

D.《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②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定中，除了检查保证项目外，应检查（    ）项目。 

A.主控     B.一般     C.重要    D.允许偏差 

③按表 l 强制性条文规定，保证项目应全数检查。按检查的程度，除了全数检查外，还有（    ）

和免检检查形式。 

A.抽样检查                  B.三次抽样检查 

C.计数.计量抽样检查          D.一次.二次抽样检查  

④该工程现阶段进行安全检查，除了遵循《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外，还应遵守（    ）

的要求。 

A.DL5009.1-2014《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第 1 部分：火力发电厂》 

B.DL5009.2-2004《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第 2 部分：架空电力线路》 

C.DL5009.3-2013《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第 3 部分：变电站》 

D.JGJ88-1992《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 

⑤按《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定的等级分为优良.（    ） .

不合格等级。 

A.差     B.良    C.一般    D.合格 

3.多选题 

①安全隐患整改的基本要求是“三定”，包括（      ）等。 

A.定人     B.定材料    C.定时间   D.定措施(方案) 

②安全检查中应符合有关施工安全标准，下列标准中属于强制性行业标准的是（      ）。 

A.《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2002 

B.《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l8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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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GBl0055-2007 

D.《建筑施工现场环境和卫生标准》JGJl46-2004 

③按《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定为不合格等级的标准为（      ）。 

A.当汇总表得分值不足 70 分时 

B.当汇总表得分值不足 80 分时 

C.当有一分项检查评分表得零分时 

D.当有一分项检查评分表得分不足 60 分时 

（七）【背景资料】某小区十号楼地下室有一电气设备，该设备一次电源线长度为 10.5m；接头处

没有用橡皮布包扎，绝缘处磨损，电源线裸露；安装在该设备下的漏电开关内的拉杆脱落，漏电开关

失灵。某工程工人在该地下室施工中，付某等三名抹灰工将该电气设备移至新操作点，移动过程中付

某触电死亡。 

1.判断题 

①本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违章操作，移动电器设备未切断电源。（    ） 

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后，方可上岗作业。（    ） 

③本处移动电气设备必须雇佣电工。（    ） 

④设备移动前，如果付某有学过电工知识，他可以直接把电气设备的三相线从带电开关中解列。

（    ） 

2.单选题 

①下列属于特种作业人员的是（    ）。 

A.安装工      B.检修工      C.抹灰工      D.电工 

②下列关于特种作业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有重大危害的作业。 

B.特种作业是指在特殊设备上施工的作业工序。 

C.特种作业是指在容易发生爆炸，对操作者或周边他人和设备的安全有重大危害的作业。 

D.特种作业是指在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安全有重大危害的作业。 

③福建省低压电工作业证每（    ）年复审一次。 

A.1        B.2        C.3        D.4 

④设备正确有移动顺序是（    ）。 

A.切断电源——移动到新地点——检查一次电源线和开关——连接电源线到漏电保护开关 

B.检查一次电源线和开关——切断电源——移动到新地点——连接电源线到漏电保护开关 

C.切断电源——检查一次电源线和开关——移动到新地点——连接电源线到漏电保护开关 

D.切断电源——移动到新地点——连接电源线到漏电保护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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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选题 

①对于低压电源线，绝缘皮破损，电源芯线裸露的正确处理方法是（      ）。 

A.用电工绝缘胶布包扎                  B.更变绝缘皮破损的电源线 

C.用透明胶布包扎                      D.挂高点，可以不处理 

②安全事故的四不放过原则是（      ）。 

A.事故原因未查清楚不放过                B.事故的当事人未受到处罚不放过 

C.周围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              D.未采取控制措施不放过 

（八）【背景资料】某高压输电线路施工。相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强制性条款摘录如下表 1。 

表 1  有关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及条款(摘录) 

标准名称代号     强制性条文有关条款 

《110~750kV架空输电

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33-2014 

  

  

6.1.2 基础混凝土中严禁掺入氯盐。 

7.2.1 分解组立铁塔时，基础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必须达到设计强度的 70%。 

8.4.1 不同金属.不同规格.不同绞制方向的导线或架空地线严禁在一个耐张段内连

接。 

8.4.7 切割导线外层铝股时严禁伤及钢芯 

请根据上述背景资料完成以下选项。 

1.判断题 

①混凝土中不得掺入氯盐，即氯离子含量必须在规范控制范围内。（    ） 

②基础混凝土的强度，由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对同养试块进行检测后判断。（    ） 

③本工程对混凝土某处严重缺陷，相关各方处理意见不一致，迟迟未有结论。施工方为保证工程

进度，自行按返工方式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请相关方进行重新验收。（    ） 

2.单选题 

①GB50233-2014 按等级分属于（    ）。 

A.国家标准   B.行业标准   C.地方标准   D.企业标准 

②GB50233-2014 按属性分属于（    ）。 

A.部门标准   B.国家标准    C.强制性标准    D.推荐性标准 

③结构实体检验，对混凝土强度的检验不能采用（    ）方法。 

A.同条件养护的试件     B.标准养护的试件 

C.非破损的检测方法     D.局部破损的检测方法 

④钢芯导线切割时钢芯被割断一小股，可以采取的办法（    ）。 

A.可不处理                        B.更换 

C.对断股钢芯进行绑扎              D.接长 

⑤《110~750kV 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3-2014 的 2014 含义是（    ）。 

A.2014 年发布          B.2014 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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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4 年出版          D.2014 年编写 

3.多选题 

①标准员在监督本工程线路施工时，发现以下（      ）情形，可以判定为违规。 

A.JL/G2A-240/30 和 JL/G2A-210/30 两种导线在同一耐张段连接。 

B.JL/G2A-240/30 和 JL/G3A-240/30 两种导线在同一耐张段连接。  

C.切割导线外层铝股时，对钢芯进行保护，防止割伤。  

D.由于导线不够长，在一耐张段内将 JL/G2A-240/30 和同规格的铜芯线连接在一起。 

②本工程施工应执行的规范标准（      ）。 

A.DL/T 5168-2002《110kV～500 kV 架空电力线路工程施工质量及评定规程》 

B.DL/T 5285-2013《输变电工程架空导线及地线液压压接工艺规程》 

C.GB50148-201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D.GB/T 2314-2008《电力金具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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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集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通用知识 

第一章 熟悉国家工程建设及电力建设相关法律法规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二、单选题 

1.B  2.B  3.A  4.B  5.B  6.A  7.B  8.B  9.B  10.A  11.C  12.A  13.B  14.C  15.C   16.C  

17.C  18.A  19.A  20.C  21.B  22.B  23.C  24.B   25.B  26.C  27.A  28.D  29.A  30.D  31.C  

32.C  33.B  34.C  35.D  36.D 

三、多选题 

1.ACDE  2.ACDE  3.ABCE  4.ACD  5.BD  6.ABCE  7.ACE  8.BCE  9.ABCD  10.ACDEFG  

11.ABC  12.ABCD 

第二章 掌握施工图识图、绘制的基本知识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二、单选题 

1.A  2.A  3.C  4.B  5.C  6.A  7.B  8.B  9.C  10.B  11.B  12.A  13.D  14.C  15.A  

三、多选题 

1.ABC  2.BCD  3.BC  4.ABCD  5.BCD  6.BC  7.BC  8.AD  9.ABCD  10.ACE  11.BCD 

第三章 熟悉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二、单选题 

1.D  2.B  3.B  4.B  5.B  6.B  7.D  8.B  9.D  10.C  11.D  12.A  13.D  14.C  15.A   16.A  

17.D  18.A  19.C  20.C  21.A  22.A  23.D  24.C  25.B  26.A  27.C  28.A  29.A  

三、多选题 

1.BD  2.ABCDE  3.BE  4.CDE  5.ABCD  6.BCE  7.ABDE  8.ABCD  9.ABCD  10.ABC  

11.ABCD  12.ABCE  13.ABCD 

第二部分 基础知识 

第四章 电力工程相关的电路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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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16.√  17.×  18.× 

二、单选题 

1.C  2.B  3.A  4.C  5.B  6.B  7.C  8.B  9.C  10.B  11.C  12.C  13.D  14.C  15.D   16.D  

17.A  18.D  19.B  20.C  21.C  22.B  23.B  24.A  25.C  26.A  27.B  28.A  

三、多选题 

1.AD  2.BD  3.BD  4.ABC  5.ABD  6.ABD  7.AC  8.BC  9.ABC  10.ACD  11.BCD  12.AC  

13.ACD 

第五章 电力系统、输电线路、配电网的基本知识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二、单选题 

1.A  2.D  3.A  4.D  5.C  6.A  7.B  8.A  9.C  10.B  11.C  12.A  13.B  14.C  15.A  16.A  

17.A  18.B  19.A  20.A  21.B  22.C 

三、多选题 

l.ABCDE  2.ABCE  3.ABC  4.ABCD  5.ABC  6.ABCD  7.ABC  8.ABCDEF  9.ABCD  

10.BCD  11.ACD  12.ABCD 

第六章 施工测量的基本知识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单选题 

1.B  2.B  3.D  4.A  5.C  6.C  7.A  8.C 

三、多选题 

1.ABC  2.ACD  3.ABC  4.ABD 

第七章 工程预算的基本知识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二、单选题 

1.B  2.C  3.A  4.D  5.C  6.A  7.C  8.C  9.B  10.B  11.A  12.D  13.A  14.C 15.D  16.B  

17.D  18.D  19.A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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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选题 

1.BCDE  2.ABD  3.ABD  4.BD  5.BCDE  6.ABC  7.BCDE  8.ABCE  9.ABD  10.ABCDEFG  

11.CD 

第八章 抽样统计分析的基本知识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二、单选题 

1.D  2.C  3.B  4.A  5.B  6.A  7.B  8.B  9.C  10.A  11.D  12.D  13.D  14.B  16.D  17.A  

18.C  20.C 

三、多选题 

1.BCD  2.ABCD  3.ABCD  4.BCE  5.ACDE  6.BCD  7.ABDE  8.ABE  9.ABCDE  

10.ABCDE  11.ABCD   

1.BCDE  2.BCDE  3.ABDE  4.BC  5.ABE 

第九章 熟悉施工方案、质量目标和质量控制的基本知识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二.单选题 

1.D  2.C  3.B  4.A  5.B  6.A  7.B  8.B  9.C  10.A  11.D  12.D  13.D  14.B  16.D  17.A  

18.C  20.C   

三.多选题 

1.BCD  2.ABCD  3.ABCD  4.BCE  5.ACDE  6.BCD  7.ABDE  8.ABE  9.ABCDE  

10.ABCDE  11.ABCD 

 

第三部分 岗位知识 

第十章 标准的基本概述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   

二.单选题 

1.B  2.A  3.B  4.B  5.A  6.D  7.D  8.B  9.C  10.D  11.C  12.D  13.D  14.B  15.B  16.B  

17.A  18.B  19.C  20.A  21.A  22.D  23.C  24.C  25.A  26.B  27.C  28.B  29.B  30.B  3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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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B  33.C 

三.多选题 

1.ACDE  2.ABE  3.AB  4.ABCD  5.ABC  6.ABCD  7.ABCD  8.ABC  9.ABCD  10.BCD  

11.ABC  12.ABE  13.ABCDE  14.ABC  15.ABCD  16.ABCD  17.BC 

第十一章 企业标准体系的基本内容及编制 

一、单选题 

1.D  2.B  3.D  4.A  5.C  6.D  7.C 

二、多选题 

1.ABC 

第十二章 工程建设标准化实施监督检查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  43.×  44.√  45.√  46.×  47.√  48.√ 

二、单选题 

1.A  2.D  3.D  4.C  5.C  6.A  7.B  8.C  9.D  10.C  11.B  12.D  13.A  14.B  15.D  16.D  

17.C  18.B  19.A  20.C  21.D  22.A  23.D  24.C  25.B  26.C  27.D  28.B  29.B  30.C  31.A  

32.D  33.D  34.B  35.D  36.A  37.D  38.B  39.B 

三、多选题 

1.BC  2.BCD  3.ACD  4.BC  5.ABD  6.ACD  7.ACD  8.ABD  9.ABCD  10.ABC  11.ABC  

12.BCD 

第十三章 标准实施评价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二、单选题 

1.A  2.A  3.B  4.B  5.A  5.D  6.A  7.A  8.A  9.B  10.C  11.A  12.A  13.B  14.B  15.A  

16.D  17.C  18.D  19.C  20.D  21.A  22.C  23.B  24.C  25.A  26.C  27.A  28.C  29.B  30.D  

31.A  32.C 33.B  34.D  35.B  36.D  37.A  38.A  

三、多选题 

1.BCD  2.ABCD  3.ABCD  4.BCD  5.ABD  6.ABC  7.BC  8.BCD  9.ABC  10.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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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BC 

第十四章 标准化信息管理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二.单选题 

1.C  2.B  3.B  4.B  5.A  6.C  7.D  8.A  9.A   10.B  11.D  12.A  13.D  14.A 

三、多选题 

1.ABC  2.ABCDE  3.ABD  4.ABC 

四、案例题 

（一） 

1①A  ②C  ③D  ④C  ⑤B  ⑥A  ⑦A 

2.①BCD  ②BCD  ③ABC 

（二） 

1①√  ②×   

2①A  ②B  ③B 

3①ABD  ②ACD  ③ABD  ④ACD  ⑤ACD   

（三） 

1①√  ②√   

2①B  ②C  ③A  ④D  ⑤B   

3①ACD  ②ACD  ③CD   

（四） 

1①×  ②×  ③√   

2①C  ②B  ③D   

3①BC  ②AC  ③BC   

（五） 

1①×  ②√   

2.①D  ②A  ③A  ④B 

3.①CD  ②AB  ③AD  ④AD 

（六） 

1①×  ②×   

2.①A  ②B  ③A  ④C  ⑤D 

3.①ACD  ②BD  ③AC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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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断题 

①√  ②√  ③×  ④×   

2.①D  ②A  ③C  ④A 

3.①AB  ②ABC   

（八） 

1.①√  ②√  ③√   

2.①A  ②C  ③A  ④B  ⑤A   

3.①ABD  ②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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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网站说明 

登录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WWW.ccsn.gov.cn）首页，点击页面上方的图标“工程建设标准

强制性条文检索系统”进入。进入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索系统，系统分为了属性检索、主题检索、

快捷查找、强条浏览 4 个部分。 

进入相应版块，可以搜索、查找、査看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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