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新旧教材对比

章 节（2019 目录） 2020年目录 2019 页码 2020 页码 变化内容

2A310000

建 筑 工 程

施工技术

2A311000 建筑工程技术要求

2A311010 建筑构造要求

2A311011 民用建筑构造要求

1 1 知识点 一、民用建筑 小知识点（1）（2）（3）（4）有

变化

3 3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小知识点（1）有变化

3 3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小知识点（2）新增“无

女儿墙...... 檐口”一句话

3 3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小知识点（3）有变化

3 3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删除原知识点（4），新

增小知识点（5）.（6）（8）

4 4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小知识点（9）有变化（原

知识点 7）

4 4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小知识点（10）有变化

（原知识点 8）原教材供轮椅使用......... 1:5 变为供轮椅使

用......措施

4 4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小知识点（11）有变化

（原知识点 9）新增“上人屋面.........1.2m”一句话

4 4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小知识点（14）有变化

（原知识点 12）新增“且应综合.........牢固”一句话

4 4 知识点 3.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 小知识点（15）（16）有

变化（原知识点（13）.14）

2A311012 建筑物理环境技术要求 5 5 知识点一、室内光环境 小知识点（一）（二）整体变化

2A311013 建筑抗震构造要求 整体无变化

2A311020 建筑结构技术要求

2A311021 房屋结构平衡技术要求
11 12 新增知识点（三）

2A311022 房屋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

及耐久性要求
14 14 知识点一、结构的功能要求 整体变化

14 15 表格 2A311021-1 变化

15 15 知识点三、结构的适用性要求 新增“适用性是指....... 控制”

一段话



15 16 原知识点（一）结构设计适用年限 “我国...... 适用年限”

有变化，表格 2A311021-2 有变化

18 18 知识点五、既有建筑的可靠度评定 整体变化

2A311023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特点及配

筋要求
无变化

2A311024 砌体结构的特点及技术要求 无变化

2A311025 钢结构的特点及技术要求 无变化

2A311030 建筑材料

2A311031、2A311032、2A311033、

2A311034

无变化

2A311035 饰面石材、陶瓷的特性和应

用
35 36 原知识点（三）人造饰面石材改为 （三）人造石 整体

变化

36 36 原知识点二、建筑陶瓷改为 二、建筑卫生陶瓷 整体变化

2A311036 木材、 木制品的特性和应

用
37 37 知识点一、木材的含水率与湿胀干缩变形 整体变化

37 37 知识点（一）实木地板 2020 年删除“条木地板.......木制

品”这句话

37 37 知识点 1.实木符合地板 2020 年删除“实木符合地

板......

铺设”这句话

37 37 知识点 2.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新增“浸渍纸层压木

质......

木地板”一段话

38 39 知识点（三）人造板 新增“人造板是以....... 等产品”一段

话，删除原教材“胶合板........墙裙等”一段话

2A311037 玻璃的特性和应用 39 40 知识点三、安全玻璃 2020 新增“普通退火玻璃....... HST”
2A311038.2A311039 无变化

2A312000 建筑工程专业施工技术

2A312010 施工测量技术
无变化

2A312020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技术 无变化

2A312030 主体结构工程施工技术 无变化

2A312040 防水与保温工程施工技术

2A312041、2A312042、2A312043
94 96 无变化

2A312050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技术 /



2A312053 地面工程施工技术 / 107 107 变动：2019 年“”(4)水泥钢(铁)屑面层铺设厚度宜为 20mm，

变成了 2020 年“(4)水泥钢(铁)屑面层铺设厚度不应小于

30mm，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40MPa。”

2A312054 饰面板 (砖)工程施工技术 / 108 109 一、饰面板安装工程：内容有较大变化

/ 108 109 一、饰面板安装工程：内容有较大变化

2A312056 涂料涂饰、 裱糊、软包与

细部工程施工技术
2A312056 涂料涂

饰、裱糊、软包

与细部工程施工

技术

115 115 删除

四、细部工程的施工技术要求和方法

1）公称厚度不小于 12mm 的钢化玻璃或；

2）当护栏最低点.....16.76mm...玻璃；

2A312060 建筑工程季节性施工技术 /

2A320000

建 筑 工 程

项 目 施 工

管理

2A320010 建筑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

理

2A320020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

2A320022 施工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2A320022 施工合

同的签订与履行

141 140 增加

4）合同价款

①合同价款.....普通发票）；⑨质量保证金 .....存款利息。

2A320030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

2A320040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 /

2A320050 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管理 /

2A32006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 /

2A320070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

2A320077 垂直运输机械安全管理 2A320077 垂直运

输机械安全管理

225-226 224-226 三、塔式起重机安全控制要点中：

1、2019 年“（6）遇六级及六级以上大风 ....... 方可进行作业。”

变更为 2020 年“(6)遇有风速在 12m/s (或六级).. 方可进行

作业。”

2、新增：(7)在吊物载荷达到额定载荷的 90%时..........拉溜绳

使之稳固。

2A320080 建筑工程造价与成本管理 2A320080 建 筑

工程造价与成本

管理

234-248 233-248



2A320083 工程 最清单计价规范的运

用

2A320083 工 程

最清单计价规范

的运用

239-243 239-242 1、2019 年“通用措施项目可按下表选择列项.........规定的项

目选择列项。”变更为 2020 年“一般措施项目可按下表选择

列项.......... 规定的项目选择列项。”

2、2019 年“通用措施项目一览表”变更为 2020 年“一般

措施项目一览表”

2A320090 建筑工程验收管理 2A320090 建 筑

工程验收管理

249-259 248-259 /

2A330000

建 筑 工 程

项 目 施 工

相 关 法 规

与标准

2A331000 建筑工程相关法规 2A331000 建 筑

工程相关法规

260-270 260-270 /

2A331010 建筑工程管理相关法规 2A331010 建 筑 260-270 260-270 /

工程管理相关法

规

2A331012 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 管

理办法

2A331012 建筑市

场诚信行为信息

管理办法

261-262 261-262 增加：住房城乡建设部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下发《建筑市

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建市[2017]241 号)，对“建

市[ 2007 ] 9 号”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和细化。

2A332000 建筑工程标准 2A332000 建 筑

工程标准

270-329 270-329 /

2A332010 建筑工程管理相关标准 2A332010 建筑工

程管理相关标准

270-280 270-280 /

2A332020 建筑地基基础及主体结构

工程相关技术标准

/

2A33203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相关技

术标准

2A332030 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相关

技术标准

304-316 304-316 /

2A332031 建筑幕墙工程技 术规范中

的有关要求

2A332031 建筑幕

墙工程技 术规范

中的有关要求

304-305 304-306 一、《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中的强制

性条文中：

1、删除：(1)隐框、半隐框玻璃幕墙所采用的结构粘结材料

必须是中性硅酮....... 硅酮结构密封胶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

2、删除：(3)幕墙的金属框架.......安装必须牢固。

3、2019 年“(2)主体结构与幕墙连接.......符合设计要求。”

变更为2020 年“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 符合设计要求。”

二、《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 的强制性条文中

增加：(8)点支承玻璃幕墙采用浮头式连接件........其单片厚度



也应符合上述要求。(9)点支承玻璃幕墙玻璃........建筑密封胶

嵌缝。

三、《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 的强制性条文

中增加：(7 )幕墙构架的..... 绝对挠度不应大于 20mm。(8)

幕墙在风荷载......应符合设计要求。(9)钢销式石材... 应符

合《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 的规定。( 10)

横梁应通.......应有一定的相对位移能力。(11)上下立柱之

间......应采用不锈钢螺栓固定。( 12)立柱应采..应采用绝

缘垫片分隔。( 13)钢销式安装的石板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4) 金属与...... 全部合格后方可出厂。

(15) 幕墙安装施工应对下列项目进行验收:

四、《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336 的主要条文中删

除：1)建筑高度不大于 150m 的民用建筑金属幕墙工程;

2)建筑高度不大于 100m、设防烈度不大于 8 度的民用建筑

石材幕墙工程。

2A332035 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质量验

收的有关要求

2A332035 建筑装

饰装修 工程质

量验收的有关要

求

314-316 315-316 1、2019 年“一、装饰装修设计质量验收强制性条文

(1)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必须进行设计，并出具完整的施工图设

计文件。(2)建筑装饰装修...........安全性进行核验、确认。”

变更为2020 年“一、装饰装修设计质量验收强制性条文既

有建筑装饰装修........... 安全性进行鉴定。”

2、删除：二、装饰装修材料质量验收强制性条文

(1)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标准的规定。(2)建筑装饰装

修......

防虫处理。

3、三、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强制性条文中删除（1）

（2）（3）（5）（6）（7），增加“建筑外门窗安装必须牢固。在砌

体上安装门窗严禁采用射钉固定。”、“重型设备和有振动荷载的

设备严禁安装在吊顶工程的龙骨上。”

2A332040 建筑工程节能与环境控制

相关技术标准

2A332040 建 筑

工程节能与环境

控制相关技术标

准

316- 316- /



2333204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的有关要求

23332044 民用建

筑工程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的有关

要求

325

326

326 删除

（3）当采用.....2A332044-4 规定；及表

（4）当采用.......2A332044-5 规定；及表

（5）饰面.......甲醛含量。

2A332050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控制相

关技术标准

/

2A333000 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

注册执业管理规定经济相关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