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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环球网校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新旧教材变化

一、总体变化情况
（一）变化情况
1.修订依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定的《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
2.编写原则
（1）坚持本书（《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的主要内容；
（2）以修改内容为主。
3.基本结构
基本构架结构不变
（二）数据统计
1.教材总体变化：39 处；实质内容变化：22 处。
整体变动比例：15%。
变动比例较大章节：法规部分；历年考查分值约为 15 分；
此部分备考建议：危大工程及室内环境污染物检测是必须掌握内容。
2.页码变化：增加 5 页；变动比例：2%。
3.大纲情况：继续保留 20 年教材去掉“掌握、熟悉、了解”等内容程度的要求。
4.体系变化：无变化。
5.案例情况：无变化。
6.三级标题变化：无变化。
二、细节变化解读
所有变点对比分析
2020 版教材
2021 版教材
变化 1
P7
P7
四、室内空气质量
四、室内空气质量
住宅室内装修设计宜进行环境空气质量预评
住宅室内装修设计宜进行环境空气质量预评
价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活度和浓度限值为： 价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活度和浓度限值为：
氡不大于200 (Bq/m³),游离甲醛不大于0.08
氡不大于150 (Bq/m³),游离甲醛不大于0.08
(mg/ m³)，苯不大于0.09 (mg/ m³)，氨不大 (mg/ m³)，苯不大于0.09 (mg/ m³)，氨不大
于0.2 (mg/ m³)， TVOC不大于0.5 (mg/m³)
于0.2 ( mg/ m³)，TVOC不大于0.5 (mg/ m³)
变化 2
P16
P16
(二）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二）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在不同环境中，混凝土的劣化与损伤速度是不 在不同环境中，混凝土的劣化与损伤速度是不
一样的，因此应针对不同的环境提出不同要 一样的，因此应针对不同的环境提出不同要
求。根据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求。根据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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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76—2008 规定，结构所处环境按其对钢筋 50476—2019 规定，结构所处环境按其
和混凝土材料的腐蚀机理，可分为如下五类， 对钢筋和混凝土材料的腐蚀机理，可分为如下
见表 2A311022-3- 环境类别表格
五类，见表 2A311022-3- 环境类别表格
腐蚀机理
劣化机理
一般环境：保护层碳化引起钢筋锈蚀
一般环境：正常大气作用引起钢筋锈蚀
变化 3
P17
P17
注：一般环境系无冻融、氯化物、和其他化学 注：一般环境系无冻融、氯化物、和其他化学
腐蚀物质作用。
腐蚀物质作用。（删除）
(三）混凝土结构环境作用等级
(三）混凝土结构环境作用等级
根据《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 根 据 《混 凝 土 结 构耐 久 性 设 计标 准 》 GB/T
—2008 规定，环境对配筋混凝土结构
50476—2019 规定，环境对配筋混凝土结构
的作用等级如表 2A311022-4 所示
的作用等级如表 2A311022-4 所示
(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要求
(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要求
1.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
1.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
结构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同时满足耐久 结构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同时满足耐久
性和承载能力的要求，故《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性和承载能力的要求，故《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设计规范》GB/T 50476—2008 中对配筋混凝土 设计标准》GB/T 50476—2019 中对配筋混凝
结构满足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 土结构满足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最低强度等
作出规定，见表 2A311022-5
级作出规定，见表 2A311022-5
变化 4
P26
P26
(二） 钢筋混凝土结构用钢
(二） 钢筋混凝土结构用钢
钢筋混凝土结构用钢主要品种有热轧钢筋、预 钢筋混凝土结构用钢主要品种有热轧钢筋、预
应力混凝土用热处理钢筋、预应力混凝土用钢 应力混凝土用热处理钢筋、预应力混凝土用钢
丝和钢绞线等。热轧钢筋是建筑工程中用量最 丝和钢绞线等。热轧钢筋是建筑工程中用量最
大的钢材品种之一，主要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 大的钢材品种之一，主要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
和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配筋。目前我国常 和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配筋。目前我国常
用的普通钢筋强度标准值见表 2A311031。
用的热轧钢筋品种、强度特征值见表
2A311031。
变化 5
P27
P27

(1)钢筋实测抗拉强度与实测屈服强度之比不
小于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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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钢筋实测屈服强度与表 2A311031 规定的 (2) 钢筋实测下屈服强度与表 2A311031 规定
屈服强度特征值之比不大于 1.30；
的下屈服强度特征值之比不大于 1.30；
(3) 钢筋的最大力总伸长率不小于 9%
(3) 钢筋的最大力总伸长率不小于 9%
变化 6
P71
P71
(9)大体积混凝土施工采取分层间歇浇筑混凝 (9)大体积混凝土施工采取分层间歇浇筑时，
土时，水平施工缝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平施工缝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变化 7
P77
P77
【修改】
一、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加工
一、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加工
(二）钢结构构件生产的工艺流程
(二）钢结构构件生产的工艺流程
(11)摩擦面的处理：可采用喷砂、喷丸、酸洗、
(11)摩擦面的处理：可采用喷砂、喷丸、酸洗、
打磨等方法，严格按设计要求和有关规定进行
打磨等方法，实现满足设计要求的摩擦系数
施工。
值。
变化 8
P78
P78
(二)螺栓连接
对于采用冲孔制孔时，钢板厚度应控制在12mm 【删除】
以内。
变化 9
P80
P80
【修改】
(三)其他要求
(三)其他要求
(1)防腐涂料和防火涂料的涂装油漆工属于特
(1)防腐涂料和防火涂料的涂装油漆工属于特
殊工种。施涂时，操作者必须有特殊工种作业
殊工种。施涂时，操作者必须有特殊工种作业
操作证（上岗证）。
操作证（上岗证）和劳动防护。
变化 10
P88
P88
大体积防水混凝土宜选用水化热低和凝结时间 【新增一句】
长的水泥，宜掺入减水剂、缓凝剂等外加剂和 大体积防水混凝土宜选用水化热低和凝结时
粉煤灰、磨细矿渣粉等掺合料在设计许可的情 间长的水泥，宜掺入减水剂、缓凝剂等外加剂
况下，掺粉煤灰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的龄期宜 和粉煤灰、磨细矿渣粉等掺合料在设计许可的
为 60d 或 90d。炎热季节施工时，入模温度不 情况下，掺粉煤灰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的龄期
宜大于 30℃。混凝土内部预埋管道，宜进行水 宜为 60d 或 90d。炎热季节施工时，入模温度
冷散热。大体积防水混凝土应采取保温保湿养 不宜大于 30℃；冬期施工时，入模温度不应
护，混凝土中心温度与表面温度的差值不应大 低于 5℃。
于 25℃，表面温度与大气温度的差值不应大于 混凝土内部预埋管道，宜进行水冷散热。大体
20℃,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14d。
积防水混凝土应采取保温保湿养护，混凝土中
心温度与表面温度的差值不应大于 25℃，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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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温度与大气温度的差值不应大于 20℃,养护
时间不得少于 14d。
变化 11
P94
P94
（3）涂膜防水层施工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修改】
5）所有防水涂料用于细部构造时，宜选用刷涂 （3）涂膜防水层施工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或喷涂施工。
5）所有防水涂料用于细部构造时，宜选用刮
（刷）涂或喷涂施工。
变化 12
P99
P99
抗裂保护屋厚度为 3～5mm，耐碱玻纤网布无明 【修改】
显接茬、无明显抹痕、无漏贴、露网现象，墙 抗裂保护屋厚度为 3～5mm，耐碱玻纤网布无
面平整，门窗洞口、阴阳角垂直、方正。
明显接茬、无明显抹痕、无漏贴、无露网现象，
墙面平整，门窗洞口、阴阳角垂直、方正。
变化 13
P115
P115
【修改】
（3）护栏、扶手的技术要求:
（3）护栏、扶手的技术要求：
1）护栏高度、栏杆间距、安装位置必须符合设 1）护栏高度、栏杆间距、安装位置必须符合
计要求。民用建筑护栏高度不应小于要求的数 设计要求。
值，高层建筑的护栏高度应再适当提高，但不 2）窗台的防护高度，住宅、托儿所、幼儿园、
宜超过 1.20m；栏杆离地面或屋面 0.10m 高度 中小学校及供少年儿童独自活动的场所不应
内不应留空。
低于 0.90m，其余建筑不应低于 0.80m。
2）护栏和扶手制作与安装所使用材料的材质、 3）阳台、外廊、室内外平台、露台、室内回
规格、数量和木材塑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 廊、内天井、上人屋面及室外楼梯、台阶等临
设计要求。护栏和扶手的制作与安装应采用坚 空处的防护栏杆，栏板或水平构件的间隙应大
固、耐久材料，并能承受规范允许的水平荷载。 于 30mm 且不应大于 110mm，有无障碍要求或
承受水平荷载栏板玻璃应使用公称厚度不小于 挡水要求时，离楼面、地面或屋面 100mm 高度
16.76mm 的钢化夹层玻璃，当护栏玻璃最低点 处不应留空。
离一侧楼地面高度大于 5m 时，不得使用承受水 4）住宅、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及供少年
平荷载的栏板玻璃。
儿童独自活动的场所，直接临空的通透防护栏
3）护栏和扶手安装必须牢固。
杆垂直杆件的净间距不应大于 110mm 且不宜
小于 30mm。
5）护栏和扶手制作与安装所使用材料的材质、
规格、数量和木材、塑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
合设计要求。
6）当采用玻璃栏板直接承受人体荷载且栏板
玻璃最低点离一侧楼地面高度不大于 5m 的护
栏系统时，应使用公称厚度不小于 16.76mm 钢
化夹层玻璃。当栏板玻璃最低点离一侧楼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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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大于 5m 时，不得采用玻璃栏板直接承受
人体荷载的护栏系统。
变化 14
P125
P125
（3）普通碳素结构钢工作地点温度低于-20℃、 【删除一句】
低合金钢工作地点温度低于-15℃时不得剪切、 （ 3 ） 普 通 碳 素 结 构 钢 工 作 地 点 温 度 低 于
冲 孔 ， 普 通 碳 素 结 构 钢 工 作 地 点 温 度 低 于 -16℃、低合金结构钢工作地点温度低于-12℃
-16℃、低合金结构钢工作地点温度低于-12℃ 时不得进行冷矫正和冷弯曲。当工作地点温度
时不得进行冷矫正和冷弯曲。当工作地点温度 低于-30℃时，不宜进行现场火焰切割作业。
低于-30℃时，不宜进行现场火焰切割作业。
变化 15
P132
P133
2A320011 施工招标投标管理要求
【新增一段】
一、建筑工程招标的主要管理要求
2A320011 施工招标投标管理要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一、建筑工程招标的主要管理要求
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
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
标。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有关的货物、服务。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
的装修、拆除、修缮等；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
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
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工程建
设有关的服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
计、监理等服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
招标。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变化 16
P133
P134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公开招标，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公开招
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 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
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邀请招标，是指招
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 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
组织投标。
者其他组织投标。
【新增一段】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
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公开招标；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可以邀请招标：
（1）技术复杂、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环境
限制，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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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项目合同金
额的比例过大。
【新增一段】
公开招标的项目，应发布招标公告、编制
招标文件：招标人采用资格预审办法对潜在投
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的，应当发布资格预审公
告、编制资格预审文件。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和招标公告，应当在国务
院发展改革部门依法指定的媒介发布。在不同
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
者招标公告的内容应当一致。资格预审文件或
者招标文件的发售期不得少于 5 日。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时
间，自资格预审文件停止发售之日起不得少于
5 日。
变化 17
P134
P135
投标人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应当在投标截 投标人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应当在投标截
止时间前书面通知招标人。招标人己收取投标 止时间前书面通知招标人。招标人己收取投标
保证金的，应当自收到投标人书面撤回通知之 保证金的，应当自收到投标人书面撤回通知之
日起到内退还。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 日起到内退还。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
件的，招标人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
件的，招标人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
【新增一段】
禁止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1）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
实质性内容；
（2）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3）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
者中标；
（4）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
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5）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
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新增一段】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
标：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
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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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
成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
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
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新增一段】
禁止招标人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属于招标人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
标：
（1）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有关
信息泄露给其他投标人；
（2）招标人直接或者间接向投标人泄露标底、
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
（3）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压低或者抬
高投标报价；
（4）招标人授意投标人撤换、修改投标文件；
（5）招标人明示或者暗示投标人为特定投标
人中标提供方便；
（6）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
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
变化 18
P173
P175
【修改】
二、施工现场临时用水管理
二、施工现场临时用水管理
(5) 消防供水要保证足够的水源和水压。消防 (5) 消防供水要保证足够的水源和水压。消
泵应使用专用配电线路，保证消防供水。
防泵应使用专用配电线路，不间断供电，保证
消防供水。
变化 19
P198
P200
【修改】
一、原材料及成品进场
一、原材料及成品进场
(2)钢材的进场验收，除遵守《钢结构工程施 (2)钢材的进场验收，除遵守《钢结构工程施
工规范》GB 50755—2012 外，尚应符合现行国 工规范》GB 50755—2012 外，尚应符合现行
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2001 的规定。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 50205—2020 的规定。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
钢材，应进行全数抽样复验：
钢材，应进行全数抽样复验：
变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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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

【新增一段】
二、钢结构焊接工程
二、钢结构焊接工程
(一）材料质量要求
(一）材料质量要求
（2）新增
（2）对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钢结构所采用的焊
接材料应按其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抽样复验，
复验结果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
设计要求：
① 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一、二级焊缝；
② 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的一级焊缝；
③ 需要进行疲劳验算构件的焊缝；
④ 材料混批或质量证明文件不齐全的焊接材
料；
⑤ 设计文件或合同文件要求复检的焊接材
料。
变化 21
P200
P202
【修改】
三、钢结构紧固件连接工程
三、钢结构紧固件连接工程
(二）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二）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1)钢结构制作和安装单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1)钢结构制作和安装单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2001 的规定
—2020 的规定
变化 22
P251
P254
【新增一段】
四、钢结构分部工程竣工验收
四、钢结构分部工程竣工验收
新增
(1)钢结构作为主体结构之一应按子分部工程
竣工验收；当主体结构均为钢结构时应按分部
工程竣工验收。大型钢结构工程可划分为若干
子分部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2)钢结构分部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下列
文件和记录：
1)钢结构工程竣丁图纸及相关设计文件；
2)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3)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检
查记录；
4)有关观感质量检验项目检查记录；
5)分部工程所含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6)分项工程所含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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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强制性条文检验项目检查记录及证明文件；
8)隐蔽工程检验项目检查验收记录；
9)原材料、成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
标志及性能检测报告；
10)不合格项的处理记录及验收记录；
11)重大质量、技术问题实施方案及验收记录；
12)其他有关文件和记录。
变化 23
P252
P
【修改】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1)民用建筑工程根据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的不 (1)民用建筑工程根据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的不
同要求，划分为以下两类:
同要求，划分为以下两类：
1)Ⅰ类民用建筑工程:住宅、医院、老年建筑、 1) I 类民用建筑工程：住宅、居住功能公寓、
幼儿园、学校教室等民用建筑工程；
老年人照料房屋设施、幼儿园、学校教室、学
2)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办公楼、商店、旅馆、 生宿舍等民用建筑工程；
文化娱乐场所、书店、图书馆、展览馆、体育 2)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办公楼、商店、旅馆、
馆、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理发店等民用建 文化娱乐场所、书店、图书馆、展览馆、体育
筑工程。
馆、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等民用建筑工程。
变化 24
P252-253
P255-256
【修改】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4)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必须进行室内环境 (4)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必须进行室内环境
污染物浓度检测。其限量应符合《民用建筑工 污 染 物 浓 度 检 测 。 检 测 结 果 应 符 合 表
程 室 内 环 境 污 染 控 制 规 范 (2013 年 版 ) 》 GB 2A320093-1 的规定。
50325--2010 的规定（删除），如表 2A320093-1
（变化）所示。

注：1.污染物浓度测量值，除氡外均指室内污
注：1.表中污染物浓度限量，除氡外均指室内
染物浓度测量值扣除室外上风向空气中污染
测量值扣除同步测定的室外上风向空气测量
物浓度测量值（本底值）后的测量值。
值(本底值)后的测量值。
变化 25
P253
P256
【修改】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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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测数量的规定:
1)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应抽检有代表性的房
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数量不得少于
5%，并不得少于 3 间。房间总数少于 3 间时，
应全数检测。
3)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
检测点按房间面积设置，且应符合《民用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2013 年版)》GB
50325-2010 的规定（删除），如表 2A32009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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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测数量的规定：
1)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应抽检每个建筑单体
有代表性的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氡、甲
醛、氨、苯、甲苯、二甲苯、TVOC 的抽检数
量不得少于房间总数的 5%，每个建筑单体不
得少于 3 间；房间总数少于 3 间时，应全数检
测。
3)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
检测点数应按表 2A320093-2 设置。

变化 26
P253-254

P256

【修改】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6) 检测方法的要求：
(6) 检测方法的要求：
2)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中甲醛、苯、氨、总 2) 当对民用建筑室内环境中的甲醛、氨、苯、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浓度检测时，对采 甲苯、二甲苯、TVOC 浓度检测时，装饰装修
用集中空调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在空调正常运 工程中完成的固定式家具应保持正常使用状
转的条件下进行；对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 态；采用集中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在通风
工程，检测应在对外门窗关闭 lh 后进行。对 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下进行；采用自然通风的
甲醛、氨、苯、TVOC 取样检测时，装饰装修工 民用建筑工程，检测应在对外门窗关闭 1h 后
程中完成的固定式家具，应保持正常使用状 进行。
态。（删除）
【新增部分内容】
3)新增部分内容
3)民用建筑室内环境中氡浓度检测时，对采用
集中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在通风系统正常
运行的条件下进行；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
工程，应在房间的对外门窗关闭 24h 以后进
行。I 类建筑无架空层或地下车库结构时，一、
二层房间抽检比例不宜低于总抽检房间数的
40%。
变化 27
P254
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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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7) 检测结果的判定与处理
1)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不符合规
范规定时，应对不符合项目再次加倍抽样检
测，并应包括原不合格的同类型房间及原不合
格房间；当再次检测的结果符合规范规定时，
应判定该工程室内环境质量合格再次加倍抽
样检测的结果不符合规范规定时，应查找原因
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直至检测合格。

2A320093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
(7) 检测结果的判定与处理
1)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的全部检测结果符
合表 2A320093-1 要求时， 可判定该工程室内
环境质量合格。（删除）
2) 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不符合相
关要求时，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后的工程，可对不合格项进
行再次检测。再次检测时，抽检量应增加 1 倍，
并应包含同类型房间及原不合格房间。再次检
测结果全部符合规范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室内
环境质量合格。（变化）
变化 28
P254
P257
【修改】
2A320094 节能工程质量验收
2A320094 节能工程质量验收
一、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的划分
一、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的划分
(1)建筑节能子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划分应符 (1)建筑节能子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划分应符
合《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合《建筑 节能 工程施 工 质量验收 标准》 GB
—2013 的规定，见表 2A320094
50411—2019 的规定，见表 2A320094

变化 29
P254
2A320094 节能工程质量验收
二、 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的要求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在检验批、
分项工程全部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外墙节
能构造实体检验，（新增部分内容）

P255

环球网校移动课堂 APP

P257
2A320094 节能工程质量验收
【新增部分内容】
二、 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的要求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
自检合格，且检验批、分项工程全部验收合格
的基础上，进行外墙节能构造、外窗气密性能
现场实体检验和设备系统节能性能检测，
变化 30
P257-258
【新增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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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节能工程检验批、分项及分部工程的质 三、 节能工程检验批、分项及分部工程的质
量验收程序与组织
量验收程序与组织
（新增和变动部分内容）
参加建筑节能工程分部（子分部）、分项工程
及检验批的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
的资格，其程序和组织应符合《建筑节能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2019 的要求，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节能工程的检验批验收和隐蔽工程验收应
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并主持，施工单位相关
专业的质量检查员与施工员参加验收
(2)节能分项工程验收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
织并主持，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相关专
业的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验收；必要时可
邀请主要设备、材料供应商及分包单位、设计
单位相关专业的人员参加验收。
(3)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
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并主持，施工单位项
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相关专业的负责
人、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验收；施工单位
的质量或技术负责人应参加验收；设计单位项
目负责人及相关专业负责人应参加验收；主要
设备、材料供应商及分包单位负责人、节能设
计人员应参加验收。
变化 31
P255
P258
【修改】
四、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规定
四、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规定
(4)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外窗气密性 (4) 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外窗气
现场实体检测结果应合格；
密性能现场实体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合
格；
变化 32
P255
P258
【修改】
五、建筑节能工程验收时核查下列资料并纳入 五、建筑节能工程验收时核查下列资料并纳入
竣工技术档案
竣工技术档案
(5)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记 (5)建筑外墙围护结构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
录；
报告或外墙传热系数检验报告记录；
(6)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外窗气密性现 (6)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外窗气密性能
场检测报告；
现场实体检测检验报告；
(10)系统联合试运转及调试记录；
(10)设备系统联合试运转及调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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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设备系统节能性能检验报告；
变化 33
P262
P265
建筑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方案应当由 【删除】
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其中，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深基坑工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等专业工程实行分包的，其专项方案可由专业
承包单位组织编制。
变化 34
P264-266
P267-269
四、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批及论证
【修改】
“四、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批及论证”以下内
容
变化 35
P292-294
P295-298
【修改】
2A33202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关要 “2A33202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关
求
要求”以下内容
变化 36
P308
P312
【修改】
五、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五、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1）规范中控制的室内环境污染为:氨、甲醒、 （1）标准中控制的室内环境污染为：氡、甲
氨、苯和挥发性有机物(TVOC) 。
醛、氨、苯、甲苯、二甲苯和挥发性有机物
（2）住宅装饰装修室内环境污染控制应符合 (TVOC)。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2013 （2）住宅装饰装修室内环境污染控制应符合
年版)》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GB 50325-2010 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设计、 50325—2020 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设计、
施工应选用低毒'性、低污染的装饰装修材料。 施工应选用低毒性、低污染的装饰装修材料。
变化 37
P316
P320
【修改】
（7）有特殊要求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竣工 （7）有特殊要求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竣工
验收时应按合同约定加测相关技术指标。建筑 验收时应按合同约定加测相关技术指标。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质量应符合国家现 装饰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质量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行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
(2013 年版)》 GB 50325-2010 的规定。
准》GB 50325—2020 的规定。
变化 38
P320-325
P324-329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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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33204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关 “2A33204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
要求
关要求”以下内容
变化 39
P325-329
P329-334
【修改】
2A33204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有关 “2A332044 民用建筑上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要求
的有关要求”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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