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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环球网校二级建造师《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与实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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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与实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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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处；实质内容变化：37 处。
整体变动比例：11%。
变动比例较大章节：技术部分第 2 章第 1 节，第 3 章第 1、3、4 节；管理部分第 4 节、第 5 节、第 6
节。
备考建议：对于技术部分一定注重原理的学习，如第 2 章第 1 节施工导流内容虽然进行了大范围的更
新，但其核心原理不变！
对于增加的流程图无论是技术部分的混凝土施工流程、钢筋加工工艺还是管理部分质量事故处理流程
图，均需准确掌握。
对于变化比较大的管理部分第 4 节招标投标管理，一定要明确详略，抓住考点即可。
对于增加的管理部分第 5 节内容的“调值公式”从本质上认知其原理，从考试中抓其陷阱点。
2.页码变化：增加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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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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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1
在（3）最大粒径及颗粒级配
“粗集料的最大粒径还受结构形式、配筋疏密及 施
工条件的限制。”后增加内容

P41-42
【增加】
水工混凝土粗集料的级配分为四种，常用四级配，即

包含 5〜20mm、 20〜40mm、40〜80mm、80〜120
(或 150 ) mm 全部四级集料的混凝土。三级配混凝土
指仅包含较小的三级集料的混凝土，二级配指仅包含
较小二级集料的混凝土。一级配混凝土指仅包含最小
一级集料的混凝土。
变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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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

P61

施工导流可划分为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方式和分
期围堰导流方式，按泄水建筑物型式可分为：明渠导
流、隧洞导流、涵管导流以及施工过程中的坝体底孔
导流、缺口导流和不同泄水建筑物的组合导流施工导
流方式应经过全面比较后选定。

【修改】
施工导流总体上划分为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和分
期围堰导流。与之配合的泄水方式分为：明渠导流、
隧洞导流、涵管导流、底孔导流、淹没基坑法导流以
及施下过程中的坝体缺口导流和不同泄水方式的组
合导流等：

变化 3
P61

P61

分期围堰法导流，即分期束窄河床修建围堰，保护主
体建筑物干地施工。

【修改】
分期围堰法导流又称为分段围堰法，即用围堰将要施
工的永久建筑物分段分期维护起来，便于干地施工。
所谓分段，就是在空间上用围堰将永久建筑物分为若
干段进行施工。所谓分期，就是在时间上将导流分为
若干时段。

变化 4
P61

P61

根据不同时期泄水道的特点，分期导流方式又包括束
窄河床导流和通过已建或在建的永久建筑物导流。

【修改】
分期围堰法导流，前期利用被束窄河床导流，后期利
用已建或在建的永久建筑物导流。

变化 5
P62
二、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

P62
【增加】
二、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
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又称为全段围堰法导流
变化 6

P62

P62

二、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

【增加】
二、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
当在湖泊出口处修建水工建筑物时，有可能只修筑上
游围堰。在坡降较陡的山区河道上修建水工建筑物，
当泄水建筑物出口的水位低于基坑处的河床高程时，
不需修建下游围堰。
变化 7

P62

P62

二、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
根据施工期挡、泄水建筑物的不同，一次拦断河床围
堰导流程序可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导流三个阶段：
(1)初期导流为围堰挡水阶段，水流由导流泄水建筑物
下泄。

【调整】
顺序调整，不影响实质内容
根据施工期挡、泄水建筑物的不同，一次拦断河床围
堰导流程序可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导流三个阶段：
(1)初期导流为围堰挡水阶段，水流由导流泄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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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下泄。
(2)中期导流为坝体临时挡水阶段，坝体填筑高度超
过围堰堰顶高程，洪水由导流 泄水建筑物下泄，坝
体满足安全度汛条件。
(3)后期导流为坝体挡水阶段导流泄水建筑物下闸封
堵，水库开始蓄水，永久泄水 建筑物尚未具备设计
泄流能力。

变化 8
P62
二、一次拦断河床围堰导流
内容后增加

P62
【增加】
三、辅助导流方式
在采用上述导流方式时，往往需要选择合适的泄水方
式配合水流控制，称为辅助导流方式。主要方式有：
变化 9

P62
3.涵管导流
后增加内容

P63
【增加】
4.淹没基坑法导流
淹没基坑法导流，指洪水来临时围堰过水，基坑被淹，
待洪水退落围堰又挡水时，工程复工。当基坑淹没引
起的停工时间可以接受，河道泥沙含量不大时，可以
考虑。
5.底孔导流
底孔导流，指在混凝土坝体内修建临时性或永久性底
孔，导流时部分或全部导流流量通过底孔下泄。在分
段分期施工混凝土坝时，可以考虑。
6.坝体缺口导流
坝体缺口导流，指其他导流建筑物不足以下泄全部流
量时，利用未建成混凝土坝体上的预留缺口下泄流
量。
变化 10

P63
一、围堰的类型
增加

P63
【增加】
围堰按其所使用的材料型式可分为土石围堰、混凝土
围堰、钢板桩围堰、草土围堰、袋装土围堰等。
变化 11

P63
不同围堰形式应符合以下要求：

P63
【删除】
不同围堰形式应符合以下要求：（1）、（2）、（3）、
（5）、（6）包含内容
变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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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

P64

“（4）装配式钢板桩格型围堰适用于在岩石地基或
混凝土基座上建造，其最大挡水水头不宜大于 30m；
打入式钢板粧围堰适用于细砂砾石层地基，其最大挡
水水头不宜大于 20m”

【调整】
顺序调整不影响实质内容。
将“（4）装配式钢板桩格型围堰适用于在岩石地基
或混凝土基座上建造，其最大挡水水头不宜大于
30m；打入式钢板粧围堰适用于细砂砾石层地基，其
最大挡水水头不宜大于 20m”调整到“3.钢板桩格形
围堰”

变化 13
P64

P65

3.钢板桩格形围堰
内容后增加

【增加】
4.草土围堰
草土围堰是指先铺一层草捆，然后铺一层土的草与土
混合结构，断面一般为矩形或边坡较陡的梯形。
5.袋装土围堰
袋装土围堰是指用土工合成材料编织成一定规格的
袋子，用泥浆泵充填沙性土，垒砌后经泌水密实成型
的土方工程。在河堤的抢险、围海工程中也较常使用。
变化 14
P65-66

P65-66

三、围堰施工
全部内容进行修改

【修改】
三、围堰施工
全部内容进行修改
1.围堰体施工
2.围堰的防渗、接头和防冲
3.围堰体拆除
变化 15
P69

P70

截流是指在导流泄水建筑物接近完工时，即以进占方
式向两岸或一岸建筑戗堤

【修改】
截流是指在导流泄水建筑物接近完工时，即以进占方
式向两岸或一岸建筑截流戗堤

变化 16
P70

P70

在“截流过程包括截流戗堤的进占形成龙口、龙口范
围的加同、合龙和闭气等工作。”
内容后增加

【增加】
截流戗堤一般与围堰结合，因此，截流实际上是修筑
横向围堰的一部分。在水中修筑戗堤的工作称为进
占；截流戗堤将河床束窄到一定宽度时，就形成流速
较大的龙口，封堵龙口的工作称为合龙；合龙后截流
戗堤虽然已经高出水面，但堤身依然漏水，需在迎水
面设置防渗设施，这项工作称为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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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流方式有抛投块料截流、爆破截流、下闸截流等截
流方式应综合分析水力学参数、施工条件和截流难
度、拋投材料数量和性质、拋投强度等因素，进行技
术经济比较后选择。
变化 17
P70

P70

删除“截流方案应综合分析…至后立堵截流方案。”
内容

【删除】

变化 18
P70

P71

“截流落差不超过 4m 时”前面增加

【增加】
“立堵截流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单戗立堵截流、双戗立
堵截流和多戗立堵截流。”
变化 19

P72

P72

“五、截流材料数量的确定”后面增加

【增加】
六、截流时间和截流流量的选择
整段内容
变化 20

P79

P79

3. 洞室爆破
洞室爆破是指在专门设计开挖的洞室或巷道内装药
爆破的一种方法。

【修改】
3.洞室爆破
洞室爆破又称为大爆破，是指在专门设计开挖的洞室
内装药爆破的一种方法。洞室用平洞或竖井相连，装
药后将平洞或竖井堵塞，可以进一步分为松动爆破、
拋掷爆破和定向爆破。

变化 21
P79

P79

4.预裂爆破法
预裂爆破是沿设计开挖轮廓钻一排预裂炮孔，在开挖
区未爆之前先行爆破，从而获得一条预裂缝，利用这
条预裂缝，在开挖区爆破时切断爆区裂缝向保留岩体
发展，防止或减弱爆破震动向开挖轮廓以外岩体的传
播，达到保护保留岩体或邻近建筑物免受爆破破坏的
目的。

【修改】
4.预裂爆破法
预裂爆破是沿设计开挖轮廓线钻一排预裂炮孔，在主
体开挖部位未爆破之前先行爆 破，从而获得一条沿
设计开挖轮廓线贯穿的裂缝，再在该裂缝的屏蔽下，
进行主体幵挖部 位的爆破，防止或减弱爆破震动向
开挖轮廓以外岩体的传播。

变化 22
P79
5.光面爆破法
光面爆破是利用布置在设计开挖轮廓线上的光面爆
破炮孔，将作为围岩保护层的"光爆层"爆除，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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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主体开挖部位的爆破，然后爆破设计开挖轮廓
线上的光面爆破炮孔，将作为围岩保护层的“光爆层”
爆除，从而获得一个平整的幵挖壁面。
对于坝基和边坡开挖，预裂爆破和光面爆破的开挖效
果差不多。地下洞室开挖选择光面爆破较多对于高地
应力区的地下洞室和强约束力条件下的岩体开挖，光
面爆破的效果更好。
变化 23

P85

P85

二、土料压实标准
(1)土石坝的士料压实标准是根据水工设计要求和土
料的物理力学特性提出来的，对于知性土用干密度ρ
d 控制，对于非站性土以相对密度 Dr 控制 控制标准
随建筑物的等级不同而不同。
(2)在现场用相对密度来控制施工质量不太方便，通
常将相对密度 Dr 转换成对应的干密度来控制

【修改】
二、土料压实标准
(1) 土石坝的土石料压实标准是根据水工设计要求
和土石料的物理力学特性提出来的，对于黏性土用干
密度ρd 和施工含水量控制，对于非黏性土以相对密
Dr 度控制，对于石渣和堆石体可以用孔隙率作为压
实指标。控制标准随建筑物的等级不同而不同。
(2)在现场用相对密度来控制施工质量不太方便，通
常将相对密度 Dr 转换成对应的干密度ρd 来控制。
(3)土料颗粒越细，孔隙比就越大，就越不易压实，
所以黏性土的干密度低于非黏性土的干密度：颗粒不
均匀的砂砾料，比颗粒均匀的砂砾料的干密度要大。

变化 24
P86

P86

对非黏性土料的试验， 只需作铺土厚度遍数和干密
度的关系曲线，据此便可得不同铺土厚度对 压实遍
数，根据试验结果选择现场施工的压实参数。

【修改】
非黏性土不存在最优含水量，含水量不作专门控制，
这是非黏性土与黏性土压实特性的根本区别，故对非
黏性土料的试验，只需作铺土厚度、压实遍数和干密
度的关系曲线，据此便可得到与不同铺土厚度对应的
压实遍数，最后再分别计算单位压实遍数的压实厚
度，以单位压实遍数的压实厚度最大者为最经济合理
的方案。

变化 25
P88

P88

5 )接头处理
(3)对于坝身与混凝土结构物(如涵管、刺墙等)的连接，
靠近混凝土结构物部位不能采用大型机械压实时，可
采用小型机械夯或人工夯实填土碾压时，要注意混凝
土结构物两侧均衡填料压实，以免对其产生过大的侧
向压力，影响其安全。

【修改】
5)结合部位处理
(3)对于坝身与混凝土结构物（如涵管、刺墙等）的
连接部位，填土前，先将结合面的污物冲洗干净，在
结合面上洒水湿润，涂刷一层厚约 5mm 的浓黏性浆、
水泥黏性浆或水泥砂浆，要边涂刷、边铺土、边碾压，
涂刷高度与铺土厚度一致。靠近混凝土结构物两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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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 0.5m 范围内填土，不能采用大型机械压实时，
可采用小型机械夯实或人工夯实。要注意混凝土结构
物两侧均衡填料压实，以免对其产生过大的侧向压
力。
变化 26
P88
5 )接头处理
增加

P88-89
【增加】
5)结合部位处理
(4)坝基结合面。对于基础部位的填土，宜采用薄层、
轻碾的方法。对于黏性土、 砾质土坝基，应将其表
层含水量调节至施工含水量的上限范围，用与防渗体
土料相同的碾压参数压实，然后刨毛 3〜5cm，再铺
土压实。非黏性土地基应先压实，再铺第一层土料，
其含水量为施工含水量的上限，采用轻型机械压实，
压实干密度可略低于设计值。对于岩基，应先把局部
凹凸不平的岩石进行整平，封闭岩石表面节理、裂隙，
防止渗水冲蚀防渗体。若岩基干燥可适当洒水，并使
用含水量略高的土料。无论何种坝基，只有填筑厚 度
达到 2m 以上时，才可以使用重型压实机械。
变化 27

P93
负温下施工应增加以下检查项目：
(1)填筑面防冻措施
(2)坝基已压实土层冻结现象
(3)填筑面上的冰雪清除情况
(4)气温、土温、风速等观测资料
(5)春季应复查冻结深度以内的填土层质量

P93
【修改】
当日平均气温低于 0℃时，黏性土料应按低温季节进
行施工管理。当日平均气温低于-10℃时，不宜填筑
土料。
负温施工注意以下： (1)黏性土含水量略低于塑性，
防渗体土料含水量不大于塑性的 90%。压实土料温度
应在-1℃以上。宜采用重型碾压机械。坝体分段结合
处不得存在冻土层、冰块。
(2) 砂砾料的含水量应小于 4%，不得加水。填筑时
应基本保持正温，冻料含量控制在 10%以下，冻块粒
径不超 10cm，且均匀分布。
(3)当日最低气温低于-10℃时，可以采用搭建暖棚进
行施工。
变化 28

P93
一、模板的作用
增加内容

P93
【增加】
水工建筑物混凝土施工流程如图 2F313041-1 所示。

环球网校移动课堂 APP

环球网校 侵权必究

咨询热线：400-678-3456

免费订阅考试提醒

免费约直播领资料

变化 29
P98

P99

四、钢筋加工
钢筋的加工包括清污除锈、调直、下料剪切、接头加
工、弯折及钢筋连接等内容。

【增加】
四、钢筋加工
钢筋的加工包括清污除锈、调直、下料剪切、接头加
工及弯折、钢筋连接等工序。钢筋按其直径大小分为
两类，直径大于 12mm 呈棒状的叫重筋，等于或小
于 12mm 卷成盘条的叫轻筋。加工工艺有所不同，
如图 2F31304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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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30
P101

P102

三、混凝土的运输设备
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应尽量缩短运输时间和转运次
数。后面增加

【增加】
转运时，混凝土自由跌落高度不大于 2m，否则，应
加设缓降器（料槽等）以防止混凝土集料分离。

变化 31
P101

P102

四、混凝土运输方案
后面增加内容

【增加】
混凝土运输过程包括水平和垂直运输：从混凝土出机
口到浇筑仓前，主要是水平运输，从浇筑仓前到仓内
主要是垂直运输。
变化 32
P103

P104

4.混凝土检查与养护
对于已经拆模的混凝土表面，应用草垫等覆盖。

【修改】
对于已经拆模的混凝土表面，应用草垫、锯末或保温
板等覆盖，也可以采用化学防护膜进行养护。
变化 33

P106

P107

2.碾压施工的要求
后面增加

【增加】
2.碾压施工的要求
在摊铺碾压混凝土前，通常先在建基面铺一层常态混
凝土垫层进行找平，厚度一般 1.0〜2.0m，在常态混
凝土中可以布置灌浆廊道和排水廊道由于垫层混凝
土收到岩基约束力影响，极易开裂，故尽可能减薄。
碾压混凝土应采用大仓面薄层（厚度一般为 30mm)
连续浇筑铺。
变化 34
P106

P107

2.碾压施工的要求
碾压混凝土铺筑层应以固定方向逐条带铺筑。前面增
加内容

【增加】
2.碾压施工的要求
碾压混凝土仓面常用推土机摊铺找平，宜平行坝轴线
方向摊铺。

变化 35
P107

P108

2.碾压施工的要求
施工缝及冷缝必须进行缝面处理……本段内容中“先
铺垫层拌合物”需要增加内容

【增加】
2.碾压施工的要求
先铺垫层拌合物（1〜1.5cm 砂浆或水泥浆）。

变化 36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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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碾压施工的要求
对于连续碾压的临时施工层面（混凝土未初凝），可
以不作处理，但在全断面碾压混凝土坝上游面防渗
区，应当铺砂浆或水泥浆，防止层面漏水。

变化 37
P124
2F313062 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安全技术
前面增加

P125
【增加】
五、施工通风，散烟及除尘
整个内容
变化 38

P127
3.脚手架
⑤且连墙杆的竖向间距应≤4m
⑥扣件式钢管排架应≥1.0m

P128
【修改】
3.脚手架
⑤且连墙杆的竖向间距应不大于 4m
⑥扣件式钢管排架应不小于 1.0m
变化 39

P133
5)建设实施阶段
前面增加内容

P134
【增加】
初步设计文件报批前，一般须由项目法人对初步设计
中的重大问题组织论证。设计单位根据论证意见，对
初步设计文件进行补充、修改、优化。初步设计由项
目法人组织审查后，按国家现行规定权限向主管部门
申报审批。
变化 40

P174
表 2F320032 是工程项目总价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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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表 2F320032-1〜表 2F320032-3 是工程项目报价表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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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41
P179

P181

2F320041 施工招标投标管理要求
为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管理……
整段内容全部修改

【修改】
2F320041 施工招标投标管理要求
2001 年，为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
管理……上述制度构成现行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
标投标管理的基本体系。整个内容。

变化 42
P179-180

P182-186

—、施工招标的主要管理要求
整个内容全部修改

【修改】
—、施工招标的主要管理要求
1.必须招标的规模和标准
2.招标投标市场环境
3.电子招标的要求
变化 43

P186-187
4. 信誉
整个内容进行修改

P191-192
【修改】
4.信誉
根据《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
理办法的通知》（水建设 [2019] 307 号），信用等
级分为 AAA (信用很好）、AA (信用良好）、A (信
用较好）、B (信用一般）和 C (信用较差）三等五
级。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等级有效期为 3 年被列入
“黑名单”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实行一票否
决制，取消其信用等级。在“黑名单”公开期限内，
不受理其信用评价申请。
根据《水利部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水利建设市
场正常秩序的实施意见》……等内容
变化 44

P187
5.项目经理资格
项目经理应当由本单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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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应由注册于本单位（须提供社会保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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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符合《关于印发〈注册建
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的通知》（建市
[2007]171 号）要求的注册建造师担任。拟任注册建
造师不得有在建工程，有一定数量已通过合同工程完
工验收的类似工程业绩，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B 类），在“信用中国”及各有关部门网站
中经查询没有因行贿、严重违法失信被限制投标或从
业等惩戒行为等。

变化 45
P211
2F320057 施工分包的要求
前面增加内容

P216-217
【增加】
四、价格调整
1.采用造价信息调整价格差额
整个内容。如：

2.公式法
整个内容。
如：

变化 46
P222
三、质量事故处理原则及职责划分
增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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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8
【增加】
事故调查分析处理程序如图 2F3200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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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47
P263
三、监督检查的组织形式
根据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导则的通知》(水安监[2011] 475 号)，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组织与实施形式
是：
整个内容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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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9
【修改】
三、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问题追究
有关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问题认定和
责任追究等，执行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检查办法），
主要内容有以下：
(1)安全生产管理是指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
质量检测等参建单位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
准和设计文件开展安全策划、安全预防、安全治理、
安全改善、安全保障等工作
(2) 检查办法所称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问题，是指
安全生产管理违规行为。水利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分
类、报告、调查、处理、处罚等工作按照《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执行：
(3) 安全生产管理违规行为是指水利工程建设参建
单位及其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设
计文件和合同要求的各类行为:安全生产管理违规行
为分为一般安全生产管理违规行为、较重安全生产管
理违规行为、严重安全生产管理违规行为。检查办法
附有相关认定标准
(4) 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方式与水利工程建设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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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问题追究方式一致。
变化 48
P328
一、《防洪法》的有关要求
国家防汛指挥机构即目前的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由国务院副总理任总指挥，国务委员、水利部、应急
部、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负责人任副总指挥，水利部
副部长任秘书长，国务院所属有关部门的领导任指挥
部成员。

P334

P336

P342

【修改】
一、《防洪法》的有关要求
国家防汛指挥机构即目前的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由国务院国务委员任总指挥长，应急管理部部长、水
利部部长、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负责人任副总指挥
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任秘书长，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所属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任副秘
书长。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
部，承担总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应急管理
部防汛抗旱司司长担任。
变化 49

2F332011 水利工程建设标准休系框架
前面增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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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2020 年版）与
2016 年版篇章框架相同，汇录了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有效水利工程建设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共涉
及 94 项水利工程建设标准、557 条强制性条文。在
执行强制性条文的过程中，应注意将强制性条义与所
摘录标准结合使用，加强理解，防止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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