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工程建设企业人才建设线上培训课程列表

一、项目管理

（一）房建工程管理实践培训班

（二）铁路工程施工技术与施工现场管理培训班

（三）道桥工程施工技术与施工现场管理培训班

二、质量提升

机电安装工程技术及质量管理培训班

三、施工技术

（一）土建工程师技能实践培训班

（二）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培训班

（三）土木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培训班

四、安全生产

建筑企业安全生产大讲堂

五、风险管控

企业投融资风险化解与工程债权危机应对专题培训班



项目管理（一）

房建工程管理实践培训班

课程表

（共 28 课时）

一、建筑结构施工图识图、读图解析

（一）建筑设计图的审查依据与要点

（二）建筑平立剖面图、结构布置平面图的读图要点和

注意事项

（三）结合施工读图要点分析建筑节点详图和构件详图

（四）结合现场施工要点讲解结构设计说明图和结构节

点图识图

二、施工技术与现场管理

（一）脚手架工程

1.落地式脚手架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

2.悬挑脚手架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

3.卸料平台制作及使用管理

（二）防水工程

1.房建工程防水问题现状与策略

2.典型案例解析

3.地下工程防水设计与施工

（三）钢筋工程



1.平法图集介绍和钢筋施工组织管理

2.钢筋工程施工质量预控

3.钢筋施工质量过程控制

4.钢筋施工质量问题及防范措施

（四）混凝土工程

1.混凝土工程的施工策划与实施

2.混凝土工程的施工工艺流程和主要控制程序

3.混凝土工程的施工质量问题及防范措施

（五）模板工程

1.常用模板类型及施工策划

2.模板施工的质量控制要点

3.模板施工工艺与安装管理要点

（六）砌筑工程

1.砌体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2.砌体质量控制及施工工艺流程

3.砌体施工中常见的质量问题及防范措施



项目管理（二）

铁路工程施工技术与施工现场管理培训班

课程表

（共 71 课时）

一、隧道工程施工技术与现场管理

（一）超前地质预报

（二）洞内外的观察与应对

（三）监控量测的辅助与接受应对

（四）隧道分类及围岩分级

（五）全断面法爆破开挖

（六）台阶法开挖的管理

（七）中隔壁法开挖的管理

（八）双侧壁导坑法开挖的管理

（九）洞口大管棚超前施作

（十）洞内管棚超前施作

（十一）超前小导管的施作

（十二）三类常用隧道锚杆的施作

（十三）制、立、连钢架支护施作的全程控制

（十四）制、铺、连钢筋网支护施作的全程控制

（十五）准备—作业—检验三步控制喷砼施工

（十六）仰拱、填充、二衬模板的组成制作



（十七）布筋、立模、浇砼仰拱施工三步走

（十八）拱墙施工常见质量问题及防治

（十九）仰拱填充的正确施作

（二十）布筋、台车定位、逐窗浇筑拱墙施工三步走

（二十一）隧道防水层防水

（二十二）施工缝、变形缝防水

（二十三）隧道排水沟系统

（二十四）隧道排水排水管引流连接

（二十五）施工日志规范填写

（二十六）检验批规范填写

（二十七）技术交底编制及管理

（二十八）物资材料计划的提报

（二十九）如何规避材料超耗造成项目亏损

（三十）现场收方原则及技巧

二、路基工程施工技术与现场管理

（一）路基施的原地面处理

（二）浅层地基换填垫层冲击（振动）碾压处理

（三）排水固结

1．排水通道的设置施作

2．堆载预压与真空预压

（四）地基处理

1．复合地基散体材料桩



2．灰土（水泥土）挤密性

3．旋喷桩

4．搅拌桩

（五）路基合格填料的必经两步

（六）路基的组成与分层构造

（七）路堤工程

1．填筑、平整、碾压

2．路堤报验试验控制

3．填筑问题的预防加处理

4．路堤的季节性施工与排水保护

（八）路堑工程

1．路堑开挖的核心把控

2．降土开挖

（九）路基的应变过渡

三、桥梁工程施工技术与现场管理

（一）明挖基础

1．基坑的开挖与防护

2．钢筋绑扎、砼浇筑、基坑回填

3．三种方法解决开挖地下水

（二）钻孔灌注桩

1．桩基施工前的三项准备

2．成孔质量控制



3．钢筋笼的加工质量与吊装安全的管控

4．混凝土的浇筑.

5．钻孔灌注桩桩基检测

（三）沉入桩的预制加工

（四）预制桩的四种打入方式

（五）桥墩钢筋的预制绑扎

1．普通桥墩的模板施工

2．高墩的分节环施工

（六）混泥土的浇筑与养护

（七）连续梁施工

1．梁式支架、满堂支架、模板安装与支架预压施工

2．钢筋工程的正确施作

3．连续梁混凝土质量的关键控制

4．悬臂浇筑的拆除与防护

5．悬臂浇筑挂篮的使用

6．悬臂浇筑挂篮的组成及结构

7．连续梁预应力的施作产生

（八）地基处理

1．地基的动力固结

2．柱锤冲扩桩



项目管理（三）

道桥工程施工技术与施工现场管理培训班

课程表

（共 55 课时）

一、水泥基层施工技术

（一）混合料组成设计

（二）土路拌法施工

（三）土基层集中厂拌法施工

（四）级配碎石基层施工

二、沥青路面施工技术

（一）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材料

（二）热拌沥青混合料路面施工

（三）沥青表面处治与封层施工

（四）沥青贯入式路面施工

（五）冷拌沥青混合料路面施工

（六）其他沥青铺装工程施工

（七）粘层、透层

（八）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

三、水泥路面施工技术

（一）水泥混凝土路面原材料要求及配合比设计

（二）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准备工作



（三）水泥混凝土的搅拌与运输

（四）水泥混凝土路面滑膜摊铺机施工

（五）钢筋混凝土面层的铺筑工艺

（六）其它混凝土面层的铺筑工艺

（七）三辊轴机组与小型机具施工

（八）面层接缝、抗滑构造施工及养生

（九）混凝土特殊天气条件施工

（十）施工质量标准与控制

四、稳定土基层质量问题与防治措施

（一）石灰稳定土基层质量问题与防治措施

（二）石灰工业废渣稳定土基层的质量问题与防治措施

（三）水泥稳定粒料或水泥稳定土基层的质量问题与防

治措施

五、混凝土路面质量问题与防治措施

（一）水泥混凝土拌合物和易性不良质量问题与防治措

施

（二）水泥混凝土路面出现早期断板质量问题及防治措

施

（三）水泥混凝土表面出现其他质量缺陷

（四）使用混凝土外加剂不当引起的质量缺陷

（五）水泥混凝土路面在使用期内出现的开裂断板

（六）水泥混凝土路面平整度达不到设计要求



（七）除冰撒盐引起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剥蚀与冻裂

（八）水泥混凝土路面与桥头结合部位出现的质量问题

（九）水泥混凝土路面与沥青混凝土路面结合部位出现

的质量问题

（十）滑模摊铺水泥混凝土路面时易出现的质量问题

（十一）水泥混凝土路面存在的质量问题

（十二）因排水设计不当而造成的质量问题

（十三）水泥混凝土新旧路面结合部位的质量问题

（十四）水泥混凝土路面在胀缝处的质量问题

六、沥青砼路面质量问题与防治措施

（一）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质量问题与防治措施

（二）沥青路面出现纵向裂缝和横向裂缝

（三）沥青路面产生反射裂缝质量问题

（四）沥青路面出现车辙、拥包、搓板质量问题

（五）沥青混合料在拌和过程中的质量缺陷

（六）沥青混合料在摊铺中发生离析

（七）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压实度不合格

（八）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平整度不合格

（九）沥青混合料的黏结力不满足

（十）沥青混凝土路面出现水损害质量问题

（十一）沥青混凝土路面出现唧浆质量问题

（十二）沥青混凝土路面受到污染问题



（十三）沥青路面的早期破坏质量通病

（十四）沥青路面出现油皮、块状裂缝及龟裂质量问题

（十五）沥青混凝土路面抗滑性能不满足要求



质量提升

机电安装工程技术及质量管理培训班

课程表

（共 20 课时）

一、解读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标准和创优策划

（一）解读《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

1-2019）；

（二）解读《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2011）、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实

施要点分析；

（三）设备安装工程创优要点。

主讲人：史新华 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50738-2011）副主编，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标准》（GB50411-2019）主要起草人，国家标准《通

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主要审

查人。

二、设备安装工程质量策划与实施

（一）设计引领策划先行；

（二）策划的依据和原则；

（三）重点关注部分和施工工序。

主讲人：张广志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三、电气安装工程精品策划与实施

（一）电气安装精品工程策划的原则、类别与主要依据；

（二）解析《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

3-2015）重要分项工程的创优实施案例。

（三）主讲人：安红印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质量总监、正高级工程师，全国设计专家委员

会委员。

四、新技术应用（BIM 技术）

机电装配式一体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讲人：刘保石 中国安装协会 BIM 技术专家。

五、企业案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安装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创优及质量

控制要点。



施工技术（一）

土建工程师技能实践培训班

课程表

（共 65 课时）

一、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二、施工流程

三、全过程施工技术质量管理

四、全过程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

（一）防水施工

（二）刚性防水施工

（三）文明施工

（四）混凝土施工

（五）模板

（六）钢筋

五、施工全过程

（一）基础与结构施工钢筋连接

（二）基础与结构施工混凝土

六、施工全过程-装修

（一）砌筑

（二）砌筑施工

（三）安全文明施工

（四）装修包含内容



（五）抹灰施工

（六）饰面板砖施工

（七）镶贴法

（八）吊顶

（九）门窗安装

（十）玻璃幕墙

（十一）节能保温

（十二）壁纸

（十三）涂饰工程

（十四）护栏

七、施工全过程-机电安装

（一）电缆敷设

（二）电缆敷设工艺

（三）电缆架空工艺

（四）防火封堵

八、施工全过程-竣工

九、施工全过程经验做法

（一）土方防水

（二）防水施工

（三）钢筋施工

（四）混凝土施工

（五）模板与砌筑施工



（六）模板与屋面施工

（七）卫生间防水施工

（八）文明施工



施工技术（二）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培训班

课程表

（共 94 课时）

一、土方工程

（一）土方概述性质

（二）土方的性质

（三）土方量计算与土方平衡（一）

（四）土方量计算与土方平衡（二）

（五）土方的挖填与压实（一）

（六）土方的挖填与压实（二）

（七）土方的挖填与压实（三）

（八）土方边坡与支护（一）

（九）土方边坡与支护（一）

（十）土方边坡与支护（二）

（十一）土方边坡与支护（三）

（十二）土方边坡与支护（四）

（十三）土方边坡与支护（五）

（十四）基坑支护

（十五）基坑降水（一）

（十六）基坑降水（二）

二、基础工程



（一）地基与基础工程概述

（二）地基处理概念

（三）地基处理施工

（四）预制桩基础施工

（五）灌注桩基础施工（一）

（六）灌注桩基础施工（二）

三、砌体工程施工

（一）砌体工程材料

（二）砌体工程施工（一）

（三）砌体工程施工（二）

四、脚手架、模板、垂直运输设备

（一）模架与垂直运输设备概述

（二）脚手架工程施工

（三）模板工程施工

（四）模板设计

（五）模板工程施工

（六）模板工程施工

（七）垂直运输设备

五、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

（一）钢筋种类

（二）钢筋下料-识图

（三）钢筋构造（一）

（四）钢筋构造（二）



（五）钢筋下料

（六）钢筋下料计算例题（一）

（七）钢筋下料计算例题（二）

（八）钢筋加工

（九）钢筋焊接常用方法

（十）钢筋连接

（十一）混凝土原材料（一）

（十二）混凝土原材料（二）

（十三）混凝土制备与运输

（十四）混凝土成型（一）

（十五）混凝土成型（二）

（十六）混凝土质量

（十七）先张法

（十八）后张法

（十九）大体积混凝土

（二十）水下混凝土及钢管混凝土

六、装配式结构

（一）节吊装机械

（二）民用装配式建筑施工（一）

（三）民用装配式建筑施工（二）

（四）单厂吊装（一）

（五）单厂吊装（二）

七、钢结构与大跨结构



（一）钢结构单层厂房安装之钢柱的安装

（二）钢结构单层厂房安装之钢吊车梁的安装

（三）多层、高层钢结构安装之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四）多层、高层钢结构安装之钢柱和钢梁的安装

八、防水工程施工

（一）屋面防水

（二）地下防水

（三）外墙防水工程

（四）室内防水工程

九、建筑装饰与节能工程施工

（一）建筑装饰装修与节能

（二）抹灰工程

（三）外墙外保温墙体

（四）饰面工程

（五）幕墙工程施工

（六）门窗工程

十、地下工程施工

（一）地下工程概述

（二）施工方法的选择

（三）明挖和盖挖法

（四）矿山法（一）

（五）矿山法（二）

（六）盾构机的种类与结构



（七）盾构法施工流程

十一、路桥工程

（一）梁桥高空架设法

（二）顶推施工法

（三）路拌法路面基层施工

（四）热拌沥青混合料路面施工

十二、轨道交通工程

（一）整体道床施工

（二）弹性整体道床施工

（三）浮置板轨道施工

十三、 施工技术虚拟仿真视频 VR

（一）制作 VR 教学视频

（二）施工技术-独立基础

（三）施工技术-钢筋校核

（四）施工技术-基础承台施工流程

（五）施工技术-框架柱

（六）施工技术-坡型独立基础

（七）施工技术-首层地面

（八）施工技术-条形基础



施工技术（三）

土木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培训班

课程表

（共 65 课时）

一、施工组织

（一）施工组织概论

（二）施工组织的来世今生

（三）数字化施工组织设计

二、 流水施工组织

（一）流水参数计算（一）

（二）流水参数计算（二）

（三）流水组织方式（一）

（四）流水组织方式（二）

三、网络计划

（一）网络计划概述

（二）双代号网络图绘制

（三）双代号网络图时间参数计算

（四）时标网络计划

（五）单代号网络计划

（六）搭接网络计划

（七）网络优化



（八）网络计划检查与调整

四、施工准备

（一）施工准备概述

（二）施工现场暂设工程（一）

（三）施工现场暂设工程（二）

（四）施工现场暂设工程（三）

（五）施工现场暂设工程（四）

五、施工组织总设计

（一）施工组织总设计概述（一）

（二）施工组织总设计概述（二）

（三）施工部署

（四）施工计划、准备

（五）施工总平面布置图

1．场外道路的引入

2．仓库与材料堆场、加工厂搅拌站、场内现场临时道

路的布置

3．临时设施、临时用电、临时用水的布置

4．消防安保及文明施工

六、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七、施工方案

（一）施工方案的概念、施工安排

（二）施工方法、施工机具的选择



（三）施工技术经济评价

（四）案例分享

八、管理计划

（一）进度管理计划

（二）质量管理计划

（三）安全管理计划

（四）其他管理计划

九、 绿色施工

（一）绿色施工概念

（二）绿色施工总体框架及绿色施工要点

（三）建筑工程绿色评价

（四）建筑工程绿色评价

十、revit 软件

（一）revit 软件简介

（二）revit 基本操作

（三）主体结构模型

（四）独立基础的绘制

（五）建筑模型

（六）楼梯扶手

十一、BIM-FILM 制作施工工艺 VR

十二、BIM 应用实践案例



安全生产

建筑企业安全生产大讲堂

课程表

（共 26 课时）

一、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一）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二）解读新《安全生产法》的主要修正条款；

（三）解读新《安全生产法》的立法追溯和修订过程、思

路、方向等。

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

（一）解读《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JGJ46-

2022）；

（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管理。

三、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

（一）基本概念和术语、消防安全基本规定；

（二）消防管理与火灾预防、法律责任。

四、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

（一）安全管理、生活区办公区；

（二）绿色施工、脚手架、模板支撑体系、安全防护设施、

临时用电、塔式起重机及起重吊装、机械安全、消防保卫等。

五、解读《刑法》中涉及安全生产的条款



（一）解读安全生产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修正

案（十一）的法律解释；

（二）解读《刑法》中相关法律条款。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生产安全案件问题的解释、危害生产安全典型事故案例分

析

七、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一）双重预防机制构建背景；

（二）基本概念；

（三）构建双重预防机制。

八、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与预案编制

（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常见术语、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管理体系、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

（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的四个阶段、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与救援演练。

九、施工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风险管控

企业投融资风险化解与工程债权危机应对

专题培训班课程表

（共 16 课时）

一、基础设施与 PPP 投融资争端解决

（一）以 PPP模式开展的项目招投标前签署的框架协议

的效力认定。

（二）PPP 社会资本方在中标前的资金投入属于投资款

还是借款？

（三）PPP 社会资本招选方式对于 PPP 合同和施工合同

效力的影响。

（四）PPP 项目中施工合同内容与招标文件不一致时的

效力认定。

（五）PPP 项目实际工程量与招标文件工程量存在偏差

时，应如何认定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责任？

（六）PPP 项目中实际施工人向社会资本方索赔工程款，

如何界定政府方责任？

（七）PPP 项目合同约定收费额与实际收费额不一致时

责任由谁承担？

（八）社会资本方未按协议约定期限提交履约保函，政

府方是否有权解除合同？

（九）政府方原因导致 PPP合同提前终止时的补偿范围。



（十）PPP 合同争议解决约定仲裁是否有效？

二、如何用好仲裁机制处理 PPP 项目纠纷

（一）PPP 项目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二）PPP 协议可仲裁性的认定。

（三）仲裁协议主体的识别。

（四）仲裁庭审理范围的确定。

（五）用好 PPP 项目仲裁程序的实务要点。

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合规法律风险防控实务分享

四、疫情影响下施工项目停工索赔争端解决

（一）疫情影响导致工期延误可以顺延工期吗？如何

计算延误的工期天数？

（二）因疫情导致增加的费用应该如何承担？

（三）如何做好疫情索赔证据素材收集？何时提出最

终的索赔报告？

（四）项目履约受疫情影响，发包人恶意申请兑付履约

保函，承包人如何应对？

（五）发包人有破产风险时，承包人的应对。

（六）发包人破产后，承包人的应对。

（七）工程款债权在破产前后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

（八）案例分析-1：认定疫情为不可抗力，支持疫情期

间停工可顺延工期。

（九）案例分析-2：支持疫情停工期间施工单位人工费

用。



五、建企债务重组的适用与实操

六、工程造价难点问题解决思路

七、从施工合同争议的角度看典型工程质量问题的处

理要求

（一）发包人以工程质量缺陷为由对抗工程支付请求。

（二）甲方提前使用的情况下工程质量缺陷为由对抗工

程款支付请求。

（三）竣工验收合格后发包人以工程质量缺陷为由对抗

工程款支付请求。

八、涉工程款纠纷的仲裁实务

（一）涉工程款仲裁案件争议类型。

（二）涉工程款纠纷的典型争议问题。

（三）涉工程款纠纷仲裁的前沿类型。

（四）如何有效做好仲裁案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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