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一建《建筑》教材变动对比表

22 版一建《建筑》整体变化 10%，主要集中在第一章技术部分。
第一章技术部分，变动内容较多。
主要集中在，结构设计与构造小节，“1A412031 结构构造设计要求”全部
变化，更新钢结构通用规范和砌体结构通用规范内容；抗震设计要求内容细部调
整。
建筑工程材料小节，实木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软木地板，分类及应
用部分内容变更；胶合板、人造板、细木板内容变更；压花玻璃、镀膜玻璃、真
空玻璃部分内容变更；普通热轧型钢、冷弯型钢、不锈钢制品、彩色涂层钢板、
彩色压型钢板部分内容新增或变更。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小节，新增基坑专项方案及其内容；“1A415045 钢-混凝
土组合结构工程施工”内容全部变更。装饰装修工程，墙体节能施工部分内容变
化很多，新增几条检验要求。
第二章管理部分，变动较为集中，主要在施工合同管理部分变化近 2 整页页
内容。其余均为零散变化，其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变化，总结如下：
1.P187 重点部位的防火要求，第（5）条发生变化，增加危险物品之间堆放
距离的要求（不得小于 10m）和危险物品与易燃易爆品的堆放距离要求（不得小
于 30m）
2.P188 电气焊场所防火要求，第（2）条新增描述：“距火源的距离不得小
于 10m”
3.P287 施工合同管理，对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件和专用合同条件各部
概念及注意事项描述发生了变化，解释合同文件的有限顺序描述发生改变。
4.总包合同管理删除了原有对合同方式的介绍，新增了有关《总承包管理办
法》市建规[2019]12 号文件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出管
理办法》市建规[2019]1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将近 1 页半内容。

5.分包合同管理 P293 新增《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出管
理办法》市建规[2019]1 号文件有关违法分包认定的 6 条内容。
6.工程量清单计价有关措施项目费的内容中，新增：
“措施项目包括一般措
施项目（见一般措施费项目一览表）
、脚手架工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撑）
、垂

直运输、超高施工增加。”等相关描述。
7.成本控制中全局“挣值法”修改为“赢得（挣）值”
第三章法规部分，实质变化内容不多，更新节能验收规范相关内容。

章节

2022 年教材

2022 年教材内容

页码、行

2021 年教材

2021 年教材内容

页码、行

备注

—、结构的功能要求：
第一章

P12

P12

内容变动

变更

（1）安全性：内容变动
二、两种极限状态
三、杆件的受力形式

二、安全等级与设计工
第一章

P13

作年限：

P13

标题和内容变动

四、材料强度的基本概
念

变更

五、杆件稳定的基本概
念
删除：二、结构设计使

第一章

P14

P14-15

用年限（P14-15）

删除

内容+表格 13-1
P15

表格 13-3，表格下面备
注，不低于 C30

P16

黑标题一：内容重新编
第一章

P17-18

P17-18

排
黑标题二：新增。

不低于 C40

。

第一章

10 种结构体系，10 个黑
标题。

变更

变更

1A412031 结构构造设
计要求全部变更
第一章

P20-25

《钢结构通用规范国家
标准》GB 55006-2021

P22——28

新规
范

《砌体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7-2021
删除“地震的成因有三
第一章

P25

种...属于浅源地震”删
除地震原因及举例的内

P28

删除

P29

变更

P30

变更

P35

删除

容
标题及内容调整：
第一章

P25-26

原“抗震设防”
现“抗震设防分类和设
防标准”
原“抗震构造措施”变

第一章

P26——28

为“抗震体系与设计”
和“抗震措施”

第一章

P33

删除一个注释：

注：2015 年修订后的标
准已取消 32.5 级复合
硅酸盐水泥产品——编
者注。
国家标准规定，硅酸盐
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
的细度以比表面积表
示，其比表面积不小于
第一章

P33

删除比表面积表征细度
的描述

P35

300m/kg；其他四类常用
水泥的细度以筛余表

删除

示，其 80μm 方孔筛筛
余不大于
10%或 45μm 方孔筛筛
余不大于 30%。
袋装水泥每袋净含量为
50kg，且应不少于标志
质量的 99%;
随机抽取 20 袋，总质量
（含包装袋）应不少于
1000kg。包装袋两侧应

。

根据水泥的品种采用不
第一章

P34

删除袋装水泥规格及包
装颜色

P37

同的颜色印刷水泥名称
和强度等级，硅酸盐水

删除

泥
和普通硅酸盐水泥采用
红色，矿渣硅酸盐水泥
采用绿色，火山灰质硅
酸盐水泥、粉煤灰硅
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
水泥采用黑色或蓝色。
根据《实木地板第 1 部
分：技术要求》GB/T
15036.1，其包括气干密
第一章

P53

删除密度描述

P56

度不低于 0.32g/cm³的

删除

针叶树木材和气干密度
不低于 0.50g/cm³的阔
叶树木材制成的地板。

第一章

P53

实木地板分类内容变更

“（1）分类：按形状情

“（1）分类：按表面形

况，可分为榫接实木地

态分为平面实木地板、
非平面实木地板。按表

P56

板、平接实木地板和仿
古实木地板（具有独特

面有无涂饰分为涂饰实

表面结构，包括平面、

木地板、未涂饰实木地

凹凸面、拉丝面等和特

变更

板。按表面涂饰类型分

殊色泽的实木地板）。

为漆饰实木地板、油饰

按表面涂饰情况可分为

实木地板。按加工工艺

未涂饰实木地板和涂饰

分为普通实木地板、仿

实木地板。”

古实木地板。”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分

( 2 ) 分类：按材质分

类变更，现为“
（2）分

为高密度板、中密度板、

类：按地板基材分为高

刨花板为基材的强化木

密度纤维板基材、刨花

地板。

板基材的浸渍纸层压木
第一章

P54

质地板。
按用途分为商用Ⅱ级、

按用途分为公共场所用
P56

磨转数不小于 6000

家用Ⅱ级浸渍纸层压木

转）
。

质地板。

按质量等级分为优等

按产品外观质量等级分

品、一等品、合格品。

为优等品、合格品。
”

P54

(2)分类：第一类以软木

更：

颗粒热压切割的软木层

（2）分类：按表面涂饰

表面涂以清漆或光敏清

方式分为未涂饰软木地

漆耐磨层而制成的地

板、涂饰软木地板、油

板。

饰软木地板。按使用场

第二类是以 PVC 贴面的

所分为商用软木地板、

软木地板。

。

软木地板分类及应用变

家用软木地板。根据理

变更

9000 转）、家庭用（耐

商用Ⅱ级、家用Ⅱ级、

第一章

（耐磨转数不小于

P57

第三类是天然薄木片和

化性能指标，软木地板

软木复合的软木地板。

分为优等品、合格品。

(3 )应用：第一类软木

（3）应用：家用软木地

地板适用于家庭居室，

板适用于家庭居室，商

第二、三类软木地板适

用软木地板适用于商

用于商店、走廊、图书

店、走廊、图书馆等人

馆等人流大的地面铺

流大的地面铺设。

设。

变更

胶合板介绍及分类变更
“（2）分类：按使用环
境分为干燥条件下使用
胶合板、潮湿条件下使
用胶合板、室外条
第一章

P54-55

件下使用胶合板。按表
面加工状况分为未砂光
板、砂光板。
胶合板按成品板面板上
可见的材质缺陷和加工
缺陷的数量和范围分成

P57

变更

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
品三个等级。这三个等
级的面板应砂（刮）光，
有特殊需要的可不砂
（刮）光或两面砂（刮）
光。”
“是以木质纤维或其他
植物纤维为原料，经纤
维制备，施加合成树脂，
第一章

P55

删除中密度纤维板的具
体介绍

P58

在加热加压条件下，压
制成厚度不小于

删除

1.5mm,名义密度范围在
0.65~0.80g/cm3 之间
的板材”
细木工板是利用木材加
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
料，经整形、刨光施胶、

细木工板内容变更：

拼接、贴面而制成的一

“细木工板是指由木条

种人造板材。板芯一般

沿顺纹方向组成板芯，

采用充分干燥的短小木

两面与单板或胶合板组

。

条，板面采用单层薄木

坯胶合而成的一种人造

或胶合板。细木工板不

板。细木工板不仅是一

仅是一种综合利用木材

种综合利用木材的有效

的有效措施，而且这样

措施，而且这样制得的

制得的板材构造均匀、

板材构造均匀、尺寸稳

尺寸稳定、幅面较大、

定、幅面较大、厚度较

厚度较大。除可用作表

大。除可用作表面装饰
第一章

P55

外，也可直接兼作构造
材料。
细木工板按板芯拼接状
况分为胶拼细木工板、
不胶拼细木工板。按表
面加工状况分为单面砂
光细木工板、双面砂光
细木工板、不砂光细木
工板。按层数分为三层
细木工板、五层细木工
板、多层细木工板。按
外观质量分为优等品、
一等品和合格品。”

面装饰外，也可直接兼
P58

作构造材料。
细木工板按照板芯结构
分为实心细木工板与空
心细木工板。实心细木
工板用于面积大、承载
力相对较大的装饰装
修，空心细木工板用于
面积大而承载力小的装
饰装修；按胶粘剂的性
能分为室外用细木工板
与室内用细木工板。按
面板的材质及加工工艺
质量不同，分为优等品、
一等品与合格品三个等
级。

变更

根据国家标准《室内装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的甲
第一章

P55

醛释放限量删除规范名

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
P58

称和识别符号

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

删除

B 18580 规定，限量标
识为 E1

压花玻璃新增
第一章

P56

“采用压延法生产，表
面带有花纹图案，透光

P59

新增

而不透明的平板玻璃。”
夹层玻璃内容变更
“可以是：无色的、本
体着色的或镀膜的。透
第一章

P58

明的、半透明的或不透
明的。退火的、热增强

夹层玻璃的层数有 2 、
P61

3 、5 、7 层，最多可

变更

达9 层

的或钢化的。表面处理
的，如喷砂或酸腐蚀的
等。”
新增
“1.阳光控制镀膜玻璃
阳光控制镀膜玻璃通过
膜层，改变其光学性能，
对波长范围
第一章

P59

300~2500nm 的太阳光

P62

新增

P63

变更

P64

变更

具有选择性反射和吸收
作用。”
“低辐射镀膜玻璃是对
4.5~25μm 红外线有较
高反射比的镀膜玻璃”
第一章

P60-61

第一章

P61

（四）真空玻璃
内容全部变更
“普通热轧型钢”
和“冷
弯型钢”内容变化
“不锈钢制品”内容变
化
“不锈钢指以不锈、耐

第一章

P61

蚀性为主要特性，且铬
含量至少为 10.5%,碳

不锈钢通常定义为含铬
P64

12%以上的具有耐腐蚀

变更

性能的铁基合金。

含量最大不超过 1.2%
的钢”
具体介绍也有变化
第一章

P62

第一章

P62

彩色涂层钢板分类变更
新增“彩色压型钢板”
分类

P65

变更

P65

变更

轻钢龙骨内容变更
第一章

P74

监测的对象和要求内容
变更

P77

变更

P82

新增

新增
“基坑工程施工前，应
编制基坑工程专项施工
方案，其内容应包括：
支护结构、地下水控制、
第一章

P78—79

土方开挖和回填等施工
技术参数，基坑工程施
工工艺流程，基坑工程
施工方法，基坑工程施
工安全技术措施，应急
预案，工程监测要求
等。”
新增基坑监测应符合的

第一章

P83—84

规定，删除基坑监测的

P87

对象

删除“基坑监测的对象
（1）——（5）”

变更

新增安全性要求增加一
句话“模板及支架应根
据施工过程中的各种控
第一章

P102

制工况进行设计，应满
足承载力和刚度的要

P105

新增

P112

新增

P131-133

变更

求，并应保证其整体稳
固性，保证施工中不变
形、不破坏、不倒塌。”
新增“（11）混凝土运
输、输送、浇筑过程中
第一章

P108

严禁加水。混凝土运输、
输送、浇筑过程中散落
的混凝土严禁直接用于
结构浇筑。”
1A415045 钢-混凝土组

第一章

P127-128

合结构工程施工 内容
全部变更
一、二、

第一章

P137

―、抹灰工程分类
下面整段文字变动

P141

（1）水泥：……砂浆的
第一章

P137

拉伸粘结强度、聚合物
砂浆的保水率复验应合

P162 第 4 行

7.幕墙外表面的检查、

下面整段文字变动
（1）水泥：……水泥

P141

的凝结时间和安定性
的复验应合格。

格。
第一章

―、抹灰工程分类

P166

7.幕墙外表面的检查、

清洗、保养与维修工作

清洗作业不得在风力超

不得在 4 级以上风力和

过 5 级和雨（雪）、雾

大雨（雪）天气下进行

天气及气温超过 35℃
或低于 5℃下进行。
5)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

5)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

层施工时，喷嘴与基层

层施工时，喷嘴与施工

的距离宜为 200～

基面的间距应由试验确

400mm；一个作业面应分

定。一个作业面应分遍
第一章

P163

喷涂完成，每遍喷涂厚
度不宜大于 15mm，硬泡

遍喷涂完成，每遍喷涂
P167

厚度不宜大于 20mm；当
日施工作业面应连续施

聚氨酯喷涂后 20min 内

工完成；喷涂后 30min

严禁上人。作业时，应

严 1 禁上人；作业时应

采取防止污染的遮挡措

采取防止污染的遮挡措

施。

施。

4.种植屋面保温层要求

第一章

4.种植屋面保
温层要求
下方一段

删除：

种植屋面又分为覆土类

种植屋面又分为覆土类

种植屋面和无土种植屋

种植屋面和无土种植屋

P168

面两种，覆土类种植屋

面两种，覆土类种植屋

面的土壤厚度一般在

面的土壤厚度一般在

200mm 左右。

删除

。

P163

200mm 左右。
（1）复合板内保温系

（1）保温板外墙内保温

统……铺贴前，宜先在

系统……铺贴前，宜先

基层墙体上做水泥砂浆
第一章

P165（1）

找平层处理，采用以粘
为主，粘、锚结合方式

在基层墙体上做界面处
P169 最后一行

完成后再进行饰面层

面，并应采用嵌缝材料

施工。

封填板缝。

第一章

（2）有机保温板内保温
系统……锚栓穿透隔汽

修改

锚结合方式铺贴。铺贴

将复合板固定于垂直墙

P165-166

理，采用以粘为主，粘、

(2)保温砂浆外墙内保
P170

层处应采取密封措施。

温系统……(4)玻璃棉、
岩棉、……饰面层施工。
(二）
墙体

第一章

P166

(二）墙体节能工程施工

(二）墙体节能工程施工

节能

要点

要点

工程

1.……

施工

2.……

要点

（3）……

3.……

下面 4

（4）……

4.……

条全

（1）……
（2）……

P170

部修
改

6.施工前，保温板材与
基层及各构造层之间的
粘结或连接必须牢固，
保温板材与基层的粘结
强度应做现场拉拔试
验。经拉拔试验合格后，
再进行全面施工。
7.外墙采用“预置保温

P167

板现场浇筑混凝土墙

及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

体”（俗称夹芯层墙体）

或连接必须牢固。保温

时，保温板在施工中容

板材与基层的连接方

易产生移位等问题，所

式、拉伸粘结强度和粘

以要求在浇捣混凝土过

结面积比应符合设计要

程中采取措施，派专人

求。保温板材与基层之

照看，以保证保温板位

间的拉伸粘结强度应进

置准确。

行现场拉拔试验，且不

8.外墙保温板材安装过

得在界面破坏。粘结面
积比应进行剥离检验。

P171

程中应防水、防潮。地
面保温层应尽可能设置

7.各种内、外保温系统

在防水层下，以避免保

都有特定的构造形式和

温层吸水影响保温效

组成（配套）材料，选

果。

用时不得随意更改。尤

9.有防水要求（卫生间、

其不得随意将涂料面层

厨房等）的地面，其节

更改为饰面砖，也不能

能保温做法不得影响地

将 EPS 板随意更改为

面排水坡度，保温层面

。

第一章

6.保温板材与基层之间

XPS(挤塑板）或其他板

层不得渗漏。

材。

10.各种内、外保温系统
都有特定的构造形式和
组成（配套）材料，选
用时不得随意
更改。尤其不得随意将
涂料面层更改为饰面
砖，也不能将 EPS 板随
意更改为 XPS(挤塑板）
或其他板材。

第二章

P171、一、（5）

第二章

P187、四、（5）

第二章

“或授权的技术人员批
准”
“危险物品之间--小于
30m”

P188、（二）、 “距火源的距离不得小
（2）

于 10m”

P175

P192、（5）

新增
“易燃材料仓库---有
关规定执行”

变化

新增

第二章

P287、整页

第二章

P288-289

第二章

P294、2

第二章

P297、第 7 段

第二章

P301、2

第二章

336

“《建设项目---优先解

P292

释顺序”
P288 第 1 段至 P289 第 5
段

P292-293

“《建设工程---分包管

整页

理等”

变化

“工程总承包合同是

大段

----（P-C 等方式。）” 变化

“《建筑工程施工---

新增 6

材料费用的。”

条

“措施项目清单---超

P300、最后一

高施工增加”
“措施项目费：---超高
施工增加费”

段
P304、2

按泵的工作原理则分为

P339

挤压式和活塞式两种。

“通用措施项---选择
列项”
“措施项目费：是--计

描述

量规范”

变化

按泵的工作原理则分为
挤压式和柱塞式两种。
“逐一核对是否有身份

第二章

338

“逐一核对，”

P342

证、劳动合同和岗位技
能证书。”

P372
第三章

表 2014-7 下一
段

删除规范名称“《室内

测定方法宜符合现行国

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

P375 表 2014-7

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

有害物质限量》GB18583

下一段

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

”

删除

限量》GB 18583 的规定。

2.I 类民用建筑室内装
饰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

2.I 类民用建筑工程室

属装饰装修材料放射性
第三章

P372 三、工程

限量必须满足现行国家

P375 三、工程

设计

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

设计

核素限量》GB 6566 规

内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
属装修材料必须为 A

新增

类。

定的 A 类要求。

(2)项目管理机构应通
(2)项目质量管理程序：
第三章

过对人员、机具、材料、

P422 八、质量

确定质量计划，实施质

P425 八、质量

方法、环境要素的全过

管理

量控制，开展质量检查

管理

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与处置，落实质量改进。

变化

满足质量标准和相关方
要求。
进度偏差分析可按下列
程序进行：采用赢得值
（挣值）管理技术分析

第三章

P427 七、项目
进度管理

第五段未删除一段

P430 七、项目

进度偏差；运用网络计

进度管理

划技术分析进度偏差对

删除

进度的影响，并应关注
关键线路上各项活动的
时间偏差。
第三章

P427 八、项目
质量管理

第三段删除一句话

P430 八、项目

“项目部所有人员均应

质量管理

收集和反馈项目的各种

删除

质量信息。项目部应按
规定对项目实施过程中
形成的质量记录进行标
识、收集、保存和归档。”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4)安全管理计划可参

(4)安全管理计划可参

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P432 五、主要

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P435 五、主要

体系要求》GB/T28001

施工管理计划

GB/T 45001—2020,并

施工管理计划

—2011,并在施工单位

P432

P433

在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体

安全管理体系的框架内

系的框架内进行编制。

进行编制。

2.材料与设备

2.材料与设备

建筑节能工程采用的材

公共机构建筑和政府出

料、构件和设备，应在

资的建筑工程应选用通

施工现场随机抽样复
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

P435

P433

其他建筑工程宜选用通

格时，工程施工中不得

过建筑节能产品认证或

使用。

具有节能标识的产品。

①建筑节能各分项工程
应全部合格

P436

场实体检测结果应对照
图纸进行核查，并符合

P433

⑥太阳能系统性能检测
结果应合格

（1）分项工程应全部合
格

变化

新增

。

4)严寒、寒冷和夏热冬
P436

要求。
第三章

具有节能标识的产品；

检验。当复验结果不合

④建筑外窗气密性能现
第三章

过建筑节能产品认证或

变化

冷地区的建筑外窗气密
性能现场实体检测结果

变化

应符合设计要求；
P436

新增
二、墙体节能工程

第三章

P433 二、围护

综合原多点内容，增删

结构节能工程

条款（整点变化）

P436

三、门窗节能工程
四、屋面节能工程
五、地面节能工程

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