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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什么是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是指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证

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章》，从事暖通空调、给水

排水、动力等专业工程设计及相关业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一、考试简介 

2003年 3月，人事部、建设部颁发了《关于印发〈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制

度暂行规定〉、〈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公用设备

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人发[2003]24号），国家对从事公用设

备专业性工程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考试工作由人

事部、建设部共同负责，日常工作由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和全国勘

察设计工程师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承担，具体考务工作委托人事部人事考试中

心组织实施。 

二、考试科目设置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由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组成。 

 

 

 

 

 

[综合]什么是《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人员的管理，保证工程质量，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执业资格制度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从事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动力等专业工程设计及相关业务

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国家对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注

册管理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统一规划。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是指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

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证书》，

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及相关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 

小贴士： 

带下划线部分标记表示可参阅其他相关问题的详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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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建设部、人事部等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部门、人事行政部门等依照本规定对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的考试、注册

和执业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六条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下设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用

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由建设部、人事部和有关行业

协会及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的专家组成，具体负责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的考

试、注册和管理等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地区注册公用设

备工程师执业资格的考试组织、取得资格人员的管理和办理注册申报等具体工作。 

第二章 考试 

  第七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的考试制

度，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第八条 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负责拟定公用设备专业考试大纲和命题、建立并管理

考试试题库、组织阅卷评分、提出评分标准和合格标准建议。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管理委员会负责审定考试大纲、年度试题、评分标准与合格标准。 

  第九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由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组成。 

  第十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

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第十一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

行政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建设部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

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第三章 注册 

  第十二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者，可向所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由该委员会向公用设

备专业委员会报送办理注册的有关材料。 

  第十三条 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向准予注册的申请人核发由建设部统一制作，全国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和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

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申请人经注册后，方可在规定的业务范

围内执业。 

  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应将准予注册的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名单报全国勘察设计注

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备案。 

  第十四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有效期为 2年。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

的，应在期满前 30日内办理再次注册手续。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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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撤

职以上行政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不满 2年的； 

  （三）自受刑事处罚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不满 5年的； 

  （四）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规定的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依照本规定第十五条决定不予注册的，应自决定之

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如有异议，申请人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个工作

日内向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诉。 

  第十七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用设备专业委员

会撤销其注册： 

  （一）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在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和相关业务中造成工程事故，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撤

职以上行政处分的； 

  （四）经查实有与注册规定不符的； 

  （五）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 

  第十八条 被撤销注册人员对撤销注册有异议的，可自接到撤销注册通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诉。 

  第十九条 被撤销注册的人员在处罚期满 5年后可依照本规定重新申请注册。 

第四章 执业 

  第二十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的执业范围： 

  （一）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含本专业环保工程）； 

  （二）公用设备专业工程技术咨询（含本专业环保工程）； 

  （三）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备招标、采购咨询； 

  （四）公用设备工程的项目管理业务； 

  （五）对本专业设计项目的施工进行指导和监督； 

  （六）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一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只能受聘于一个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 

  第二十二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由其所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三条 因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质量事故及相关业务造成的经济损失，接受

委托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有权根据合约向签章的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追偿。 

  第二十四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管理和处罚办法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另

行制定。 

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有权以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的名义从事规定的

专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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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 在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咨询及相关业务工作中形成的主要技术文

件，应当由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签字盖章的技术文件，须征

得该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同意；因特殊情况不能征得其同意的，可由其他注册公用设备

工程师签字盖章并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保证执业工作的质量，并在其负责的技术文件上签字盖章； 

  （三）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商业技术秘密； 

  （四）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单位执业； 

  （五）不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第二十九条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应按规定接受继续教育，并作为再次注册的依据

条件之一。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在实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之前，已经达到注册公用设备

工程师执业资格条件的，可经考核认定，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

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一条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获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业的外籍人员

及港、澳、台地区的专业人员，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可按规定的程序申请参加考试、注

册和执业。 

  第三十二条 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活动的单位配备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的

具体办法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签字盖章生效的技术文件种类及管理办法由公用设备专业委

员会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3年 5月 1日起施行。 

 

[综合]什么是《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建设部、人事部共同负责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 

第二条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负责审定考试大纲、年度试题、评分标准

与合格标准。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公

用设备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考试工作。考务工作委托人事部人事考

试中心负责。各地的考试工作，由当地人事行政部门会同建设行政部门组织实

施，具体职责分工由各地协商确定。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5 页 共 146 页 

第三条 考试分为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参加基础考试合格并按规定完成职业实践年限

者，方能报名参加专业考试。专业考试合格后，方可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第四条 符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第十条的要求，并具备以

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基础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二）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

工作满 1年。 

（三）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

工程设计工作满 1年。 

第五条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2年；

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年。 

（二）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年；

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4年。 

（三）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

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4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5年。 

（四）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

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4年；或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

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

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年。 

（五）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

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7

年。 

（六）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

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8年。 

第六条 截止到 2002年 12月 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

专业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5年；

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年。 

（二）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年；

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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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

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8年。 

（四）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

作满 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

程设计工作满 9年。 

（五）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9

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0年。 

（六）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

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2年。 

（七）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

作满 15年。 

（八）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25年；

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0年。 

第七条 参加考试由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报名。考

试管理机构按规定程序和报名条件审核合格后，发给准考证。参加考试人员在

准考证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国务院各部门所属单位和中央管理的企业

的专业技术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第八条 考点原则上设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如确需在其他城市设置，须经建设部和人

事部批准。 

第九条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考试工作人员认真执行考试回避制度，参加命题

和考试组织管理的人员，不得参与考试有关的培训工作和参加考试。 

第十条 严格执行考试考务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做好试卷命题、印刷、发送过程中的

保密工作，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严防泄密。 

第十一条 严格考场纪律，严禁弄虚作假，对违反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者，要严肃处理，

并追究当事人和领导责任。 

 

[综合]什么是《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 

一、考核认定条件 

  本办法下发之日前，长期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评聘为工程类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职业道德行为良好，身体健康，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 

  （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二）全国工程设计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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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983年 12月 31日前，取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公用设备

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5 年，并获得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项目金、银奖或有关公用设备专

业国家级科技进步奖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年龄在 70周岁（含）以下，且具备下列

一项条件； 

  1、在具有甲级工程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中，担任正、副总工程师（负责公用设备

专业技术工作）职务满 5年。 

  2、受聘担任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编写、考题设计的专家。 

  （四）具备下列条件 1或条件 2，并参加专业测试成绩合格的人员。 

  1、同时具备下列（1）和（2）项中的各一项条件者。 

  （1）学历和职业年限： 

  ①1983年 12月 31 日前，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

工程设计工作满 1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

工程设计工作满 20年。 

  ②1983年 12月 31 日前，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

计工作满 20年；1978 年 12月 31日前，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公用设

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25年。 

  ③1978年 12月 31 日前，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

作满 25年；1973年 12 月 31日前，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

程设计工作满 30年。 

  （2）技术业绩和资历： 

  ①担任工程设计中公用设备专业技术负责人，完成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中 6项及

以上的一级和特级建筑工程项目或中型及以上工业项目（其中大型工业项目不少于 2项）

的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 

  ②在具有甲级工程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中，担任正、副总工程师（负责公用设备专

业技术工作）职务满 5 年。 

  ③在具有乙级工程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中，担任总工程师（负责公用设备专业技术

工作）职务满 7年。 

  2、1983年以后，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

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5 年，并获得全国优秀工程设计奖项目或有关公用设备专业国家级

科技进步奖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获得 2 项及以上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公用设备

专业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 

二、考核认定程序 

  （一）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的工程设计人员由所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部门推荐，其中铁道部、水利部所属的甲、乙级勘察设计单位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8 页 共 146 页 

分别向铁道部、水利部主管勘察设计的部门推荐，军队系统勘察设计单位向总后基建营

房部推荐。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部门和铁道部、水利部主管勘察设计的部门、

总后基建营房部对本地区、本部门设计单位的申报人员进行审核，并经本地区、本部门

人事（职改）行政部门、总政干部部复审后提出推荐名单，报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初审。 

  （三）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负责初审通过人员的测试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建设行政部门负责所辖地区初审通过人员的具体测试工作，并将测试成绩报公用设

备专业委员会。 

  （四）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将初审结果和测试成绩汇总后上报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管理委员会。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根据初审结果和测试成绩进行终

审，报人事部、建设部批准后，由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公布通过考核认

定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人员的名单。 

三、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部门和铁道部、水利部、总后基建营房部等

主管勘察设计部门的意见函。 

  （二）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报表（附表 2）。 

  （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或全国设计大师应提供院士或大师证书复

印件。其他人员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学历或学位证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

书，获奖证书，获奖项目的主要设计文件或图纸签署证明，担任正、副总工程师职务的

任命文件。 

  （四）所在单位出具的职业道德证明和获奖单位出具的获奖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证

明。 

四、申报时间及要求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部门和人事部门、铁道部、水利部主管勘察

设计和人事部门、总后基建营房部和总政干部部，应于 2003年 5月 31 日前，将审核和

复核合格人员材料报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 

  （二）通过特许或考核认定的方式取得其他专业执业资格的人员，一律不得申报注

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的考核认定。 

  （三）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认真做好申报、审核和复

核工作。凡不认真把关或弄虚作假的，停止该地区或部门的申报权和个人的申报资格。 

  （四）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在审核、复核时，应核查各类证书及相关证明文件的原件。

向公用设备专业委员会报送的各类证书及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应由所在单位人事（干

部）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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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注册设备工程师的证书、印章是什么样子的? 

证书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Registered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Registered Utility Engineer(HVAC)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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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试通过后如何领资格证书? 

一般各省考试中心在公布成绩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布合格标准并通知考后审核及证

书办理事宜，后续也会正式发布证书领取通知，各省市领证时间不统一，最早也要到第

二年 4月份以后。 

 

[综合]考试通过后如何进行注册? 

《关于开展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工作的通知》 

建办市函[2010]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http://www.mohurd.gov.cn 

 2010年 01 月 15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设交通委），北京市规划委，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建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有

关行业协会： 

  为了加强对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

员的管理，根据《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7号)和《关于建设部

机关直接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有关规定和内容的公告》(建设部公告第 278号)的规定，

决定于 2010年 4月 1 日起开展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

师等专业的注册工作，现将注册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册条件 

  申请注册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通过考试、考核认定方式取得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

化工工程师等执业资格证书； 

  （二）只受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

造价咨询、施工图审查、城乡规划编制等其中一个单位（以下简称聘用单位）； 

  （三）达到继续教育要求。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从事勘察设计或者相关业务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

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三）在申请注册之日前 3年内因过错造成重大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或在申请

注册之日前 1年内因过错造成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二、注册程序 

http://www.mohur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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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请注册的人员应当通过聘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军队系统勘察设计

单位向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提出申请。 

  注册申请须同时报送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档。申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网站（网址：http://www.mohurd.gov.cn）进入办事大厅，点击勘察设计工程师执

业资格注册—在线申报，在《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上

免费下载、安装和运行个人版软件，填写和打印相应专业的注册申请表（见附件 1），

生成申报数据电子文档，并将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档报送聘用单位。聘用单位在《全国一

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上免费下载、安装和运行企业版软件，

接收、核对、汇总和上报申报数据电子文档，同时，在申报书面材料上签署意见、盖章

后，将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档一并报送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总后营房部工程局在收

到申请人申报的注册材料后，应当即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总后营房部工程局受理

后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将申报材料和初审意见汇总表（见

附件 2）报相关专业委员会审查。 

  （四）各专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总后营房部工程局上报材料之日起，十日内审查完毕作出书面决定，并及时将初始注

册人员的审查意见汇总表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汇总，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十个工作日，公示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间

内。 

  （五）公示完成后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按照《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规定的期限作出审批决定，自

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公布审批结果。 

  （六）各专业委员会根据公告结果打印注册执业证书，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总后营房部工程局负责颁发注册执业证书；准予注册人员的执

业印章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总后营房部工程局根据

各专业委员会提供的注册人员名单和印章编号，按照统一规则进行制作并颁发。注册执

业证书和执业印章的内容及编号规则见附件 3。 

 三、注册申请材料 

  注册申请材料包括书面材料和相对应的申报数据电子文档。 

  (一) 初始注册需提交的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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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初始注册申请表（一式二份）； 

  2.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3.身份证明复印件； 

4.聘用单位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5.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6.逾期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凡 2013年 3月 31 日以前提交初始注册申请的，不需提供本专业工程师继续教育要

求证明材料。 

  (二) 延续注册和变更注册需提交的书面材料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有效期为三年，有效

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注册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办理延续注册，延续注册有效期为三

年；变更执业单位的，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延续注

册和变更注册申请材料依照《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 

  （一）注册费用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

审批审查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各单位不得向申请注册人员收取注册费。 

  （二）各专业委员会地址及联系电话 

  1、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西里 15号楼 108室 

  邮编：100045    联系电话：63369166、63369167（传真） 

  2、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电气专业管理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65号 

  邮编：100120    联系电话：58388763、62368339（传真） 

  3、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化工专业管理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0号润枫德尚 A座 13层 

  邮编：100101    联系电话：64820640、64820640（传真） 

  附件：1.初始注册申请表（略） 

     2.初始注册汇总表（略） 

     3.注册执业证书和执业印章的编号规则及说明（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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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什么是《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137号 颁布日期：20050204   

实施日期：20050401  颁布单位：建设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建筑市场

秩序，提高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与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以下简称注册工程师）的

注册、执业、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工程师，是指经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

（以下简称资格证书），并按照本规定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工程师注册执业

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及有关业务活动的专

业技术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的人员，不得以注册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及有关业务活动。    

第四条 注册工程师按专业类别设置，具体专业划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人事主管

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除注册结构工程师分为一级和二级外，其他专业注册工程师不分级别。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的注册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全国有关专

业工程注册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注册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

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专业工程注册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注册   

第六条 注册工程师实行注册执业管理制度。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必须经过注册方能

以注册工程师的名义执业。    

第七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申请注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初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其中涉及有关部门的专业注册工程师的注册，由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批。 

  取得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

询等单位的人员，应当通过聘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后提

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报材料报审批部门审批；符合条件的，由审批部门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5/content_241349.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5/content_241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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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作、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

有关部门共同用印的注册证书，并核发执业印章。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

即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应当在 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

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审查完

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审批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上报材料之

日起，应当在 20日内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在公众媒

体上公告审批结果。其中，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审批的，审批时间为

45日；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第九条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注册受理和审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条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是注册工程师的执业凭证，由注册工程师本人保管、使用。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有效期为 3年。 

第十一条 初始注册者，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 3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者，须

符合本专业继续教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的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的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四）逾期初始注册的，应提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注册工程师每一注册期为 3年，注册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注册期满前 30

日，按照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 

  延续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申请人注册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工程师变更执业单位，应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并按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变更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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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请人的工作调动证明（或者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

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    

第十四条 注册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失效： 

  （一）聘用单位破产的； 

  （二）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聘用单位相应资质证书被吊销的； 

  （四）已与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关系的； 

  （五）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六）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七）注册失效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注册工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审批的部门应当办理注销手续，收回注

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或者公告其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作废：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申请注销注册的； 

  （三）有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情形发生的； 

  （四）依法被撤销注册的； 

  （五）依法被吊销注册证书的； 

  （六）受到刑事处罚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注册工程师有前款情形之一的，注册工程师本人和聘用单位应当及时向负责审批的

部门提出注销注册的申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向负责审批的部门举报；建设主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向负责审批的部门报告。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从事勘察设计或者相关业务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

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被注销注册者或者不予注册者，在重新具备初始注册条件，并符合本专业继

续教育要求后，可按照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程序重新申请注册。 

第三章 执业   

第十八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受聘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一项或多项资质的单位，经注册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但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执业活动的，应受聘并注册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

质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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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注册工程师的执业范围： 

  （一）工程勘察或者本专业工程设计； 

  （二）本专业工程技术咨询； 

  （三）本专业工程招标、采购咨询； 

  （四）本专业工程的项目管理； 

  （五）对工程勘察或者本专业工程设计项目的施工进行指导和监督； 

  （六）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中形成的勘察、设计文件由相应专业注册工程师按

照规定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各专业注册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勘察、设计文件种类及办法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第二十一条 修改经注册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由该注册工程师进行；

因特殊情况，该注册工程师不能进行修改的，应由同专业其他注册工程师修改，并签字、

加盖执业印章，对修改部分承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注册工程师从事执业活动，由所在单位接受委托并统一收费。    

第二十三条 因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事故及相关业务造成的经济损失，聘用单位应承担

赔偿责任；聘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负有过错的注册工程师追偿。  

第四章 继续教育   

第二十四条 注册工程师在每一注册期内应达到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本专业继

续教育要求。继续教育作为注册工程师逾期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和重新申请注册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 继续教育按照注册工程师专业类别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每注册期

各为 60学时。  

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注册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工程师称谓； 

  （二）在规定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三）依据本人能力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 

  （四）保管和使用本人的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五）对本人执业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 

  （六）接受继续教育； 

  （七）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八）对侵犯本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申诉。    

第二十七条 注册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二）执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三）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并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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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接受继续教育，努力提高执业水准； 

  （五）在本人执业活动所形成的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六）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秘密； 

  （七）不得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八）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九）在本专业规定的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十）协助注册管理机构完成相关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审批部门不予受理，并给予

警告，一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    

第二十九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由负责审批的部门撤销其注

册，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

罚款，其中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注册工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上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的； 

  （二）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的； 

  （三）泄露执业中应当保守的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超出本专业规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执业活动的； 

  （五）弄虚作假提供执业活动成果的； 

  （六）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负责审批的部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撤销其注

册： 

  （一）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颁发注册证书和

执业印章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注册工程师管

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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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按照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及外籍专业技术人员，注册

工程师注册和执业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5年 4月 1日起施行。 

 

[综合]什么是《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建市[2007]202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划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

各有关部门建设司，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号）和《工程设计资质

标准》（建市[2007]86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

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为实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以下简称新《规定》）和《工

程设计资质标准》（建市[2007]86号）（以下简称新《标准》），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条件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均可申请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依法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的企业，只可申请建筑工程设

计事务所资质。 

  （二）因建设工程勘察未对外开放，资质审批部门不受理外商投资企业（含新成立、改制、重

组、合并、并购等）申请建设工程勘察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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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涵盖所有工程设计行业、专业和专项资质。凡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的企业不需单独申请工程设计行业、专业或专项资质证书。 

  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涵盖该行业资质标准中的全部设计类型的设计资质。凡具有工程设计某行业

资质的企业不需单独申请该行业内的各专业资质证书。 

  （四）具备建筑工程行业或专业设计资质的企业，可承担相应范围相应等级的建筑装饰工程设

计、建筑幕墙工程设计、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照明工程设计和消防设施工

程设计等专项工程设计业务，不需单独申请以上专项工程设计资质。 

  （五）有下列资质情形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按照升级申请办理： 

  1．具有工程设计行业、专业、专项乙级资质的企业，申请与其行业、专业、专项资质对应的甲

级资质的； 

  2．具有工程设计行业乙级资质或专业乙级资质的企业，申请现有资质范围内的一个或多个专业

甲级资质的； 

  3．具有工程设计某行业或专业甲、乙级资质的企业，其本行业和本专业工程设计内容中包含了

某专项工程设计内容，申请相应的专项甲级资质的； 

  4．具有丙级、丁级资质的企业，直接申请乙级资质的。 

  （六）新设置的分级别的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自正式设置起，设立两年过渡期。在过渡期内，

允许企业根据实际达到的条件申请资质等级，不受最高不超过乙级申请的限制，且申报材料不需提

供企业业绩。 

  （七）具有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直接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工程设计甲级资

质。具有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不同类别的工程设计资质的，应从乙级资质开始申

请（不设乙级的除外）。 

  （八）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工程业绩、技术装备等资质条件，均是以独立企业法人为审核单

位。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在申请资质时，各项指标不得重复计算。 

  （九）允许每个大专院校有一家所属勘察设计企业可以聘请本校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企业

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其人数不得大于资质标准中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且聘

期不得少于 2年。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非注册人员考核时，其职称应满足讲师/助理研究员及以

上要求，从事相应专业的教学、科研和设计时间 10年及以上。 

  二、申报材料 

  （十）因《工程勘察资质标准》未修订，除本实施意见另有规定外，工程勘察资质的有关申报

材料要求仍按建办市函[2006]274 号文办理。 

  （十一）首次申请工程设计资质，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文本复印件； 

  4．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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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企业负责人、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等复

印件，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6．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注册管理

部门盖章的注册变更表或初始注册表； 

  7．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毕业证书等复印件，

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8．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注册、非注册）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

要页（包括合同双方名称、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期）、与原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

同的证明或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其中，对军队或高校从事工程设计的事业编制的主要专业

技术人员不需提供社保证明，但需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的人事证明材料； 

  9．办公场所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复印件；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方

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 

  （十二）申请工程设计资质升级，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企业负责人、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等复

印件，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5．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证书复印

件； 

  6．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毕业证书等复印件，

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7．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括合同

双方名称、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期）及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其中，对军队或

高校从事工程设计的事业编制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不需提供社保证明，但需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人

事主管部门的人事证明材料； 

  8．满足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业绩证明材料，包括：工程设计合同主要页的复印件；建

设单位（业主）出具的工程竣工、移交、试运行证明文件，或工程竣工验收文件的复印件。 

  （十三）申请工程设计资质增项，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企业负责人、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等复

印件，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5．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证书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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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6．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毕业证书等复印件，

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7．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企业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主要页（包括合同

双方名称、聘用起止时间、签字盖章、生效日期）及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其中，对军队或

高校从事工程设计的事业编制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不需提供社保证明，但需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主

管部门人事部门的人事证明材料。 

  （十四）申请设计综合资质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表、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复印件； 

  4．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或注册执业证书、身份证

明等复印件及“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5．甲级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6．大型建设项目工程设计合同，试运行或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7．企业相应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8．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加盖执业印章）、身份证明复印件； 

  9．专业技术人员初级以上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复印件； 

  10．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科技进步奖证书复印件； 

  11．国家、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发布批准文件及出版物主要页（包括出版物名称、批准部

门、主编或参编单位名称、出版社名称）复印件； 

  12．专利证书、专有技术发布（批准）文件或工艺包认可、认定、鉴定证书复印件； 

  13．ISO9001标准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14．办公场所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复印件；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

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 

  （十五）延续工程设计资质，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及电子文档（见附件 1）；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证书复印

件； 

  5．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毕业证书等复印件，

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6．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其中，对军队或

高校从事工程设计的事业编制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不需提供社保证明，但需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主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22 页 共 146 页 

管部门人事部门的人事证明材料。 

  （十六）已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其

申报材料除应提供首次申请所列全部材料外，申请甲级勘察设计资质的，还应提供相应规模的工程

勘察、设计业绩或工程总承包业绩证明材料，包括：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或工程总承包合同主要页

的复印件；建设单位（业主）出具的工程竣工、移交、试运行证明文件，或工程竣工验收文件的复

印件。 

  （十七）企业因注册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注册地址等

发生变化需变更资质证书内容的，由企业提出变更理由及变更事项，并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出具由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签署的资质证书变更申请； 

  2．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4．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5．与资质变更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 

  （1）企业名称、注册资本变更的，提供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变更的，提供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企业事

务的合伙人的身份证明； 

  （3）地址变更的提交新的办公场地的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借）合同和所租（借）场地的产权

证明。 

  具有工程勘察甲级、工程设计甲级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

设计乙级资质的企业变更注册名称的，企业应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由建设部负责办理。其它所有资质变更手续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

理。但其中涉及企业资质证书编号发生变化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需报建设部核准后，方

可办理。 

  （十八）企业合并、分立、改制、重组后，需重新核定资质的，应提交下列材料： 

  1．企业合并、分立、改制情况报告，包括新企业与原企业的产权关系、资本构成及资产负债情

况，人员、内部组织机构的分立与合并、工程勘察设计业绩的分割、合并等情况； 

  2．本实施意见第（十一）条所列的全部材料； 

  3．原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4．改制（重组）方案，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复文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

的决议；或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的决议。 

  （十九）具有工程勘察甲级、工程设计甲级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

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除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十

一）条所列材料外，还应提交下列材料： 

  1．企业原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2．资质变更前原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注销证明及资质变更后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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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其中涉及到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变更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受理的申请材料报建

设部办理。 

  乙级及以下资质（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除外）

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申请工商注册地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参照上述程序依法制定。 

  （二十）材料要求 

  1．申请设计综合资质的，申请表一式二份，附件材料一份；申请一个行业的设计资质，申请表

一式二份，附件材料一份，每增加一个行业的设计资质，增加一份申请表和一份附件材料；涉及铁

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行业的，需另增加一份申请表和一份附件材料。专项设计资质

申请表及附件材料份数要求同上。 

  2．附件材料采用 A4 纸装订成册，并有目录和分类编号；技术人员证明材料应按人整理并依照

申请表所列技术人员顺序装订。需要核实原件的，由资质受理部门进行审查核实，并在初审部门审

查意见表中由核验人签字。其中资质证书正、副本须全部复印，不得有缺页。复印件应加盖企业公

章，注册执业人员应加盖个人执业印章（非注册人员除外）。材料中要求加盖公章或印鉴的，复印

无效。 

  3．企业申请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要如实填报《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企业法定代表

人须在申请表上签名，对其真实性负责。申报材料要清楚、齐全，出现数据不全、字迹潦草、印鉴

不清、难以辨认的，资质受理部门可不予受理。 

  三、资质受理审查程序 

  （二十一）资质受理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对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提出的资质申请做出是否受理

的决定。 

  （二十二）依据新《规定》第八条，各有关资质初审部门应当对申请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

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企业所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与原件

相符、是否具有不良行为记录以及个人业绩材料等进行核查，提出初审意见，并填写初审部门审查

意见表。各有关资质初审部门应在规定初审时限内，将初审部门审查意见表、《工程勘察、工程设

计资质申请表》、附件材料和报送公函一并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对具有下列情况的申请人，不予受理资质申请材料： 

  1．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2．按照新《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不予受理的。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收到各有关资质初审部门的初审材料、直接受理的企业资质申请材料组

织审查或转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并将审核意见予以公示。对于准予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

的申请，在建设部网站发布公告，并颁发资质证书。 

  （二十三）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应于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日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

续申请。逾期不申请资质延续的，有效期届满后，其资质证书自动失效。如需开展工程勘察设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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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按首次申请办理。 

  （二十四）对企业改制、分立、重组、合并设立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审批程序按以下规

定执行： 

  1．整体改制的企业，按本实施意见第（十七）条资质变更程序办理； 

  2．重组、合并后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可以承继重组、合并前各方中较高资质等级和范围。重组、

合并后不涉及资质升级和增项的，按本实施意见第（十七）条资质变更程序办理；涉及资质升级或

增项的，按照 160号部令中的审批程序核定。 

  3． 企业分立成两个以上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时，分立后的企业应分别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

重新核定资质。 

  （二十五）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负责实施审批的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

其资质受理审批程序由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研究确定。 

  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备案，备案材料包括：准予资质许可的批准文件，批准企业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基本

信息的电子文档。 

  （二十六）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申请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

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应向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及其下属一层级的企业按规定程序申请获得甲

级资质或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证书后 30日内应将准

予许可的公告、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及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基本信息的电子文档，向其工商

注册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告知性备案。 

  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属勘察设计企业参考上述规定办理。 

  四、资质证书 

  （二十七）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统一管理，由

审批部门负责颁发，并加盖审批部门公章。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制定资质证书编号规则。 

  （二十八）各序列、各级别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全国通用，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

设置审批性准入条件、收取费用。 

  （二十九）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有效期为五年。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

书分为正本和副本。 

  （三十）企业需遗失补办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持下列材料，经其资质初审机

关签署意见，报资质许可机关办理。企业在申请补办前应在全国性建筑行业报刊或省级以上（含省

级）综合类报刊上刊登遗失作废的声明。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日内办理完毕。 

  1．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签署的申请补办证书的申请；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及电子文档； 

  3．全国性建筑行业报刊或省级以上（含省级）综合类报刊上刊登遗失作废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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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监督管理 

  （三十一）地方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对本辖区内从事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的企业资质

实施动态监督管理。按照新《规定》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及满足相应资质标准条件等方面加强检查，

并将检查和处理结果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具体抽查企业的数量和比例由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1．集中监督检查。由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统一部署的监督检查； 

  2．抽查和巡查。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随机进行的监督检查。 

  （三十二）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 

  1．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其中集中监督检查方案应予以公布； 

  2．检查应出具相应的检查文件或证件； 

  3．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时，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配合； 

  4．实施检查时，应首先明确监督检查内容，被检单位应如实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对弄虚作假的，

予以通报，并对其工程勘察设计资质重新核定，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要求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

回其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对拒不提供被检资料的，予以通报，并责令其限期提供被检资料。 

  5．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情况予以记录，并由被检单位负责人和检查人员签字确认； 

  6．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被检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达不到资质标准要求或者发现其他违法行为和重大

质量安全问题的，应当进行核实，依法提出行政处理或者行政处罚的建议。 

  7．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情况汇总，连同有关行政处理或者行政处罚建议，向派出机关报告，并

书面告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十三）企业违法从事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依法将企业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同时告知企业工商注册

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六、关于《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的有关说明 

  （三十四）资历和信誉 

  1．企业排名 

  综合资质中工程勘察设计营业收入、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排名，是指经建设部业务主管部门依

据企业年度报表，对各申报企业同期的年度工程勘察设计营业收入或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额从大到

小的顺序排名；年度勘察设计营业收入、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其数额以财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审计

机构出具的申报企业同期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注册资本 

  新《标准》中的注册资本，是指企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时的实收资本。 

  （三十五）技术条件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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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标准》中所称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所申请行业的工程设计在技术上负总责

的人员。 

  2．专业技术负责人 

  新《标准》中所称专业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某一设计类型中的某个专业工程设计负总责

的人员。 

  3．非注册人员 

  新《标准》中所称非注册人员是指： 

  （1）经考核认定或考试取得了某个专业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但还没有启动该专业注册的人员； 

  （2）在本标准“专业设置”范围内还没有建立对应专业的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专业技术

人员； 

  （3）在本标准“专业设置”范围内，某专业已经实施注册了，但该专业不需要配备具有注册执

业资格的人员，只配备对应该专业的技术人员；或配备一部分注册执业资格人员，一部分对应该专

业的技术人员（例如，某行业“专业设置”中“建筑”专业的技术岗位设置了二列，其中“注册专

业”为“建筑”的一列是对注册人员数量的考核，“注册专业”为空白的一列则是对“建筑”专业

非注册技术人员数量的考核。）。 

  4．专业技术职称 

  新《标准》中所称专业技术职称，是指经国务院人事主管部门授权的部门、行业或中央企业、

省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机构评审的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教学、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从事工程设计时，讲师、助理研究员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中级

职称；副教授、副研究员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正高级

职称。 

  5．专业设置 

  新《标准》“各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专业设置栏目中的专业，是指为完成

某工程设计所设置的专业技术岗位（以下简称岗位），其称谓即为岗位的称谓。 

  在新《标准》中，将高等教育所学的且能够直接胜任岗位工程设计的学历专业称为本专业，与

本专业同属于一个高等教育工学学科（如地矿类、土建类、电气信息类、机械类等工学学科）中的

某些专业称为相近专业。本专业、相近专业的具体范围另行规定。岗位对人员所学专业和技术职称

的考核要求为：学历专业为本专业，职称证书专业范围与岗位称谓相符。 

  在确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为有效专业人员时，除具备有效劳动关系以外，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中

的非注册人员学历专业、职称证书的专业范围，应与岗位要求的本专业和称谓一致和相符。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也可作为有效专业人员认定： 

  （1）学历专业与岗位要求的本专业不一致，职称证书专业范围与岗位称谓相符，个人资历和业

绩符合资质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的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2）学历专业与岗位要求的本专业一致，职称证书专业范围空缺或与岗位称谓不相符，个人资

历和业绩符合资质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的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27 页 共 146 页 

  （3）学历专业为相近专业，职称证书专业范围与岗位称谓相近，个人资历和业绩符合资质标准

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的资历和业绩要求的； 

  （4）学历专业、职称证书专业范围均与岗位要求的不一致，但取得高等院校一年以上本专业学

习结业证书，从事工程设计 10年及以上，个人资历和业绩符合资质标准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的资

历和业绩要求的。 

  6．个人业绩 

  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的个人业绩是指，作为所申请行业某一个大型项目的工程设计

的项目技术总负责人（设总）所完成的项目业绩；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的个人业绩是指，作为所

申请行业某个大、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中某个专业的技术负责人所完成的业绩。 

  建筑、结构专业的非注册人员业绩，也可是作为所申请行业某个大、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中建筑、

结构专业的主要设计人所完成的业绩。 

  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中的非注册人员，均须按新《标准》规定的对主导专业的非注册人员需

考核业绩的要求，按相应专项资质标准对个人业绩规定的考核条件考核个人业绩。 

  7．企业业绩 

  （1）申请乙级、丙级资质的，不考核企业的业绩； 

  （2）申请乙级升甲级资质的，企业业绩应为其取得相应乙级资质后所完成的中型项目的业绩，

其数量以甲级资质标准中中型项目考核指标为准； 

  （3）除综合资质外，只设甲级资质的，企业申请该资质时不考核企业业绩； 

  （4）以工程总承包业绩为企业业绩申请设计资质的，企业的有效业绩为工程总承包业绩中的工

程设计业绩； 

  （5）申请专项资质的，企业业绩应是独立签定专项工程设计合同的业绩。行业配套工程中符合

专项工程设计规模标准，但未独立签定专项工程设计合同的业绩，不作为申请专项资质时的有效专

项工程设计业绩。 

  8．专有技术、工艺包（软件包） 

  本标准中的专有技术是指企业自主开发、申报，经所在行业的业务主管部门或所在行业的全国

性专业社团组织等认定并对外发布的某项技术。本标准中的工艺包是指企业引进或自主开发的，用

于工程设计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经所在行业的业务主管部门或所在行业的全国性专业社团组织等

认可的工艺包（软件包）。 

  9．承担业务范围 

  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各行业的工程项目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

咨询与管理服务业务；其同时具有一级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资质的，可以自行承担相应类

别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业务（包括设计和施工）及相应的工程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业务；

其不具有一级施工总承包（施工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业务，但应

将施工业务分包给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企业。 

  取得工程设计行业、专业、专项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的工程项目设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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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业务。承担工程总承包业务时，应将工程施工

业务分包给具有工程施工资质的企业。 

  （三十六）对于申请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在已启动的工程勘察设计系列（造价系列）的注册

专业数量未达到五个专业前，已启动注册工程师考试但未启动注册的专业可视为有效注册专业，已

取得该专业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视为有效注册人员。在申请资质时需提供这些人员的注册申请表

或本人同意在该企业注册的声明、执业资格证书、劳动合同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工程勘察设计系列（造价系列）的注册专业数量达到或超过五个专业后，申请工程设计综合资

质时，需提供注册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执业印章印鉴、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十七）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标准中所称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工程设计的人员；

行业、专业、专项资质标准中所称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以及结构设计、机电设计事务所

资质标准中的合伙人，年龄限制在 60周岁及以下。 

  （三十八）新《标准》中的注册人员具有二个及以上注册执业资格，作为注册人员考核时只认

定其一个专业的注册执业资格，其他注册执业资格不再作为相关专业的注册人员予以认定。 

  （三十九）持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其承接业务范围，以原《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

（建设[2001]22号，以下简称原《标准》）规定的承接业务范围为准。持新《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的，其承接业务范围，以新《标准》规定的承接业务范围为准。 

  （四十）申请各专项资质的，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以及主要专业技术

人员中的非注册人员的资格条件以相应专项资质标准规定的考核条件为准。其中企业主要专业技术

人员中的非注册人员的学历、职称条件在专项资质标准未作规定的，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确定。 

  申请建筑工程设计丁级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和从业年限以建筑工程设计专业丁级资质标准

规定的考核条件为准。 

  （四十一）对于新《标准》新设置的军工（地面设备工程、运载火箭制造工程、地面制导弹工

程）、机械（金属制品业工程、热加工、表面处理、检测、物料搬运及仓储）、铁道（轨道）、水

运（港口装卸工艺）、民航（供油工程）、水利（水土保持、水文设施）、农林（种植业工程）等

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和照明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在 2009 年 3 月 31 日以前，企业可根据实际达到的资

质条件申请不同级别的资质。2009年 4月 1日以后，企业新申请以上类别工程设计专业或专项资质

的最高等级为乙级（不设乙级的除外）。 

  七、过渡期有关规定 

  （四十二）自新《标准》发布之日起，新申请资质、申请增项资质、申请资质升级的企业应按

新《标准》提出申请。各地区、各部门按原《标准》已经受理的申请材料报送国家建设主管部门的

截止日期为 2007年 8月 31日。 

  （四十三）为确保新旧资质证书的平稳过渡，按照“简单、便捷、高效”的原则，对已经取得

行业设计资质、行业部分设计资质、专业事务所资质（暂定级除外）的企业，在 2010 年 3 月 31 日

以前，在满足原《标准》的条件下，其资质证书继续有效。2010 年 3 月 31 日以前，企业只需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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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等基本标准条件，即可按照新旧设计类型对照关系换领有效期为 5

年的新资质证书，具体换领工作安排另行通知。自 2010年 4月 1日起，原资质证书作废。 

  已经取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暂定级除外）的企业，应在 2008 年 3 月 31 日前达到新《标准》

规定的相应资质标准条件，从 2008年 4 月 1日起，我部将按照新《标准》开展换证工作，具体换证

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已经取得主导工艺设计资质、综合事务所资质的企业，应在 2010年 1月 31 日前按照新《标准》

提出资质重新核定申请，并换发新资质证书，核定后证书有效期为 5 年。其现有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10年 3月 31日，过期作废。 

  （四十四）按原《标准》取得暂定级设计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在其暂定级届满前 60日提出转正

申请，对符合新《标准》的，给予转正，证书有效期为 5 年；对符合原《标准》的，给予转正，证

书有效期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证书到期后需按新《标准》重新核定，核定后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对既不符合新《标准》也不符合原《标准》的，按新《标准》重新核定，核定后证书有效期为 5年。 

  企业按新《标准》申请资质转正所需提交的申报材料，按本实施意见第（十二）条申请资质升

级所应提交的申报材料要求办理。企业按原《标准》申请资质转正所需提交的申报材料，仍按建办

市函〔2006〕274号文相应要求办理。 

  （四十五）企业如因证书变更等换领证书（专项资质除外）的，符合新《标准》设置要求的，

且满足新《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等基本标准条件，即可按照新旧设计类型对照关系换领有效

期为 5 年的新资质证书。不符合新《标准》设置要求或不满足新《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等基

本标准条件的，换领有效期至 2010年 3月 31日的资质证书。 

  （四十六）原已取得市政行业风景园林专业资质的企业，可直接换领新标准中相应等级的风景

园林专项资质。 

[综合]什么是《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60 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已于 2006年 12月 30日经建设部第 114次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7年 9月 1日起施行。  

                                 部 长 汪光焘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

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实施对建设工

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http://baike.baidu.com/view/354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6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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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

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勘察设计业绩等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设工程

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

动。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统一监督管

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实

施相应行业的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勘察、工程

设计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

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相应行业的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

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分类和分级 

第五条 工程勘察资质分为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勘察专业资质设甲级、乙级，根据工程性质和技

术特点，部分专业可以设丙级；工程勘察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取得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各专业（海洋工程勘察除外）、各等级工

程勘察业务；取得工程勘察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相应等级相应专业的工程勘察业

务；取得工程勘察劳务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岩土工程治理、工程钻探、凿井等工程勘

察劳务业务。  

  第六条 工程设计资质分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业

资质和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工程设计专

项资质设甲级、乙级。  

  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个别行业、专业、专项资质可以设丙级，建筑工程专业

资质可以设丁级。  

  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务；取

得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相应行业相应等级的工程设计业务及本行业范围

内同级别的相应专业、专项（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除外）工程设计业务；取得工程设计

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本专业相应等级的专业工程设计业务及同级别的相应专项工

程设计业务（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除外）；取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本

专项相应等级的专项工程设计业务。  

  第七条 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和各资质类别、级别企业承担工程的具

体范围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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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质申请和审批 

第八条 申请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

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应当向国务院

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下属一层级的企业申请资质，应当由

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初审完

毕，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

料之日起 60日内完成审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10日。其中，涉及铁路、交通、

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资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

门审核，国务院有关部门在 20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送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第九条 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下资质、劳务资质、工程设计乙级（涉及铁路、交通、

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除外）及以下资质许可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实施。具体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0日内，将准

予资质许可的决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 1 份，副本 6份，由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正、副本具备同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年。  

  第十一条 企业首次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的身份证明；  

  （五）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及相

关资质标准要求提供的材料；  

  （六）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执业

证书；  

  （七）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毕业

证书、身份证明及个人业绩材料；  

  （八）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注册执业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与原

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及新单位的聘用劳动合同；  

  （九）资质标准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二条 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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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二）、（五）、（六）、（七）、（九）项所

列资料；  

  （二）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本单位签定的劳

动合同及社保证明；  

  （三）原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四）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工程业绩和个人工程业绩。  

  第十三条 企业增项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一）、（二）、（五）、（六）、（七）、（九）的

资料；  

  （二）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专业技术人员与本单位签定的劳

动合同及社保证明；  

  （三）原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四）满足相应资质标准要求的个人工程业绩证明。  

  第十四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延续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

效期届满 60日前，向原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

记录，且专业技术人员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

年。  

  第十五条 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名称、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

更的，应当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日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取得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

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发生企业名称变更的，

应当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日内将有关变更证

明材料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在 2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前款规定以外的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2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后 15 日内将变更结果

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工程设计资质的变更，国务院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将企业资质变更情况告知国务院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企业申请资质证书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资质证书变更申请；  

  （二）企业法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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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与资质变更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  

  企业改制的，除提供前款规定资料外，还应当提供改制重组方案、上级资产管理部

门或者股东大会的批准决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改制重组的决议。  

  第十七条 企业首次申请、增项申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其申请资质等级最

高不超过乙级，且不考核企业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绩。  

  已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的，

可以将相应规模的工程总承包业绩作为工程业绩予以申报。其申请资质等级最高不超过

其现有施工资质等级。  

  第十八条 企业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

的资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标准条件。  

  企业分立的，分立后企业的资质按照资质标准及本规定的审批程序核定。  

  企业改制的，改制后不再符合资质标准的，应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标准及本规定重

新核定；资质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按本规定第十六条办理。  

  第十九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企业，申请资质升级、资质增项，在申

请之日起前 1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批准企业的资质升级申请和增

项申请：  

  （一）企业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承揽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务的；  

  （二）将承揽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业务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三）注册执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的；  

  （四）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五）因勘察设计原因造成过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六）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七）设计单位违反规定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八）无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范围承揽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业务的；  

  （九）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十）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  

  （十一）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二十条 企业在领取新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同时，应当将原资质证

书交回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企业需增补（含增加、更换、遗失补办）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持

资质证书增补申请等材料向资质许可机关申请办理。遗失资质证书的，在申请补办前应

当在公众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在 2日内办理完毕。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统一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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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建设主管部

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

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

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建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

正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

书，有关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文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

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依法对企业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

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 2名以上监督检

查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

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 企业违法从事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的，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将企业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议告知该企业的资质许可机

关。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取得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建设主

管部门、有关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的，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回其资质。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质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

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  

  （一）资质许可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

质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  

  （三）违反资质审批程序作出准予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资质证书的其他情形。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应当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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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及时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注销资质的申

请，交回资质证书，资质许可机关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公告其资质证书作废：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  

  （二）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资质证书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吊销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及时告知建设主管部门。资

质许可机关应当将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面的资质被撤回、撤销

和注销的情况及时告知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企

业信用档案信息。  

  企业的信用档案应当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业绩、工程质量和安全、合同违约等情况。

被投诉举报和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应当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其信用档案。  

  企业的信用档案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资质许可机关不予受

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该企业在 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资质。  

  第三十一条 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并依法处以罚款；该企业在 3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该资质。  

  第三十二条 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

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企业未按照规定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三十四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 1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行

政处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以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报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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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

许可决定的；  

  （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初审完毕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勘察包括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地质、

工程测量、海洋工程勘察等。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设计是指：  

  （一）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含厂（矿）区内的自备电站、道路、

专用铁路、通信、各种管网管线和配套的建筑物等全部配套工程）以及与主体工程、配

套工程相关的工艺、土木、建筑、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消防、安全、卫生、节能、防

雷、抗震、照明工程等的设计。  

  （二）建筑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范围内的室外工程设计、建筑物构筑物设计、

民用建筑修建的地下工程设计及住宅小区、工厂厂前区、工厂生活区、小区规划设计及

单体设计等，以及上述建筑工程所包含的相关专业的设计内容（包括总平面布置、竖向

设计、各类管网管线设计、景观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及建筑装饰、道路、消防、安保、

通信、防雷、人防、供配电、照明、废水治理、空调设施、抗震加固等）。  

  第三十九条 取得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企业，可以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

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可以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 2007年 9月 1日起实施。2001年 7月 25日建设部颁布的《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93号）同时废止。 

 

[综合] 什么是《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建市[2007]86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建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我部制定

了《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原《关于颁发工程勘察资质分

级标准和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的通知》（建设[2001]22号）中“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

准”同时废止。其他有关规定与本标准不符的，以本标准为准。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

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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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结合工程设计各行业技术工作的特点，制定本标准。   

    一、总  则   

    （一）本标准分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标准、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标准、工程设计专业

资质标准和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四个序列。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是指涵盖 21个行业的设计资质；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是指涵盖某

个行业资质标准中的全部设计类型的设计资质；工程设计专业资质是指某个行业资质标

准中的某一个设计类型的设计资质；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是指为适应和满足行业发展的需

求，对已形成产业的专项技术独立进行设计以及设计、施工一体化而设立的资质。   

    （二）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和工程设计专业资质设甲、

乙两个级别。根据行业需要，建筑工程、市政公用、水利、电力（限送变电）和公路行

业可设立工程设计丙级。   

    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可根据行业需要设置等级。   

    （三）本标准包括煤炭、电力、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民用建筑等 21个行

业（见附表 1 ：工程设计行业划分表）的相应工程设计类型及其规模划分（见附表 2 ：

各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各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四）工程设计范围包括本行业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含厂（矿）

区内的自备电站、道路、专用铁路、通信、各种管网管线和配套的建筑物等全部配套工

程）以及与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相关的工艺、土木、建筑、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消防、

安全、卫生、节能、防雷、抗震等。   

    民用建筑工程和一般工业建筑工程设计范围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范围内的室

外工程设计、建筑物构筑物设计、民用建筑修建的地下工程设计及住宅小区、工厂厂前

区、工厂生活区、小区规划设计及单体设计等，以及上述建筑工程所包含的相关专业的

设计内容（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各类管网管线设计、园林绿化景观设计、室内外环

境设计及建筑装饰、道路、消防、保安、通信、防雷、人防、供配电、废水、空调设施、

抗震加固等）。   

    （五）本标准主要对企业资历和信誉、技术条件、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进行考核。

其中对技术条件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内容为：   

    1 、已经实施注册且需配备注册执业人员的专业，对其专业技术人员注册执业资格

及相应专业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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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尚未实施注册、尚未建立注册执业资格制度的和已经实施注册但不需配备注册

执业资格人员（以下简称非注册人员）的专业，对其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业绩和

附表 2 中专业设置规定的专业进行考核。以上非注册人员学历教育所学专业应与附表 2

中专业设置规定专业相一致，或所从事工作的专业性质与规定专业相同。   

    （六）申请二个及以上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时，应同时满足相应行业附表 2中专业设

置或注册类型的配置，其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其中的高值为准。   

    申请二个及以上设计类型的工程设计专业资质时，应同时满足相应行业附表 2 中相

应设计类型的专业设置或注册类型的配置，其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其中的高值为准。   

    （七）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类型及考核指标由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和行业另行

制定。   

    （八）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可承担资质范围内相应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

理、工程咨询等业务。并可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专项工程设计业务。   

    二、标准   

    （一）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1 、甲级   

    1-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注册资本不少于 6000万元人民币；   

    （3）近 3 年年平均工程勘察设计合同额不少于 10000 万元人民币，且近 5年内 2 次

工程勘察设计合同额排名在全国列前 50名以内。   

    （4）具有 2 个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且近 10年内独立承担大型建设项目工程设

计每行业不少于 2 项，并已建成投产。   

    或同时具有某 1 个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和其他 3 个不同行业甲级工程设计的专

业资质，且近 10年内独立承担大型建设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 4 项。其中，工程设计行

业甲级相应业绩不少于 1 项，工程设计专业甲级相应业绩各不少于 1 项，并已建成投

产。   

    （5）近 10年内独立承担大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或工程项目管理不少于 2项。   

    1-2 技术条件   

    （1）技术力量雄厚，专业配备合理。企业从事勘察设计的工程专业技术人员不少

于 500 人，其中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少于 200 人（一级注册建筑

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各不少于 3 人）。   

    （2）拥有与工程设计有关的专利、专有技术、工艺包（软件包）不少于 3项。   

    （3）近 10年获得过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勘察、科技进步三等奖（铜奖）

及以上的奖项不少于 3 项，或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以上的奖项不少

于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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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近 10年主编 2 项或参编过 5 项及以上国家、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定

额、标准设计。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技术装备及固定工作场所，且主要固定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

10000m2.   

    （2）有完善的企业技术、质量、安全和管理标准，通过 ISO9000 族标准质量体系

认证。   

    （3）具有与承担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或工程项目管理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或管理体

系。   

    （二）工程设计行业资质   

    1 、甲级   

    1-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 600 万元人民币。   

    （3）近 10年内完成所申请行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 1 项，或中型项目工程设

计不少于 3 项，并已建成投产。   

    1-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申请行业标准中“主要专业

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 10年及以

上的设计经历，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 2 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

责人主持过中型及以上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 3 项，其中大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

不少于 1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健全。   

    2 、乙级   

    2-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 200 万元人民币。   

    2-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申请行业标准中“主要专业

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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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有 6 年及以上

的设计经历，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 1 项，或主持过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

3 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

责人主持过中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 2 项，或主持过大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

少于 1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3 、丙级   

    3-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 80 万元人民币。   

    3-2 技术条件   

    （1）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6 年及以上

的设计经历，且主持过工程设计不少于 2 项，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及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

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 2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较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三）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1 、甲级   

    1-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 万元人民币（建筑行业不少于 200万元

人民币）。   

    （3）近 10年内完成所申请行业相应设计类型大型工程设计不少于 1 项，或中型工

程设计不少于 2 项，并已建成投产。   

    1-2 技术条件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 10年及以

上的设计经历，且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 2 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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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

责人主持过中型及以上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 3 项，其中大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

不少于 1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程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健全。   

    2 、乙级   

    2-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建筑行业不少于 80万元人

民币）。   

    2-2 技术条件   

    （1）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有 6 年及以上

的设计经历，且主持过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 3 项，或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

于 1 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及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

负责人主持过中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 2 项，或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

1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较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3 、丙级   

    3-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人民币。   

    3-2 技术条件   

    （1）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6 年及以上

的设计经历，且主持过工程设计不少于 2 项，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及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

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 2 项，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较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四）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1 、资历和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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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符合规定。   

    2 、技术条件   

    专业配备合理，每个主要专业的注册工程师或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配备表的规定。   

    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效。   

    三、承担业务范围   

    （一）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1 、甲级   

    可承担各行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其范围和规模不受限

制。   

    （二）工程设计行业资质   

    1 、甲级   

    可承担本行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其范围和规模不受限

制。   

    2 、乙级   

    可承担本行业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工程设计业务。   

    3 、丙级   

    可承担本行业小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任务。   

    （各行业资质建设工程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见附表 2 ）   

    （三）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1 、甲级   

    可承担行业相应设计类型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其范围和规

模不受限制。  

    2 、乙级   

    可承担行业相应设计类型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工程设

计任务。   

    3 、丙级   

    可承担相应行业设计类型小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任务   

    （各专业资质建设工程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见附表 2 ）   

    （四）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承担规定的专项工程设计或设计任务，具体规定见有关专项资质标准。   

    （各专项资质建设工程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见附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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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附则   

    （一）本标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指下列人员：   

    （1）注册人员：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包括结构（房屋结构、塔架、桥梁）、

土木（岩土、水利水电、港口与航道、道路、铁路、民航）、公用设备（暖通空调、动

力、给水排水）、电气（发输变电、供配电）、机械、化工、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广

播电影电视）、航天航空、农业、冶金、采矿/ 矿物、核工业、石油/ 天然气、造船、

军工、海洋、环保、材料工程师；注册景观设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   

    （2）非注册人员：从事工程设计实践 6 年以上并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工程师。

其学历教育所学专业与“配备表”专业设置规定专业不一致，或所从事工作的专业性质

与规定专业不相同时，按规定的专业考核（机场总体规划、总图、技术经济、概预算专

业除外），且从事该专业设计时间不得少于 8 年并提供相应业绩证明。   

    （二）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设计事务所）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伙企业法》由具备一级注册执业资格（或取得高级职称的），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的专

业设计人员合伙设立，从事建筑工程某一专业设计业务的设计机构。   

    专业设计事务所注册资本不少于 50万元。合伙人对设计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

任和连带责任。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的考核指标见附表 2 “（二十一）建筑行业设计事

务所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2 ）”。   

    （三）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四）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综合]有没有注册不成功的情况? 

证书注册时需符合《关于开展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

程师注册工作的通知》和《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的注册条件、准备好相关资

料。列举以下注册不成功的案例供大家参考： 

 

 

 

 

 

1、一人同时受聘于两个单位注册。 

2、聘用单位资质已过期，尚未取得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的企业资质。 

3、专业经历待查。 

 

小贴士： 

红色加粗部分为编者特别强调注明或推荐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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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报名条件是什么?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外藉人员及港、澳、台地区的专业

技术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

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详情见《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综合]专业考试的报名条件是什么？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2 年；或取

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 年。 

（二）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 年；或取

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4 年。  

    （三）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用设

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4 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

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5 年。  

    （四）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

工程设计工作满 4 年；或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

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5 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

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 年。  

    （五）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 年；

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7 年。    

    （六）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

程设计工作满 8 年。 

 

[综合]给排水、暖通、动力的相近专业是哪些？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暖
通
空
调 

本专业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相近专业 

国防工程内部环境与设备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 

飞行器环境控制与安全

救生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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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程 
矿山通风与安全 

安全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热能与动力工程 制冷与低温技术 

其他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动
力 

本专业 

热能与动力工程 

热力发动机 

流体机械及流体工程 

热能工程与动力机械（含

锅炉、涡轮机、压缩机等） 

热能工程 

制冷与低温技术 

能源工程 

工程热物理 

水利水电动力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 

化工工艺 

化学工程与工艺 

煤化工（或燃料化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相近专业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飞行器动力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油气贮运工程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化工设备与机械 

石油天然气贮运工程 

其他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给
水
排
水 

本专业 给水排水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相近专业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其他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注：表中“新专业名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98 年颁布的《普

通高等学样本科专业目录》中规定的专业名称；“旧专业名称”指 1998 年《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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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国家最新公布的信息为准。 

 

[综合]哪些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通过专业评估了啊？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序号 学校 本科合格有效期 首次通过评估时间 

1 清华大学 2012.5-2017.5 2002.5 

2 同济大学 2012.5-2017.5 2002.5 

3 天津大学 2012.5-2017.5 2002.5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2.5-2017.5 2002.5 

5 重庆大学 2012.5-2017.5 2002.5 

6 解放军理工大学 2013.5-2018.5 2003.5 

7 东华大学 2013.5-2018.5 2003.5 

8 湖南大学 2013.5-2018.5 2003.5 

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5 -2019.5 2004.5 

10 山东建筑大学 2015.5-2020.5 2005.6 

11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2015.5-2020.5 2005.6 

12 华中科技大学 

2011.5-2016.5（2010 年 5 月

至 2011 年 5 月不在有效期

内） 

2005.6 

13 中原工学院 2011.5-2016.6 2006.6 

14 广州大学 2011.5-2016.6 2006.6 

15 北京工业大学 2011.5-2016.6 2006.6 

16 沈阳建筑大学 2012.5-2017.5 2007.6 

17 南京工业大学 2012.5-2017.5 2007.6 

18 长安大学 2013.5-2018.5 2008.5 

19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 2014.5 -2019.5 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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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青岛理工大学 2014.5 -2019.5 2009.5 

21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2014.5 -2019.5 2009.5 

22 中南大学 2014.5 -2019.5 2009.5 

23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2014.5 -2019.5 2009.5 

24 南京理工大学 2015.5-2020.5 2010.5 

25 西安交通大学 2011.5-2016.5 2011.5 

26 兰州交通大学 2011.5-2016.5 2011.5 

27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2011.5-2016.5 2011.5 

28 大连理工大学 2012.5-2017.5 2012.5 

29 上海理工大学 2012.5-2017.5 2012.5 

30 西南交通大学 2013.5-2018.5  2013.5 

31 中国矿业大学 2014.5 -2019.5 2014.5 

32 西南科技大学  2015.5-2020.5 2015.5 

33 河南城建学院  2015.5-2020.5 2015.5 

注：本表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国家最新公布的信息为准。详情： 

http://www.mohurd.gov.cn/jsrc/zypg/201506/t20150609_221175.html 

 

[综合]可以同时考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吗？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由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组成。基础考试和专业考

试安排在同一天进行。只有基础考试通过后才能参加专业考试。 

 

[综合]基础和专业跨省考试时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必须领取基础考试合格证书（自 2010 年以后），跨省考试时一般还必须去当地考

试中心开基础合格证明（具体与相关考试中心进行咨询），然后自己复印两份。最好自

己查询基础成绩时，自己打印份成绩单，以作备用。报专业时作为报名材料上交（各地

可能要求不同，具体要求详询报名处）。 

 

http://www.mohurd.gov.cn/jsrc/zypg/201506/t20150609_221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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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暖通空调专业和动力专业基础考试有什么区别吗？ 

暖通空调专业和动力专业专业考试试卷不同，但基础考试试卷是一张试题，内容相

同。 

 

[综合]暖通空调基础考试通过后，考动力注册还需要考基础吗？ 

暖通空调专业需通过基础考试后才能报名专业考试；动力专业考试也是需要通过基

础考试后才能报名专业考试。虽然试卷一样，但是是两个证书，需要分别进行基础考试。

上海官方回答仅供参考：http://www.spta.gov.cn/questionContent.jsp?b_Id=322270 

建设部回答可参考： 

 http://bbs.co188.com/viewthread.php?tid=1791613&page=2#pid18679475 

 

[综合]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什么时候报名，怎么报名？ 

每年 6月～7月，具体时间各省不同，一般为网络报名，一般报名前夕中国人事考

试网 zg.cpta.com.cn 会开通各地的报名通道，同时各地考试中心也会下发相应通知，

你可关注中国人事考试网同时也可以关注你省市的考试网站。具体详见各省考试中心

网。 

 

http://www.spta.gov.cn/questionContent.jsp?b_Id=322270
http://bbs.co188.com/viewthread.php?tid=1791613&page=2#pid1867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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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名及查分是在各省市考试中心网站吗？ 

2013年开始公布了全国统一报名平台，需要在该平台统一报名，但是各省市报名

通道开启时间不一：http://zg.cpta.com.cn/examfront/register/login.jsp 

 

关于考试信息以各省市考试中心发布为准，列举以下考试中心网站供参考，  

▲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 http://www.impta.com/ 

▲山东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rsks.sdrs.gov.cn/  

▲北京人事考试网：http://www.bjpta.gov.cn/ 

▲天津人事考试网：http://www.tjkpzx.com/ 

▲上海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spta.gov.cn/ 

▲河北人事考试中心网：http://www.hebpta.com.cn/ 

▲山西人事考试中心网：http://www.sxpta.com/  

▲辽宁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lnrsks.com/ 

▲吉林人事考试：http://wsbm.jlzkb.com/wscj/  

▲江苏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jsrsks.com.cn/  

▲浙江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zjks.com/ 

▲安徽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apta.gov.cn/ 

▲福建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fjpta.com/ 

▲江西人事考试中心：http://218.87.32.245/jxptanew/index.html 

▲河南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hnrsks.com/ 

▲湖北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hbrsks.gov.cn/ 

▲湖南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hunanpta.com/index.html 

小贴士： 

书中所有网址链接都可直接

点击进入查阅详情或下载资料。 

http://zg.cpta.com.cn/examfront/register/login.jsp
http://www.impta.com/
http://www.rsks.sdrs.gov.cn/wsbm/cjcx/examlist.aspx
http://www.bjpta.gov.cn/
http://www.tjkpzx.com/
http://www.spta.gov.cn/
http://www.hebpta.com.cn/
http://www.sxpta.com/examlist.asp
http://www.lnrsks.com/
http://wsbm.jlzkb.com/wscj/index.aspx
http://www.jsrsks.com.cn/index.action
http://www.zjks.com/
http://www.apta.gov.cn/
http://www.fjpta.com/
http://218.87.32.245/jxptanew/index.html
http://www.hnrsks.com/
http://www.hbrsks.gov.cn/
http://www.hunanpta.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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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gdkszx.com.cn/ 

▲广西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gxpta.com.cn/ 

▲海南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hnjy.gov.cn/  

▲重庆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cqpa.gov.cn/u/cqpa/ 

▲四川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scpta.gov.cn/ 

▲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gzpta.gov.cn/ 

▲云南人事考试网：http://www.ynrsksw.net/  

▲陕西人事考试网：http://www.sxrsks.cn/ 

▲甘肃人事考试网：http://www.rst.gansu.gov.cn/ 

▲青海人事考试网：http://www.qhpta.com/ 

▲宁夏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nxpta.gov.cn/  

▲黑龙江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rsks.gov.cn/ 

▲新疆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xjrsks.com.cn/ 

 

[综合]考试的报名费大概是多少？ 

深圳：                 专业，520 

广东：                 专业，520 

辽宁：                 专业，360 

河南:    基础，140     专业，360 

北京:    基础，108     专业，280 

山东:    基础，158     专业，330 

内蒙古:  基础，168 

天津:    基础，112 

江苏：   基础，120     专业，520 

上海：   基础，150     专业，350 

甘肃：   基础，200     专业，480 

 

[综合]考试的一些考试文件网上有下载吗？ 

各地考试中心发布的正式报名通知文件后会附上报名的相关文件。 

 

[综合]专业考试考试须知是怎样的？ 

以下内容摘录自《2012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专业考试考生须知》： 

http://www.gdkszx.com.cn/
http://www.gxpta.com.cn/
http://www.hnjy.gov.cn/web2/exam2/index.jsp
http://www.cqpa.gov.cn/u/cqpa/
http://www.scpta.gov.cn/
http://www.gzpta.gov.cn/
http://www.ynrsksw.net/master/cjcx_list.asp
http://www.sxrsks.cn/
http://www.rst.gansu.gov.cn/
http://www.qhpta.com/
http://www.nxpta.gov.cn/index.php.htm
http://www.rsks.gov.cn/
http://www.xjrsk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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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专业考试均分为 2天，第一天为专业知识考试，成绩上、

下午合并计分；第二天为专业案例考试，成绩上、下午合并计分。考试时间每天上、

下午各 3小时。专业考试为非滚动管理考试，考生应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

试。第一天为客观题，上、下午各 70道题，其中单选题 40题，每题分值为 1分，

多选题 30题，每题分值为 2分，试卷满分 200分；第二天为案例题，上午 25道，

下午 25道，每题分值为 2分，试卷满分 100分。 

2、 试卷作答用笔：黑色墨水笔。考生在试卷上作答时，必须使用试卷作答用笔，不得

使用铅笔等非作答用笔，否则视为无效试卷。填涂答题卡用笔：2B铅笔。 

3、 考生应考时应携带试卷作答用笔，2B铅笔，三角板，橡皮和无声、无文本编程功能

的计算器。 

4、 参加专业考试的考生允许携带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各种专业规范、参考书和复习手册。 

5、 考生须用试卷作答用笔将工作单位、姓名、准考证号分别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相应

栏目内。在其它位置书写单位、姓名、考号等信息的作为违纪试卷，不予评分。 

6、 对于 2天的考试，考生都必须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用 2B铅笔涂

黑。如有改动，请考生务必用橡皮将原选项的填涂痕迹擦净，以免造成电脑读卡时

误读。在答题卡上书写与题意无关的语言，或在答题卡上作标记的，均按违纪试卷

处理。 

7、 考生在试卷上作答专业案例考试题时，必须在每道试题对应的答案（）位置处填写

上该试题所选答案（即在规定的答案（）内填写上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并必须

在相应试题“解答过程”下面的空白处写明该题的案例分析或计算过程、计算结果，

同时还须将所选答案用 2B铅笔填涂在答题卡上。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案例分析过程

及公式时，字迹应工整、清晰，以免影响专家阅卷评分工作。对不按上述要求作答

的，如：未在试卷上试题答案（）内填写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仅在答案选项 A、B、

C、D处画“√”等情况，视为违规，该试题不予复评计分。 

 

[综合]专业考试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 

 携带：正宗 2B 铅笔、橡皮、草稿纸、多张焓湿图、计算器、尺、手表等 

 答题卡横竖要注意（四场考试可能答题卡排版不同）；  

 确认是否需要填写科目代码等；（2013 年取消了原有的科目代码要求）  

 准考证号不要忘了填和涂，并确定四科考试准考证号是否相同（2013 年新调整

为四个准考证号）； 

 保证至少剩余 10 分钟左右的涂卡时间；  

 专业案例试卷上要写上解题过程；  

 专业案例试卷括号内要填上具体答案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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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带上的规范和参考书尽量带上； 

 重要的规范或条文要做好标签；  

 注意每道题的时间安排：单选 100 秒一题，多选 200 秒一题，案例 7分钟一题；

（建议每隔半小时检查下自己的进度情况） 

 最好能提前 15 分钟到考场，合理摆好规范和参考书； 

 万一提前发答题卡和卷子的话可以仔细填涂答题卡，勿填错或者漏填。 

详情可参阅：[小林推荐之 15]：注册设备师专业考试考场锦囊（赠所有考友）

http://bbs.ehvacr.com/thread-35715-1-1.html 

 

[综合]专业考试规范是否采用最新版本？ 

根据大纲要求：考试年度的试题中所采用的规范、规程及标准均以前一年十月一日

前公布生效的规范、规程及标准为准。 

规范的版本更新和生效时间可查询：http://www.csres.com/ 

 

[综合]网上报名老说保存错误怎么办？ 

网上报名有时候会出现网络保存出错重试的情况，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可按以下步

骤操作： 

（1）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关闭浏览器重新打开后再试； 

（2）换一个时间段重试； 

（3）重新开机后重试； 

（4）换一台机器或网点重试； 

（5）直接联系考试中心。 

大多数情况下按照第 4步应该能解决问题，详情可参考： 

http://bbs.ehvacr.com/thread-29074-1-9.html。 

 

[综合]究竟要不要设计院的章才能报名参加考试？ 

无论是基础考试还是专业考试，报名表上都要求单位盖章。并且报名后还需在考前

现场确认报名条件是否符合（也有部分省市是在考试之后安排考后资格审核，请注意各

考试网站的通知，错过考后资格审核的考生视为考试不通过）。关于基础考试究竟是否

需要设计单位盖章具体要看当地报名中心的情况，有不需要的案例

（http://www.spta.gov.cn/questionContent.jsp?b_Id=436418）也有一定需要的案例

（http://bbs.ehvacr.com/thread-34989-1-2.html），各地要求不同，但专业考试要

http://bbs.ehvacr.com/thread-35715-1-1.html
http://www.csres.com/
http://bbs.ehvacr.com/thread-29074-1-9.html
http://www.spta.gov.cn/questionContent.jsp?b_Id=436418
http://bbs.ehvacr.com/thread-3498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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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对严格，一般需要所在的报名单位具有相关的设计资质，甚至有部分省市要求提供

社保证明。具体可咨询报名所在地的考试中心。相关详情可参考：

http://bbs.ehvacr.com/thread-29470-1-5.html。 

 

[综合]报名后的现场确认一定要本人去吗？ 

不一定的，很多以公司集体报名的是单位人事部门统一去现场确认的，也可以他人

代审核，请按通知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即可。 

 

[综合]注册考试相关的辅导书如何购买？ 

卓越网、当当网、淘宝网基本上都有，同时，大的书城和建筑书店也会有。或者

直接联系出版社。另外也可以从已经通过考试的人那儿买。暖通空调在线商城也可以订

购：http://shop.ehvacr.com/ 

 

[综合]考试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哪里查询？ 

一般考试后三~四个月份后出成绩，2013 年开始各省出成绩时间统一，一般为元旦

前后，可到中国人事考试网 zg.cpta.com.cn查询成绩。如 2016年考试出成绩时间为 2016

年 12月 31日，2017年考试出成绩时间为 2018 年 1月 5日。 

 

[综合]怀疑考试成绩分数有误如何查档案？ 

考生在成绩出来后觉得成绩相差过大可在一段时间内直接联系各省市考试中心复查

成绩。下面列举了某省的成绩复查方法供参考： 

1、应考人员对考试成绩如有疑问，可以凭成绩核查申请表(可在本网站下载)及准考

证向当地考试报名点申请复查成绩。 

2、复查试卷的内容包括：应考人员的相关信息是否准确；登分、核分是否正确；有

无漏改、错改；是否有违纪记录或者其它异常情况等。对主观题评卷的宽严幅度不

在复查范围之内，不作为变更成绩的依据。 

3、复查时间：应考人员对考试成绩如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后 30 天内向所在报名

点申请复查试卷。 

 

http://bbs.ehvacr.com/thread-29470-1-5.html
http://shop.ehvac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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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科目代码没填会不会是零分啊？ 

考试中心工作人员读卡前，会把考生信息事先输进去，若有错误，会手动纠错的。

2013年开始取消了科目代码，与准考证号结合，故现在四个科目考试的准考正确不同（主

要是首位数字不同），填涂准考证请注意。如果填写错误，以防万一，还是需要联系当

地考试中心确认下。 

 

[综合]专业考试时可以带书吗？ 

暖通空调和动力专业考试（专业知识和专业案例）为开卷考试，可以将与考试有关

的规范手册、考试资料带入考场。 

 

[综合]专业考试是案例正确选项没填到括号会是零分啊？ 

试卷说明中加黑字说明规定这种情况不得分，而且有计算机读卡得分人工复查不得

分的案例。详情可参考：http://bbs.ehvacr.com/thread-30684-1-3.html，建议直接

联系当地考试中心。 

 

[综合]都有哪些注册设备师考试的相关网站啊？ 

 暖通空调在线论坛注册考试版块：http://bbs.ehvacr.com/forum-52-1.html 

 网易暖通论坛注册考试版块：http://bbs.co188.com/list/167_0_1.html 

 赛尔社区设计师注册考试版块：http://bbs.shejis.com/index.php?gid=284 

 

[综合]有考试通过者的经验总结吗？ 

 【我的注考】2017 年度注册设备师考试心得体会 

 http://bbs.ehvacr.com/thread-101339-1-1.html 

 【我的注考】2014 年度注册设备工程师考试心得体会 

http://bbs.ehvacr.com/thread-70106-1-1.html 

 【我的注考】2013 年度注册设备师考试心得体会 

http://bbs.ehvacr.com/thread-65155-1-1.html 

 注册考试成绩调查与经验分享盛典：

http://bbs.ehvacr.com/thread-26062-1-3.html 

 【我的注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忆 14暖通专业首战 133/74（小鱼儿飞飞）  

   http://bbs.ehvacr.com/thread-68241-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684-1-3.html
http://bbs.ehvacr.com/forum-52-1.html
http://bbs.co188.com/list/167_0_1.html
http://bbs.shejis.com/index.php?gid=284
http://bbs.ehvacr.com/thread-10133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70106-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5155-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26062-1-3.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824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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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king1986：【我的注考】【基础】我的应试技巧终极分享！（附笔记）  

http://bbs.ehvacr.com/thread-53671-1-1.html 

 songyy1119 ： 2012 之 “ 学 ” -- 备 战 注 考

http://bbs.ehvacr.com/thread-56072-1-1.html 

 songren:我的基础考试历程 http://bbs.ehvacr.com/thread-56036-1-1.html 

 ag2008: 我 的 注 考 和 老 婆 的 “ 陪 注 ” 历 程 — — 献 给 我 的 老 婆

http://bbs.ehvacr.com/thread-55582-1-1.html 

 李诗发：专业考试一点经验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672-1-1.html 

 Huangcheng：我的注考之路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660-1-1.html 

 Dabao20082008 ： 我 对 专 业 考 试 （ 暖 通 空 调 ） 的 个 人 意 见 补 充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690-1-1.html 

 Sishima：我的注考之路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7383 

 alanlee2000：08 考试感悟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7382 

 tsunamiy ：10年暖通注考案例 82分，我是怎么做到的…（有图有真相）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32-1-1.html 

 sy1981：金盆洗手——我的六年注考之路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00-1-1.html 

 cctv0606：2010年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考试人工复评阅卷实录 

http://bbs.ehvacr.com/thread-39643-1-1.html 

 豆子和一个注册考试通过者的对话：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1863 

 我的注考之路：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7383 

 08考试感悟：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7382 

 我的基础考试通过经验：http://bbs.ehvacr.com/thread-33888-1-2.html 

 浅谈小林的两年基础呕心里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2339 

 10年暖通注考案例 82分，我是怎么做到的…（有图有真相）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32-1-1.html 

 金盆洗手——我的六年注考之路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00-1-1.html 

 

[综合]都有哪些注册考试的 QQ 群啊？ 

注考 QQ 群有很多，大家可以在群查找里面按关键词查找，也可以到相关论坛搜索

些介绍 QQ群的帖子。 

  

http://bbs.ehvacr.com/thread-53671-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5607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56036-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5558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67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660-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690-1-1.html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7383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7382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3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00-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9643-1-1.html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1863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7383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7382
http://bbs.ehvacr.com/thread-33888-1-2.html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2339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3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0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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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每年考试通过率多少，有相关考场信息吗？ 

考试通过及格线即为通过，每年考试通过率国家不公布。小林根据网友提供的资料

整理成了《注册设备师暖通专业考试考场年度报告（2017）》，里面透露了关于考试人

数、考试成绩、群通过率、考场实拍等信息，可稍稍供参考。 

详情可点击：http://bbs.ehvacr.com/thread-102390-1-1.html 

 

[基础]基础考试的报名条件是什么？ 

 取得本专业（指公用设备专业工程中的暖通空调、动力、给水排水专业）或相近专

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年。 

 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

作满 1年。 

 

[基础]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考基础？ 

截止到 2002 年 12 月 31 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

考试：  

（一）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5 年；或取得

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 年。 

（二）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6 年；或取得

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7 年。  

（三）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

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7 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

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8 年。 

（四）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8 

年；（编者注：也就是 1994 年及以前毕业的）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

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9 年。 

（五）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9 年；或

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0 年。 

（六）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

计工作满 12 年。  

（七）取得其他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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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25 年；或取得

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 30 年。 

 

[基础]基础考试每年是什么时候？ 

 每年 10月份某周末的周六一天（2018年 10月 20日）。 

 上午公共基础课 4 小时 8：00~12:00 

 下午专业基础课 4 小时 14:00~18:00。 

 

[基础]基础考试科目和内容是什么？ 

 基础考试分为公共基础和专业基础两部分 

 公共基础：高等数学（包括高数、线代和概率）、化学、物理、理论力学、材料力

学、流体力学、计算机技术、电气技术、信号与信息、法律法规 

 专业基础：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自动控制、热工测量、机械

基础、职业法规 

 

[基础]基础考试题型是什么，分值是多少？ 

全部为单选题，上午公共基础 120题 120分，下午专业基础 60题 120 分；总分 240分。 

 

[基础]公共基础课各科分值比例有吗？ 
I.工程科学基础(共 78 题) 

 数学基础 24题  

 理论力学基础 12题 

 物理基础 12题 

 材料力学基础 l2题 

 化学基础 10题 

 流体力学基础 8题 

Ⅱ．现代技术基础(共 28题) 

 电气技术基础 12题 

 计算机基础 l0 题 

 信号与信息基础 6题 

Ⅲ．工程管理基础(共 14题) 

 工程经济基础 8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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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法规 6题 

 

[基础]专业基础课各科分值比例有吗？ 

 热工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 20题 

 工程流体力学及泵与风机 10题 

 自动控制 9题 

 热工测试技术 9题 

 机械基础 9题 

 职业法规 3题 

 

[基础]公共基础课考试有大纲吗？ 

I．工程科学基础 

一． 数学 

1．1空间解析几何  

向量的线性运算；向量的数量积、向量积及混合积；两向量垂直、平行的条件；直线方

程；平面方程；平面与平面、直线与直线、平面与直线之间的位置关系；点到平面、直

线的距离；球面、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旋转轴为坐标轴的旋转曲面的方程；常用

的二次曲面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影曲线方程。  

1．2微分学  

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的定义及其性质；无穷

小和无穷大的概念及其关系；无穷小的性质及无穷小的比较极限的四则运算；函数连续

的概念；函数间断点及其类型；导数与微分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平面

曲线的切线和法线；导数和微分的四则运算；高阶导数；微分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

函数的切线及法平面和法平面及切法线；函数单调性的判别；函数的极值；函数曲线的

凹凸性、拐点；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概念；二阶偏导数；多元函数的极值和条件极值；多

元函数的最大、最小值及其简单应用。  

1．3积分学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基本积分公式；定积分的基本概念和

性质(包括定积分中值定理)；积分上限的函数及其导数；牛顿一莱布尼兹公式；不定积

分和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有理函数、三角函数的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

的积分；广义积分；二重积分与三重积分的概念、性质、计算和应用；两类曲线积分的

概念、性质和计算；求平面图形的面积、平面曲线的弧长和旋转体的体积。  

1．4无穷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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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项级数的敛散性概念；收敛级数的和；级数的基本性质与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几何

级数与 p级数及其收敛性；正项级数敛散性的判别法；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

敛；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和收敛域；幂级数的和函数；函数的泰勒级数展开；

函数的傅里叶系数与傅里叶级数。  

1．5常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齐次微分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全微分方程；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及解的结构定理；二阶常

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1．6线性代数  

行列式的性质及计算；行列式按行展开定理的应用；矩阵的运算；逆矩阵的概念、性质

及求法；矩阵的初等变换和初等矩阵；矩阵的秩；等价矩阵的概念和性质；向量的线性

表示；向量组的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定；线性方程组求解；矩阵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与性质；相似矩阵的概念和性质；矩阵的相似对角化；二次

型及其矩阵表示；合同矩阵的概念和性质；二次型的秩；惯性定理；二次型及其矩阵的

正定性。  

1．7概率与数理统计  

随机事件与样本空间；事件的关系与运算；概率的基本性质；古典型概率；条件概率；

概率的基本公式；事件的独立性；独立重复试验；随机变量；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离

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常见随机变量的分布；随机变

量的数学期望、方差、标准差及其性质；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矩、协方差、相关

系数及其性质；总体；个体；简单随机样本；统计量；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

x分布；t分布；F分布；点估计的概念；估计量与估计值；矩估计法；最大似然估计法；

估计量的评选标准；区间估计的概念；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区间估计；两个正

态总体的均值差和方差比的区间估计；显著性检验；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

检验。  

二．物理学 

2．1热学  

气体状态参量；平衡态；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的统计解释；自由

度；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原理；理想气体内能；平均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程；麦克斯韦速

率分布律；方均根速率；平均速率；最概然速率；功；热量；内能；热力学第一定律及

其对理想气体等值过程的应用；绝热过程；气体的摩尔热容量；循环过程；卡诺循环；

热机效率；净功；致冷系数；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其统计意义；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  

2．2波动学  

机械波的产生和传播；一维简谐波表达式；描述波的特征量；阵面，波前，波线；波的

能量、能流、能流密度；波的衍射；波的干涉；驻波：自由端反射与固定端反射；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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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强级；多普勒效应。  

2．3光学  

相干光的获得；杨氏双缝干涉；光程和光程差；薄膜干涉；光疏介质；光密介质；迈克

尔逊干涉仪；惠更斯一菲涅尔原理；单缝衍射；光学仪器分辨本领；射光栅与光谱分析；

x射线衍射；喇格公式；自然光和偏振光；布儒斯特定律；马吕斯定律；双折射现象。  

三．化学 

3．1物质的结构和物质状态  

原子结构的近代概念；原子轨道和电子云；原子核外电子分布；原子和离子的电子结构；

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元素周期表；周期族：元素性质及氧化物及其酸碱性。离子键

的特征；共价键的特征和类型；杂化轨道与分子空间构型；分子结构式；键的极性和分

子的极性；分子间力与氢键；晶体与非晶体；晶体类型与物质性质。  

3．2溶液  

溶液的浓度；非电解质稀溶液通性；渗透压；弱电解质溶液的解离平衡：分压定律；解

离常数；同离子效应；缓冲溶液；水的离子积及溶液的 pH值；盐类的水解及溶液的酸

碱性；溶度积常数；溶度积规则。  

3．3化学反应速率及化学平衡  

反应热与热化学方程式；化学反应速率；温度和反应物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活化能

的物理意义；催化剂；化学反应方向的判断；化学平衡的特征；化学平衡移动原理。  

3．4氧化还原反应与电化学  

氧化还原的概念；氧化剂与还原剂；氧化还原电对；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原电

池的组成和符号；电极反应与电池反应；标准电极电势；电极电势的影响因素及应用；

金属腐蚀与防护。  

3. 5有机化学 

有机物特点、分类及命名；官能团及分子构造式；同分异构；有机物的重要反应：加成、

取代、消除、氧化、催化加氢、聚合反应、加聚与缩聚；基本有机物的结构、基本性质

及用途：烷烃、 烯烃、炔烃芳烃、卤代烃、醇、苯酚、醛和酮、羧酸、酯；合成材料：

高分子化合物、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工程塑料。  

四．理论力学 

4．1静力学  

平衡；刚体；力；约束及约束力；受力图；力矩；力偶及力偶矩；力系的等效和简化；

力的平移定理；平面力系的简化；主矢；主矩；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式；物

体系统(含平面静定桁架)的平衡；摩擦力；摩擦定律；摩擦角；摩擦自锁。  

4．2运动学  

点的运动方程；轨迹；速度；加速度；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平动和绕定轴转动；

角速度；角加速度；刚体内任一点的速度和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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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动力学  

牛顿定律；质点的直线振动；自由振动微分方程；固有频率；周期；振幅；衰减振动；

阻尼对自由振动振幅的影响一振幅衰减曲线；受迫振动；受迫振动频率；幅频特性；共

振；动力学普遍定理；动量；质心；动量定理及质心运动定理；动量及质心运动守恒；

动量矩；动量矩定理；动量矩守恒；刚体定轴转动微分方；转动惯量；回转半径；平行

轴定理；功；动能；势能；动能定理及机械能守恒；达朗贝原理；惯性力；刚体作平动

和绕定轴转动(转轴垂直于刚体的对称面)时惯性力系的简化；动静法。  

五．材料力学 

5．1材料在拉伸、压缩时的力学性能  

低碳钢、铸铁拉伸、压缩实验的应力一应变曲线；力学性能指标。  

5．2拉伸和压缩  

轴力和轴力图；杆件横截面和斜截面上的应力；强度条件；虎克定律；变形计算。  

5．3剪切和挤压  

剪切和挤压的实用计算；剪切面；挤压面；剪切强度；挤压强度。  

5．4扭转  

扭矩和扭矩图；圆轴扭转切应力；切应力互等定理；剪切虎克定律；圆轴扭转的强度条

件；扭转角计算及刚度条件。  

5．5截面几何性质  

静矩和形心；惯性矩和惯性积；平行轴公式；形心主轴及形心主惯性矩概念。  

5．6弯曲  

梁的内力方程；剪力图和弯矩图；分布载荷、剪力、弯矩之间的微分关系；正应力强度

条件；切应力强度条件；梁的合理截面；弯曲中心概念；求梁变形的积分法、叠加法。  

5．7应力状态  

平面应力状态分析的解析法和应力圆法；主应力和最大切应力；广义虎克定律；四个常

用的强度理论。  

5．8组合变形  

拉／压一弯组合、弯一扭组合情况下杆件的强度校核；斜弯曲。  

5．9 压杆稳定  

压杆的临界载荷；欧拉公式；柔度；临界应力总图；压杆的稳定校核。  

六、流体力学 

6．1流体的主要物性与流体静力学  

流体的压缩性与膨胀性；流体的粘性与牛顿内磨檫定律；流体静压强及其特性；重力作

用下静水压强的分布规律；作用于平面的液体总压力的计算。  

6．2流体动力学基础  

以流场为对象描述流动的概念；流体运动的总流分析；恒定总流连续性方程、能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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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量方程的运用。  

6．3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  

沿程阻力损失和局部阻力损失；实际流体的两种流态一层流和紊流；圆管中层流运动；

紊流运动的特征；减小阻力的措施。  

6．4孔口管嘴管道流动  

孔口自由出流、孔口淹没出流；管嘴出流；有压管道恒定流；管道的串联和并联。  

6．5明渠恒定流  

明渠均匀水流特性；产生均匀流的条件；明渠恒定非均匀流的流动状态；明渠恒定均匀

流的水平力计算。  

6．6渗流、井和集水廊道  

土壤的渗流特性；达西定律；井和集水廊道。  

6．7相似原理和量纲分析  

力学相似原理；相似准数；量纲分析法。  

Ⅱ．现代技术基础 

七．电气与信息 

7．1电磁学概忿  

电荷与电场；库仑定律：高斯定理；电流与磁场；安培环路定律；电磁感应定律；洛仑

兹力。  

7．2 电路知识  

电路组成；电路的基本物理过程；理想电路元件及其约束关系；电路模型；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支路电流法；等效电源定理；迭加原理；正弦交流电的时间函数描述；

阻抗；正弦交流电的相量描述；复数阻抗；交流电路稳态分析的相量法；交流电路功率；

功率因数；三相配电电路及用电安全；电路暂态；R—c、R—L电路暂态特性；电路频率

特性；R—c、R-L电路频率特性。  

7．3电动机与变压器  

理想变压器；变压器的电压变换、电流变换和阻抗变换原理；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启

动、反转及调速方法；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特性；简单继电一接触控制电路。  

7．4信号与信息  

信号；信息；信号的分类；模拟信号与信息；模拟信号描述方法；模拟信号的频谱；模

拟信号增强；模拟信号滤波；模拟信号变换；数字信号与信息；数字信号的逻辑编码与

逻辑演算；数字信号的数值编码与数值运算。  

7．5模拟电子技术  

晶体二极管；极型晶体三极管；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射极跟随器与

阻抗变换；运算放大器；反相运算放大电路；同相运算放大电路；基于运算放大器的比

较器电路；二极管单相半波整流电路；二极管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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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数字电子技术  

与、或、非门的逻辑功能；简单组合逻辑电路；D触发器；JK触发器数字寄存器；脉冲

计数器。  

7．7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系统组成；计算机的发展；计算机的分类；计算机系统特点；计算机硬件系统组

成；CPU；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及控制系统；总线；数模／模数转换；计算机软件

系统组成；系统软件；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定义；操作系统特征；操作系统功能；操作

系统分类；支撑软件；应用软件；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  

7．8信息表示  

信息在计算机内的表示；二进制编码；数据单位；计算机内数值数据的表示；计算机内

非数值数据的表示；信息及其主要特征。  

7．9常用操作系统  

Windows发展；进程和处理器管理；存储管理；文件管理；输入／输出管理；设备管理；

网络服务。  

7．10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网络概念；网络功能；网络组成；网络分类；局域网；广域网；

因特网；网络管理；网络安全；Wi ndows系统中的网络应用；信息安全；信息保密。工

程管理基础。 

八．法律法规 

8．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总则；建筑许可；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建筑工程监理；建筑安全生产管理；建筑工程

质量管理；法律责任。  

8．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总则；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8．3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总则；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和中标；法律责任。  

8．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违约责任；其他规定。  

8．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总则；行政许可的设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行政许可的费用。  

8．6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总则；节能管理；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节能技术进步；激励措施；法律责任。  

8．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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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环境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责任。  

8．8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总则；资质资格管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发包与承包；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

实施；监督管理。  

8．9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总则；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施工单位的质量

责任和义务；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工程质量保修。  

8．10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总则；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及其他有关单位的安全责任；施工单位

的安全责任；监督管理；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  

九．工程经济 

9．1资金的时间价值  

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息及计算；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现金流量及现金流量图；资金

等值计算的常用公式及应用；复利系数表的应用。  

9．2财务效益与费用估算  

项目的分类；项目计算期；财务效益与费用；营业收入；补贴收入；建设投资；建设期

利息；流动资金；总成本费用；经营成本；项目评价涉及的税费；总投资形成的资产。  

9．3资金来源与融资方案  

资金筹措的主要方式；资金成本；债务偿还的主要方式。  

9．4财务分析  

财务评价的内容；盈利能力分析(财务净现值、财务内部收益率、项目投资回收期、总

投资收益率、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偿债能力分析(利息备付率、偿债备付率、资产负

债率)；财务生存能力分析；财务分析报表(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项目资本金现金流量

表、利润与利润分配表、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基准收益率。  

9．5经济费用效益分析  

经济费用和效益；社会折现率；影子价格；影子汇率；影子工资；经济净现值；经济内

部收益率；经济效益费用比。  

9．6不确定性分析  

盈亏平衡分析(盈亏平衡点、盈亏平衡分析图)；敏感性分析(敏感度系数、临界点、敏

感性分析图)。  

9．7方案经济比选  

方案比选的类型；方案经济比选的方法(效益比选法、费用比选法、最低价格法)；计算

期不同的互斥方案的比选。  

9．8改扩建项目经济评价特点  

改扩建项目经济评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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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价值工程  

价值工程原理；实施步骤。 

 

[基础]专业基础课考试有大纲吗？ 

十、热工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  

1 0．1基本概念  

热力学系统 状态 平衡 状态参数 状态公理 状态方程 热力参数及坐标图 功和热量 

热力过程 热力循环 单位制  

l 0．2准静态过程 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  

10．3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 内能 焓 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开口系统和闭口系统的表达式 储

存能 稳定流动能量方程及其应用  

1 0．4气体性质  

理想气体模型及其状态方程 实际气体模型及其状态方程 压缩因子临界参数 对比态及

其定律 理想气体比热 混合气体的性质  

1 0．5理想气体基本热力过程及气体压缩  

定压 定容 定温和绝热过程 多变过程气体压缩轴功 余隙 多极压缩和中间冷却 ．  

1 0．6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及表述 卡诺循环和卡诺定理 熵 孤立系统熵增原理  

10．7水蒸汽和湿空气  

蒸发 冷凝 沸腾 汽化 定压发生过程 水蒸气图表 水蒸气基本热力过程 湿空气性质 

湿空气焓湿图 湿空气基本热力过程  

1 0．8气体和蒸汽的流动  

喷管和扩压管 流动的基本特性和基本方程 流速 音速 流量 临界状态 绝热节流  

10．9动力循环 朗肯循环 回热和再热循环 热电循环 内燃机循环  

10．10致冷循环  

空气压缩致冷循环 蒸汽压缩致冷循环 吸收式致冷循环 热泵 气体的液化  

10．11导热理论基础  

导热基本概念 温度场 温度梯度 傅里叶定律 导热系数导热微分方程 导热过程的单值

性条件  

10．12稳态导热  

通过单平壁和复合平壁的导热 通过单圆筒壁和复合圆筒壁的导热 临界热绝缘直径 通

过肋壁的导热 肋片效率 通过接触面的导热  

二维稳态导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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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非稳态导热  

非稳态导热过程的特点 对流换热边界条件下非稳态导热 诺模图 集总参数法 常热流

通量边界条件下非稳态导热  

l0．14导热问题数值解  

有限差分法原理 问题导热问题的数值计算 节点方程建立节点方 程式求解 非稳态导

热问题的数值计算 显式差分格式及其稳定性 隐式差分格式  

10．15对流换热分析  

对流换热过程和影响对流换热的因素 对流换热过程微分方程式 对流换热微分方程组 

流动边界层 热边界层 边界层换热微分方程 组及其求解 边界层换热积分方程组及其

求解 动量传递和热量传递  

的类比 物理相似的基本概念 相似原理 实验数据整理方法  

10．16单相流体对流换热及准则方程式  

管内受迫流动换热 外掠圆管流动换热 自然对流换热 自然对流与 受迫对流并存的混

合流动换热  

10．17凝结与沸腾换热  

凝结换热基本特性 膜状凝结换热及计算 影响膜状凝结换热的因素及增强换热的措施 

沸腾换热 饱和沸腾过程曲线 大空间泡态沸腾换热及计算 泡态沸腾换热的增强  

10．18热辐射的基本定律  

辐射强度和辐射力 普朗克定律 斯蒂芬一波尔兹曼定律 兰贝特余弦定律 基尔霍夫定

律  

10．19辐射换热计算  

黑表面间的辐射换热 角系数的确定方法 角系数及空间热阻 灰表面间的辐射换热 有

效辐射 表面热阻 遮热板 气体辐射的特点 气体吸收定律 气体的发射率和吸收率 气

体与外壳间的辐射换热 太阳辐射  

l0．20传热和换热器  

通过肋壁的传热 复合换热时的传热计算 传热的削弱和增强平均温度差 效能一传热单

元数 换热器计算  

十一、工程流体力学及泵与风机  

11．1流体动力学  

流体运动的研究方法 稳定流动与非稳定流动 理想流体的运动方程式 实际流体的运动

方程式 柏努利方程式及其使用条件  

11．2相似原理和模型实验方法  

物理现象相似的概念 相似三定理 方程和因次分析法 流体力学模型研究方法 实验数

据处理方法  

11．3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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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流与紊流现象 流动阻力分类 圆管中层流与紊流的速度分布 层流和紊流沿程阻力系

数的计算 局部阻力产生的原因和计算方法 减  

少局部阻力的措施  

11．4管道计算  

简单管路的计算 串联管路的计算 并联管路的计算  

11．5特定流动分析  

势函数和流函数概念 简单流动分析 圆柱形测速管原理 旋转气流性质 紊流射流的一

般特性 特殊射流  

11．6气体射流压力波传播和音速概念 可压缩流体一元稳定流动的基本方程渐缩喷管与

拉伐尔管的特点 实际喷管的性能  

11．7泵与风机与网络系统的匹配  

泵与风机的运行曲线 网络系统中泵与风机的工作点 离心式泵或风机的工况调节 离心

式泵或风机的选择 气蚀 安装要求  

十二、自动控制  

12．1自动控制与自动控制系统的一般概念  

“控制工程”基本含义 信息的传递 反馈及反馈控制 开环及闭环控制系统构成 控制系

统的分类及基本要求  

12．2控制系统数学模型  

控制系统各环节的特性 控制系统微分方程的拟定与求解 拉普拉斯变换与反变换 传递

函数及其方块图  

1 2．3线性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基本调节规律及实现方法 控制系统一阶瞬态响应 二阶瞬态响应频率特性基本概念 频

率特性表示方法 调节器的特性对调节质量的  

影响 二阶系统的设计方法  

12．4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与对象的调节性能  

稳定性基本概念 稳定性与特征方程根的关系 代数稳定判据对象的调节性能指标  

12．5掌握控制系统的误差分析  

误差及稳态误差 系统类型及误差度 静态误差系数  

12．6控制系统的综合与和校正  

校正的概念 串联校正装置的形式及其特性  

继电器调节系统(非线性系统)及校正：位式恒速调节系统、带校正装置的双位调节系统、

带校正装置的位式恒速调节系统  

十三、热工测试技术  

l3．1测量技术的基本知识  

测量 精度 误差 直接测量 间接测量 等精度测量 不等精度测量 测量范围 测量精度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68 页 共 146 页 

稳定性 静态特性 动态特性 传感器传输通道 变换器  

13．2温度的测量  

热力学温标 国际实用温标 摄氏温标 华氏温标 热电材料 热电效应膨胀效应测温原理

及其应用 热电回路性质及理论 热电偶结构及使用方法 热电阻测温原理及常用材料、

常用组件的使用方法 单色辐射温度计 全色辐射温度计 比色辐射温度计 电动温度变

送器  

气动温度变送器 测温布置技术  

13．3湿度的测量  

干湿球温度计测量原理 干湿球电学测量和信号传送传感 光电式露点仪 露点湿度计 

氯化锂电阻湿度计 氯化锂露点湿度计 陶瓷电阻电容湿度计 毛发丝膜湿度计 测湿布

置技术  

13．4压力的测量  

液柱式压力计 活塞式压力计 弹簧管式压力计 膜式压力计波纹管式压力计 压电式压

力计 电阻应变传感器 电容传感器 电感传感器 霍尔应变传感器 压力仪表的选用和安

装  

l3．5流速的测量  

流速测量原理 机械风速仪的测量及结构 热线风速仪的测量原理及结构 L型动压管 圆

柱型三孔测速仪 三管型测速仪 流速测量布置技术  

13．6流量的测量  

节流法测流量原理 测量范围 节流装置类型及其使用方法 容积法测流量 其它流量计 

流量测量的布置技术  

l3．7液位的测量  

直读式测液位 压力法测液位 浮力法测液位 电容法测液位超声波法测液位 液位测量

的布置及误差消除方法  

13．8热流量的测量  

热流计的分类及使用 热流计的布置及使用  

13．9误差与数据处理  

误差函数的分布规律 直接测量的平均值、方差、标准误差、有效数字和测量结果表达 间

接测量最优值、标准误差、误差传播理论、微小误差原则、误差分配 组合测量原理 最

小二乘法原理 组合测量  

的误差 经验公式法 相关系数 回 y]分析 显著性检验及分析 过失误差处理 系统误差

处理方法及消除方法 误差的合成定律  

十四、机械基础  

14．1机械设计的一般原则和程序 机械零件的计算准则 许用应力和安全系数  

14．2运动副及其分类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及其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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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和存在曲柄的条件 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  

14．4凸轮机构的基本类型和应用 直动从动件盘形凸轮轮廓曲线的绘制  

14．5螺纹的主要参数和常用类型 螺旋副的受力分析、效率和自锁螺纹联接的基本类型 

螺纹联接的强度计算 螺纹联接设计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4．6带传动工作情况分析 普通 V带传动的主要参数和选择计算带轮的材料和结构 带

传动的张紧和维护  

14．7直齿圆柱齿轮各部分名称和尺寸 渐开线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和连续传动条件 轮

齿的失效 直齿圆柱齿轮的强度计算 斜齿圆柱齿轮  

传动的受力分析 齿轮的结构 蜗杆传动的啮合特点和受力分析  

蜗杆和蜗轮的材料  

14．8轮系的基本类型和应用 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 周转轮系及其传动比计算  

14．9轴的分类、结构和材料 轴的计算 轴毂联接的类型  

14．10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 滚动轴承的选择计算 

 

[基础]基础考试多少分通过？ 

基础考试总分 240分，往年总分 132分（不分上下午）即可通过。 

 

[基础]基础考试成绩有效期是多久？ 

注册设备师考试基础考试成绩没有有效期一说，即一直有效。 

 

[基础]基础考试可以带书吗？ 

基础考试属于闭卷考试，不可以带任何资料。 

 

[基础]基础考试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B铅笔要正宗；  

 答题卡横竖要注意；  

 科目代码不要忘了填；  

 准考证号不要忘了填和涂；  

 不能带书； 

 注意每道题的时间安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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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基础考试手册是什么？ 

基础考试手册是基础考试时当场发的一本公式集，是注册结构、注册设备、电气、

化工等各专业公用的一本手册，上面含有各科目的部分公式可供考试时参考查询。手册

上下午共用一本，上午考试后收回，下午考试发放，考完后再收回。至今为止，参考手

册是 05版本的，该手册不可以购买。但自 2012年开始，基础考试不再统一配发考试手

册。详情：http://bbs.ehvacr.com/thread-48812-1-1.html 

 

[基础]考试通过有无证书或成绩单没？？ 

基础通过才能报名考专业，自 2010年开始基础通过开始发证书（做为专业报名的资

料）。 

 

 

 

 

 

 

 

 

 

 

 

 

 

 

 

 

 

 

 

 

http://bbs.ehvacr.com/thread-4881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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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基础考试有什么辅导书？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辅导丛书》。机械工业出版社。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编。    

第一册数理化基础；第二册力学基础；第三册电气与信息技术基础；第四册工程

经济与法律法规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72 页 共 146 页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公共基础课精讲精练》。中国电力出版社。刘燕主编。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专业基础课精讲精练》。中国电力出版社。赵静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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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公共基础知识真题解析》。中国电力出版社。钱民刚

主编。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专业基础课历年真题解析与模拟试卷(暖通及空调动力

专业)》。中国电力出版社。赵静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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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基础考试(上)复习教程》。天津大学出版社。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基础考试(下)复习教程》。《注册公用设备工

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基础考试(下)模拟题解》天津大学出版社。王中铮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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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陪你过注册基础系列丛书》， 暖通空调在线技术服务部。小林主编。 

《小林讲解<工程热力学>习题》、《小林整理法律法规复习宝典》、《小林征集注

册基础真题&答案&详解》、《小林收集注册基础题目（第二版 43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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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推荐的辅导书网上有电子版吗？ 

以下资料下载地址：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5960&page=1&fromuid=31321#pid2636

0 

小林陪你过《工程热力学》.pdf (1.47 MB)  

小林整理法律法规复习宝典.pdf (1016.51 KB)  

小林征集注册基础真题&答案&详解.pdf (3.43 MB)  

小林收集注册基础题目（第二版 433 题）.pdf (1.78 MB)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考试专业基础课精讲精练·暖通空调及动力（修订版）.pdf (7.6 MB)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 2010公共基础课精讲精练·给水排水、暖通空调及动力专业 

法律法规及仿真试题讲解原创山寨书.part1.rar (3.91 MB)  

法律法规及仿真试题讲解原创山寨书.part2.rar (3.91 MB)  

法律法规及仿真试题讲解原创山寨书.part3.rar (3.91 MB) 

法律法规及仿真试题讲解原创山寨书.part4.rar (3.91 MB)  

法律法规及仿真试题讲解原创山寨书.part5.rar (1.59 MB) 

 配套讲义（法律法规）.rar (142.79 KB) 

 

 2011《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公共基础课精讲精练》刘燕.part1.rar  

 2011《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公共基础课精讲精练》刘燕.part3.rar  

 2011《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公共基础课精讲精练》刘燕.part2.rar  

 2012《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专业基础课精讲精练—暖通空调及动力专业》赵静

野.rar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复习教程(天大版).part1.rar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复习教程(天大版).part2.rar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5960&page=1&fromuid=31321#pid26360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5960&page=1&fromuid=31321#pid26360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189&k=3bf21ad0bab1d0d2b9b962a9c90646ac&t=1252635258&sid=ff7aEyLeGVMJFyNDQq0InH1Ju8eC8Ce0nf4vmZcVJsn4wfA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9064&k=836dbadce0cf593e94816c13145da12d&t=1252635181&sid=7524hOPabwR%2BVy%2F%2FQ%2BPoyTaiTMA2OE9nI69EU7nyiyEY84E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12631&k=699ba6aa907520338dd5f2f003e97580&t=1253273951&sid=db7dku%2B2elvU2MXIqZdlNTxpdj54kUf6IHwnriHzM9VL%2FiM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12628&k=1976b1101a7f3801845d3bb4450ddb6d&t=1253273952&sid=cec5uXWnDfgyyDPRCkteJ9rnKZhoOFcSgHSDJO4cVq9sKsc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816&k=173b0d414e2d3ec13fdfdea707a9f113&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thread-40935-1-1.html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cyOTR8Mjg0NWM4M2N8MTI3MTc1ODAyMnw0NWI3NEdBS2dqS1NJdHZWN3JpOExJTWg4aE5lTDBIaHBmeVNGekFid0ttTWZM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cyOTV8NjhkMDUwNTB8MTI3MTc1ODAyMnw0NWI3NEdBS2dqS1NJdHZWN3JpOExJTWg4aE5lTDBIaHBmeVNGekFid0ttTWZM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cyOTZ8OTYwMTI1YTh8MTI3MTc1ODAyMnw0NWI3NEdBS2dqS1NJdHZWN3JpOExJTWg4aE5lTDBIaHBmeVNGekFid0ttTWZM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cyOTd8Yzc3ZGY1MzV8MTI3MTc1ODAyMnw0NWI3NEdBS2dqS1NJdHZWN3JpOExJTWg4aE5lTDBIaHBmeVNGekFid0ttTWZM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cyOTN8NjJkNTI5MDB8MTI3MTc1ODAyMnw0NWI3NEdBS2dqS1NJdHZWN3JpOExJTWg4aE5lTDBIaHBmeVNGekFid0ttTWZM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k4MjZ8Njc4YjljYzZ8MTMxMzQ5NjA3OHxkZTVlT1E5NmNrK1BUM2ozejBnQ3Z3MGVuOXdHdzU3NWVhRVNWUFo3L1F2dXl5Q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1NDB8ZTlkMWI0MDh8MTM3MzIwNjY5NHwzMTMyMXw1ODU3M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1NDJ8MDRhNWIyZjF8MTM3MzIwNjY5NHwzMTMyMXw1ODU3M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1NDF8N2U5NTU5NmJ8MTM3MzIwNjY5NHwzMTMyMXw1ODU3M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1Mzh8M2I1NDA0N2R8MTM3MzIwNjgyOXwzMTMyMXw1ODU3MA%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1Mzh8M2I1NDA0N2R8MTM3MzIwNjgyOXwzMTMyMXw1ODU3MA%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MTF8NDBlNGE0N2R8MTM3MzIwNjkyOHwzMTMyMXw1NjYwNg%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MTJ8NDc3NjZhZDB8MTM3MzIwNjkyOHwzMTMyMXw1NjYwN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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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复习教程(天大版).part3.rar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复习教程(天大版).part4.rar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复习教程(天大版).part5.rar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复习教程(天大版).part6.rar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复习教程(天大版).part7.rar  

20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复习教程(天大版).part8.rar 

 

上海德才教育培训机构注册暖通专业基础考试 （培训视频下载）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基础考试复习题集 暖通空调专业.part01.rar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基础考试复习题集 暖通空调专业.part04.rar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基础考试复习题集 暖通空调专业.part03.rar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基础考试复习题集 暖通空调专业.part02.rar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基础考试复习题集 暖通空调专业.part05.rar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基础考试复习题集 暖通空调专业.part06.rar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基础考试复习题集 暖通空调专业.part07.rar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基础考试复习题集 暖通空调专业.part08.rar  

 2012《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公共基础知识真题解析》钱民刚—中国电力出版社.rar 

2013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试专业基础课历年真题解析与模拟试卷(暖通及空调动力专

业)【合】.pdf 

 

[基础]法律法规考试部分的文件哪里下载？ 

以下资料下载地址（仅供参考）：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MTN8NjBmMjUwMmR8MTM3MzIwNjkyOHwzMTMyMXw1NjYwNg%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MTR8YmI4Y2I4OGN8MTM3MzIwNjkyOHwzMTMyMXw1NjYwNg%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MjJ8Y2E3ODcxZmZ8MTM3MzIwNjkyOHwzMTMyMXw1NjYwNg%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MjN8NDc3NGRmZTh8MTM3MzIwNjkyOHwzMTMyMXw1NjYwNg%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MjR8YzQzMTUzNGZ8MTM3MzIwNjkyOHwzMTMyMXw1NjYwNg%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5MjV8OWEyMDkwZTl8MTM3MzIwNjkyOHwzMTMyMXw1NjYwNg%3D%3D
http://bbs.ehvacr.com/thread-33826-1-1.html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3MzB8YWJhNjkzODh8MTM0NTEyNzk1N3wzMTMyMXw0NzI1O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3MzN8MmQ3NDJlODd8MTM0NTEyNzk1N3wzMTMyMXw0NzI1O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3MzJ8MGNlZDIyODV8MTM0NTEyNzk1N3wzMTMyMXw0NzI1O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3MzF8ZTlhYzU2Zjl8MTM0NTEyNzk1N3wzMTMyMXw0NzI1O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3Mzd8ZmE0YzljMDV8MTMzMDMxNjk3N3wzMTMyMXw0NzI1O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3Mzh8YzBmOGJhYjZ8MTMzMDMxNjk3N3wzMTMyMXw0NzI1O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3Mzl8NjgwNzYyN2Z8MTMzMDMxNjk3N3wzMTMyMXw0NzI1O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3NDB8YmQ1ODc4NTl8MTMzMDMxNjk3N3wzMTMyMXw0NzI1O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1ODN8OTg2OWMyYWJ8MTM3MzIwNjU4OHwzMTMyMXw1ODY0MA%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wNTd8MWI3OGY0NzV8MTM3MzIwNTk1MXwzMTMyMXw2MDMyOA%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wNTd8MWI3OGY0NzV8MTM3MzIwNTk1MXwzMTMyMXw2MDMyO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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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5960&page=1&fromuid=31321#pid263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rar (11.28 KB)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rar (7.57 KB)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rar (6.45 KB)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rar (14.62 KB)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rar (6.74 KB)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rar (11.1 KB)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rar (12.9 KB)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rar (28.07 KB)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rar (12.07 KB)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rar (11.9 KB)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rar (10.24 KB) 

 

[基础]网上有考试的模拟卷下载么？ 

以下资料下载地址：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5960&page=1&fromuid=31321#pid26363 

公共基础模拟试题 1.rar (480.15 KB)  

公共基础模拟试题 2.rar (564.1 KB)  

公共基础模拟试题 3.rar (546.09 KB)  

公共基础模拟试题 4.rar (2.89 MB) 

 

[基础]网上能找到历年考试真题下载么？ 

以下资料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eTgMMD8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5960&page=1&fromuid=31321#pid26361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730&k=7f89230cdad27d487f5fbeb0c1380fb7&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731&k=a0618acff83ccba8e23c06aa6f45dc82&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732&k=7044dbe18e6e2d9da8699352154db6e4&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733&k=a043df97a946efa79ace4296dcef5d6c&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823&k=d868073db96a769228497e835b6033bf&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824&k=5564e673e5303ed52c3e25ce599a9a9a&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825&k=00492c330a176dd7ed8c17c4766dbfd2&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826&k=f6ab29ae7a2e26dd9b91935639ff4d1c&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827&k=4fe07f650f7c851584b4666c369cd46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828&k=ffdc8ed1833b49d5b63cf30a362a0270&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829&k=320b3f952012baa1895b683072a25574&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5960&page=1&fromuid=31321#pid26363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92&k=9682bb612a6a4a44a4edb6af5bb4298d&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93&k=116040bb373ca0ca52c1e78846349841&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99&k=d31f22c7c77312cf52fe1401bf45691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0&k=5c33f1463dd61261e758f2e461f449ed&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s://pan.baidu.com/s/1eTgMM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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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基础考试题及答案（上午）.rar (148.29 KB)  

2005注册公用设备考试公共基础完整真题.pdf (7.14 MB)  

2005 注册公用设备暖动专业基础完整真题扫描版.pdf (129.35 KB) 

2006年 2007 年公共基础课考试真题完整扫描版.rar (2.34 MB)  

2006 注册公用设备暖动专业基础完整真题扫描版.pdf (137.79 KB)  

2007 注册公用设备暖动专业基础完整真题扫描版.pdf (3.99 MB)  

2008注册设备师公共基础课完整真题.pdf (11.62 MB) 

2008注册公用设备专业基础完整真题扫描版.pdf (2.35 MB) 

2009注册设备师公共基础课整理版完整真题.rar (3.08 MB)  

2009注册设备师专业基础课完整真题拍摄版.pdf (2.99 MB)  

2010注册设备师公共基础完整真题照片拍摄版.pdf (3.74 MB) 

2010注册设备工程师专业基础真题.rar  

2011注册设备师公共基础完整真题照片拍摄版.pdf (3.74 MB) 

2011注册设备工程师专业基础真题.rar  

2012年暖动专业基础考题及解析.pdf 

2012年专业基础原题.pdf 

2013年暖通动力公共基础真题（上午）——高清免费版 

2013年暖通动力专业基础真题（下午）——高清免费版 

2014注册设备师考试暖动基础真题——公共基础篇（照片实拍版） 

 

[基础]网上有什么课件下载么？ 

以下资料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eTgMMD8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9685&k=8468c915126a7d2d1798f4b611140160&t=1251976996&fid=52&sid=5f7elw3LBr7Fs8QiB%2F%2FaCet01ai5ExAri3PfqyxVaTw%2Fb3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910&k=1011498f17e9b328b784b35f21384036&t=1251532599&sid=524ajoG3fLURWOhJGgkQE5XVcztEob%2FfCCEw185wDVjeEJ0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k3MTZ8YTQzNjE0M2N8MTMxMzQ5NDk0NXxhOGZlRlBNdi9QZHBlZmtib0w3MUlPTDQwbFFtcWJESjZna0hBRksvclJUeTZjU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875&k=015f245c31be17f7a76935875a5fac06&t=1245731128&sid=1f717f0pQq3HdFwnlhd4P4iQGwcz840c9ncjxSmM9SMKsQ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k3MTd8ZmVmZTQ3Yzd8MTMxMzQ5NDk0NXxhOGZlRlBNdi9QZHBlZmtib0w3MUlPTDQwbFFtcWJESjZna0hBRksvclJUeTZjU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k3MTh8NzQ2OTU5ZTB8MTMxMzQ5NDk0NXxhOGZlRlBNdi9QZHBlZmtib0w3MUlPTDQwbFFtcWJESjZna0hBRksvclJUeTZjU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7770&k=df3e8862037a25e6c9ea5ce5a98fe036&t=1245730920&sid=bab8d87Ulat86ekrGHTDE025Ve3O3necJyINnRj%2BFjibeTo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EwOTV8ZTI3ZjkxYTZ8MTI4NTI5MTIwOHwxZGNkdWNvZ3J6emZQdlhzUVJtZ0g4VmJ6SXFVM3BOM3A0ejhYaXdoUVIwQnJYW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EyOTB8MjlkNWIzMzF8MTI4NTI5MTE1Nnw4MzdlZGpIUGxJZVZmM2hsWmlUb3NKaHN0STYzMXA0ZWsxRHdTMmREbE1vUTcrW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E1MjR8NmRlYjU5ZDJ8MTI4NTI5MTM0M3xiNTMzV2JsQU1XT0lPeVpmblIydzNqMUZwT1Z1a3d3TFZNem9kT3N2YlpMREFaV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c2MDh8NTMxNjQ0NTF8MTM0NTEyOTQzMXwzMTMyMXw1MjU3N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E1MjR8NmRlYjU5ZDJ8MTI4NTI5MTM0M3xiNTMzV2JsQU1XT0lPeVpmblIydzNqMUZwT1Z1a3d3TFZNem9kT3N2YlpMREFaV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c2MDh8NTMxNjQ0NTF8MTM0NTEyOTQzMXwzMTMyMXw1MjU3Nw%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3MDB8YmQwYTg4NjJ8MTM3MzIwNzI2NnwzMTMyMXw1MzU0NQ%3D%3D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2NTJ8MDRlZjQxNjV8MTM3MzIwNzI2NnwzMTMyMXw1MzU0NQ%3D%3D
http://bbs.ehvacr.com/thread-67955-1-1.html
https://pan.baidu.com/s/1eTgMM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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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rar (867.39 KB)  

线性代数.rar (1.02 MB)  

电工电子学.rar (17.31 MB)  

概率统计.rar (445.67 KB)  

高等数学.rar (7.2 MB)  

普通物理.rar (155.34 KB)  

工程热力学.rar (5.89 MB)  

工程经济学.rar (504.24 KB)  

自动控制.rar (7.7 MB)  

热工实验.rar (5.62 MB)  

材料力学.rar (839.36 KB)  

理论力学.rar (7.31 MB)  

流体力学.rar (681.53 KB)  

机械设计基础课件 1.rar (3.28 MB)  

机械设计基础课件 2.rar (6.89 MB)  

流体力学.rar (1.14 MB) 

动力学.rar (443.32 KB) 

静力学.rar (1.35 MB) 

运动学.rar (661.75 KB) 

01 第 1讲 绪论.pdf (1.14 MB)  

温度测量.rar (1.93 MB)  

04 第 4讲 湿度测量.rar (749.28 KB)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762&k=01c9d589da2f04c397d925846f1f8efe&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763&k=01ee70f04f3564fac887e4068e779a8e&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1&k=1b24c6bcd908b2ff0a7def7a35574f9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2&k=6afdd73ae30ecbb43c83896771b61930&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3&k=72be042faad0381e9b1cc5939df14e3d&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4&k=6bb22ac1815df261a7f4f6abf84ebe9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5&k=ec9319679e2ef96a88706ea3200c357a&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6&k=b0dff3d76fc5a7bc7a9d6f05096d7a0b&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7&k=cd1b926a9800271c87a8c2ad211445c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8&k=9da1d7530190bfc4d1a4a61fcdd2e3f0&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09&k=08e512010cf28211f17e5dd35a5aaf3b&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10&k=d1723610fb6d20a6d0ff5ce247800172&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5011&k=71b4fc1e4278ec0f634e635cf675fedf&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7779&k=ae1c38be91276ab6680b26c35828b7e1&t=1245732304&sid=332dni%2BPHYbTKQOY0gVItiFz%2Fe1JwVsAWcmfM86Ok46pylw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7780&k=3ef41bb7b817d01359341683dc026d83&t=1245732304&sid=332dni%2BPHYbTKQOY0gVItiFz%2Fe1JwVsAWcmfM86Ok46pylw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046&k=56d1374fc5562c9f02a7b432f81b4c69&t=1245732972&fid=52&sid=d9c2v7Zt7FNlP199PgdkFzmwyxAUy0GwxWPJvgvsZ%2BSRNd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047&k=6d6887234286ebd1ec797a9ad29f0a64&t=1245733018&fid=52&sid=464eedgFDLlq%2BX6w3uHZUEDfhxy45DzM9%2FWgrcn6ARPmMmM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048&k=e92ea9926b7b24a1783d7a4523148aa4&t=1245733018&fid=52&sid=464eedgFDLlq%2BX6w3uHZUEDfhxy45DzM9%2FWgrcn6ARPmMmM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8049&k=5bb1772ef4c6f514e724d08367a3c733&t=1245733018&fid=52&sid=464eedgFDLlq%2BX6w3uHZUEDfhxy45DzM9%2FWgrcn6ARPmMmM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9627&k=9738e48d7bf5966815d327010799af9a&t=1251532176&fid=52&sid=94ddJ%2FbWw4UcqKmuJvgdJjsjyNNby3BNiw6TXOWE0BkzfAA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9628&k=ebbc8f7e38c100d808ecca9198ed7568&t=1251532176&fid=52&sid=94ddJ%2FbWw4UcqKmuJvgdJjsjyNNby3BNiw6TXOWE0BkzfAA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9629&k=2a6106b85aae4bc031983f3dd2d31fd1&t=1251532176&fid=52&sid=94ddJ%2FbWw4UcqKmuJvgdJjsjyNNby3BNiw6TXOWE0Bkz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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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量.rar (1.57 MB)  

流量与流速测量.rar (1.73 MB)  

10 第 10讲 误差的基本概念.rar (694.29 KB)  

注册物理短课.rar (766.26 KB)  

电工学.rar (413.38 KB) 

材料力学.pdf (331.9 KB) 

 线性代数.pdf (278.56 KB) 

课程讲义.part1.rar (4.77 MB) 课程讲义.part2.rar (4.77 MB) 课

程讲义.part3.rar (4.77 MB) 课程讲义.part4.rar (4.77 MB) 课程讲

义.part5.rar (2.15 MB) 课堂练习.rar (56.48 KB) 

 电子电工技术--7月 29日（刘古山）.rar (413.26 KB) 

 普通物理--7月 23日（于明章）.rar (2.27 MB) 

 普通化学--邓子峰（7月 8、9日）.rar (136.28 KB) 

 计算机应用基础--陈荔（7月 8日上午）.rar (4 MB) 

 

[基础]基础课涉及到的大学教材网上有下载么？ 

以下资料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eTgMMD8 

1 概率统计复习和解题指导.rar (2.31 MB)  

1 矢量分析与场论.rar (935.2 KB)  

1 线性代数.rar (1.32 MB)  

2 普通物理精选试题解.rar (3.97 MB)  

2 普通物理热学概念与解题分析.rar (8.45 MB)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9630&k=ac72350ede0c6dd037f21e89129028fd&t=1251532176&fid=52&sid=94ddJ%2FbWw4UcqKmuJvgdJjsjyNNby3BNiw6TXOWE0BkzfAA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9631&k=eba905f54a1a941052cdd737fcc254c8&t=1251532176&fid=52&sid=94ddJ%2FbWw4UcqKmuJvgdJjsjyNNby3BNiw6TXOWE0BkzfAA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9633&k=dbb166ead55a0274b5181545d3c4d93d&t=1251532176&fid=52&sid=94ddJ%2FbWw4UcqKmuJvgdJjsjyNNby3BNiw6TXOWE0BkzfAA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12705&k=bafa8c000efa5bb6aaa2a146b5e201d9&t=1253359635&fid=52&sid=803alnjFOZKCnoYJcUVCsrydMn16Htt6JDvk%2FKT%2Bb1wqiLA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12703&k=c0fd972d56ac057ab8f47c53bd83530a&t=1253359643&fid=52&sid=2cb8hZxtAy%2FzpaJWHGPFCEBn4xyBtcsL4%2FN7lrbAg9G7vI8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14303&k=f4f239e57aa7c57d9db924dcc374e2af&t=1258341668&fid=52&sid=0faeXxGtzI1ipeAGdGdoyvg7%2FuqtXVn9VGvW5cJMdUrWdh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14304&k=829472c3a723698d3709a1b5a162cc85&t=1258341668&fid=52&sid=0faeXxGtzI1ipeAGdGdoyvg7%2FuqtXVn9VGvW5cJMdUrWdh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DN8OWU5MjE1NGF8MTMxMzQ5NTkyNnw1NzA3THp6T1U1SXNseFpweHdidTBSdW5UY2dwY1dTVkd2Um9nczZoNzdMbE5Sa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DR8ZWFjZTE1YTh8MTMxMzQ5NTcyN3w4ZWE1RVEvVCtSQm1aT3FKSUFua09KS056NytUMC94R0ZWT1hmaHBsdkpjQkhB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DV8NTJhYjg2NDd8MTMxMzQ5NTcyN3w4ZWE1RVEvVCtSQm1aT3FKSUFua09KS056NytUMC94R0ZWT1hmaHBsdkpjQkhB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DV8NTJhYjg2NDd8MTMxMzQ5NTcyN3w4ZWE1RVEvVCtSQm1aT3FKSUFua09KS056NytUMC94R0ZWT1hmaHBsdkpjQkhB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DZ8N2RmMjU1NDZ8MTMxMzQ5NTcyN3w4ZWE1RVEvVCtSQm1aT3FKSUFua09KS056NytUMC94R0ZWT1hmaHBsdkpjQkhB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Th8ZjU5MjI2NDJ8MTMxMzQ5NTgyOXxjNWM4T2ZQYmR6RGZxdmMyTlVLSEpncGdaTkZpUHpUdVJzQVZqaHRnVjc5cHN6c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Th8ZjU5MjI2NDJ8MTMxMzQ5NTgyOXxjNWM4T2ZQYmR6RGZxdmMyTlVLSEpncGdaTkZpUHpUdVJzQVZqaHRnVjc5cHN6c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Dd8OTFjNGY5NjN8MTMxMzQ5NTcyN3w4ZWE1RVEvVCtSQm1aT3FKSUFua09KS056NytUMC94R0ZWT1hmaHBsdkpjQkhBb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Tl8ZDBmMDg0OGF8MTMxMzQ5NTgyOXxjNWM4T2ZQYmR6RGZxdmMyTlVLSEpncGdaTkZpUHpUdVJzQVZqaHRnVjc5cHN6c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jB8MzFhOGUzZWV8MTMxMzQ5NTgyOXxjNWM4T2ZQYmR6RGZxdmMyTlVLSEpncGdaTkZpUHpUdVJzQVZqaHRnVjc5cHN6c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jF8OGU2MjRjNDR8MTMxMzQ5NTgyOXxjNWM4T2ZQYmR6RGZxdmMyTlVLSEpncGdaTkZpUHpUdVJzQVZqaHRnVjc5cHN6c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3NjJ8MDg0ODEzY2V8MTMxMzQ5NTgyOXxjNWM4T2ZQYmR6RGZxdmMyTlVLSEpncGdaTkZpUHpUdVJzQVZqaHRnVjc5cHN6cw%3D%3D
https://pan.baidu.com/s/1eTgMMD8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1&k=9db2eb9e8f2e12ce214866b01133d13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2&k=a1e03707036d768eca234650ceb1f54c&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3&k=48b6fa0ccdc68215234ec90a01855941&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4&k=5ad46c9e0e2ba883afeda18477423321&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5&k=f5e92d514d86b42dd96f622ad9386f6d&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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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力学例题和习题.rar (3.12 MB)  

3 大学化学教程.rar (3.31 MB)  

3 普通化学.rar (3.68 MB)  

3 普通化学原理.rar (6.29 MB)  

4 理论力学 上册.rar (4.04 MB)  

4 理论力学 下册.rar (3.17 MB)  

4 理论力学思考题解与思考题集.rar (3.78 MB)  

5 材料力学.rar (4.99 MB)  

5 材料力学学习方法及解题指导.rar (4.23 MB)  

6 应用流体力学.rar (3.2 MB)  

7 fortran.rar (4.14 MB)  

7 计算机文化基础.rar (8.89 MB)  

8 电工学（上册）.rar (4.95 MB)  

8 电工学（下册）.rar (4.36 MB)  

8 电工与电子题解精选.rar (4.72 MB)  

8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解题指南.rar (3.69 MB)  

9 工程经济分析.rar (2.64 MB)  

9 工业技术经济学.rar (4.38 MB)  

10 工程热力学常见题型解析及模拟题.rar (6.3 MB)  

11 传热学(第二版).rar (5.27 MB)  

11 传热学重点难点及典型题精解.rar (3.62 MB)  

12 工程流体力学.rar (4.56 MB)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6&k=d4d3ed80fb7d937e578e4a4a597828e9&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7&k=713c00c7f4808ab8885c1c66e35f414b&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8&k=93c9f0c812b13cae9213919c4a101e3e&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59&k=5c459bb031cbaa5cec66d8ff7c8d89c4&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0&k=436a71e21c2a81918b050b2210347ee2&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1&k=b3e73becfbc5e4f5c4ca8fe4fd5ba9b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2&k=8389f69b36b86d08721685c11988f3ba&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3&k=00cd6772581674e574a619fea230413b&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4&k=07bc7775c61b77629819bc77464065da&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5&k=674b785283297e7771e310f250f43ea3&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6&k=bfe6e54179d3ca5caef25b04c6f44470&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7&k=0acfdc629151fc0d67a3e99309b52f0e&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8&k=c51f9bdc6ea8c5c13c69ec7ce54a88d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69&k=622802e40d850f5e570db44972ea8989&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0&k=275df667661f8ad19490492fbc2df988&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1&k=7ec1c8a64a759bbbcd5d7cc34413e611&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2&k=7a2096ca984fe701f5182fc9386eef76&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3&k=4fc4d176e260270de3a737c03c1ebdfe&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4&k=eddaedcd5821c6bb1f27325c6d740fcb&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5&k=0e7762ce3b5aeb4f38fd1a1c434f4762&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6&k=2e2cc00445276b4f37ff128fa7bad2aa&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7&k=cd6aac42855af323162a5cc0360da181&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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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流体力学与流体机械.rar (5.87 MB)  

12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第四版）.rar (4.65 MB)  

13 自动控制原理.rar (4.77 MB)  

14 室温自动调节原理和应用.rar (4.36 MB)  

14 制冷与热泵.rar (3.83 MB)  

15 机械原理.rar (7.45 MB)  

泵与风机-西安交大：吴达人.rar (4.85 MB)  

传热学.part1.rar (4.77 MB)  

传热学.part2.rar (4.77 MB)  

传热学.part3.rar (4.77 MB)  

传热学.part4.rar (4.17 MB)  

传热学习题答案-建工 5版 2.rar (366.07 KB) 

传热学重点难点及典型题精解.part1.rar (1000 KB) 下载次数: 42 

传热学重点难点及典型题精解.part2.rar (1000 KB)  

传热学重点难点及典型题精解.part3.rar (1000 KB) 

传热学重点难点及典型题精解.part4.rar (1000 KB)  

传热学重点难点及典型题精解.part5.rar (1000 KB)  

传热学重点难点及典型题精解.part6.rar (687.81 KB) 

工程热力学.part1.rar (4.77 MB)  

工程热力学.part2.rar (973.38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1.rar (1000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2.rar (1000 KB)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9&k=3f5373b7aeb39641a754684d2a0682dc&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78&k=c20e8a2e5db013fa998ffdace3d7184b&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80&k=fae3f39956a2f287e2c77e42b890abe6&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81&k=733ba8496e1557d39299054cf5aac67a&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82&k=2cce01789028ffe7ead362ab4e6e6036&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4983&k=c2bfec501d25293f56be6cabe089f9ba&t=1254051925&sid=f1d76q7JOKSDAAwYTx1jJi8%2BX7TSp1F5uMi5MIZCuWwXxAg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29&k=e34d69d43b1a125a5163e99d76ca8222&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0&k=6cd7b10c9425d280f4bd84fbfc4af90e&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1&k=bc739ca1e72b69d1621d79c4305ce19f&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2&k=88aed094c95828322cd78561376f48bd&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3&k=915e3bd8ea38ccb226debe479b32dc4a&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4&k=fadb9ee5304a4dc4df5f197379557175&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5&k=1bd94dad3e21b8fa0c0a54b3504f4ccc&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84 页 共 146 页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3.rar (1000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4.rar (1000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5.rar (1000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6.rar (1000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7.rar (1000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8.rar (1000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09.rar (1000 KB)  

工程热力学精要分析及典型题精解.part10.rar (978.9 KB) 

工业通风（第三版）.part1.rar (4.77 MB)  

工业通风（第三版）.part2.rar (825.81 KB)  

供热工程.part1.rar (4.77 MB)  

供热工程.part2.rar (3.98 MB)  

锅炉及锅炉房设备.part1.rar (4.77 MB)  

锅炉及锅炉房设备.part2.rar (3.26 MB)  

建筑电气（第二版）.part1.rar (4.77 MB)  

建筑电气（第二版）.part2.rar (2.18 MB)  

空气调节.part1.rar (4.77 MB)  

空气调节.part2.rar (3.44 MB)  

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第二版）.part1.rar (4.77 MB)  

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第二版）.part2.rar (1.46 MB)  

空气洁净技术原理.part1.rar (4.77 MB)  

空气洁净技术原理.part2.rar (4.77 MB)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6&k=6ecd40f5e0a8440dfde511fe9091a2d8&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7&k=edd17d655e61d6e58e35d60646a9d415&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8&k=eabdf71d67667b92592a2e931c44a7a6&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39&k=154d19c81946f20820741e4433c29f2f&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0&k=7dd0083c76f774567bdf1bc590f11970&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1&k=1e363b6cecc1db1fe426d5cd4a3658e1&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2&k=3168d1eedf2231d323deec0d7175a227&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3&k=7ae95b021870d37be90ef88e86dd648b&t=1245730924&sid=18f1IsCzo50COZJn%2FpNadjgec7AVlrROFuzhMbplrTTpVFs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4&k=f8d36466f55acfc0cfc94a4e0e8d081e&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5&k=2dfe4948c5d6f3d43510697df14bb24b&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6&k=edf28eb8ba264563b2fc162391845b03&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7&k=6c1fbc15f9c01db2b5831638629d4f77&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8&k=22d1a0297d069b762a5a8e0bf0fe403c&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49&k=be43edc8cda167db6b3b25fd40b81b34&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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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洁净技术原理.part3.rar (3.67 MB)  

流体力学(龙天渝).part1.rar (4.77 MB)  

流体力学(龙天渝).part2.rar (1.03 MB)  

流体输配管网.part1.rar (4.77 MB)  

流体输配管网.part2.rar (1.72 MB)  

暖通空调.part1.rar (4.77 MB)  

暖通空调.part2.rar (4.77 MB)  

暖通空调.part3.rar (733.36 KB)  

暖通空调工程设计方法与系统分析.part1.rar (4.77 MB)  

暖通空调工程设计方法与系统分析.part2.rar (2.47 MB)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part1.rar (4.77 MB)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part2.rar (2.45 MB)  

制冷原理及设备.part1.rar (4.77 MB)  

制冷原理及设备.part1.rar (4.77 MB)  

制冷原理及设备.part2.rar (3.38 MB)  

燃气输配.part1.rar (4.77 MB)  

燃气输配.part2.rar (1.92 MB)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第四版）.part1.rar (4.77 MB)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第四版）.part2.rar (1.25 MB) 

八戒提供《2010培训内部资料》热工基础模拟.rar  

 

一：公共基础： 

1、高等数学 

    同济大学出版（第六版）上、下册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0&k=373077b83638846c3e6f0c0bf186f412&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1&k=f1b472378cac2b5e411495f53fefcc84&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2&k=b090b95d76dd66361248a32aabfaec64&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4&k=63421903303f503682a88ad4c095f079&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5&k=cb76da8562944e7b885e24d7cbbb0f34&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6&k=c4b967b28630bece74247dc1fd1ae10d&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7&k=aaed4d0fd9440e8b4c800d54f13443a3&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8&k=132358da68aecb273313b1827c9c12b9&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59&k=c7a07a15e6a9652937f38a3b1bae603a&t=1245732272&sid=a754mvLGQPScLkn%2BrrgMHscuVSXBaT5Fla4nrwmaIsx0nSY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0&k=a09085893072a605804b70a76edb3509&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1&k=99977083e0978292486a21c023651c7a&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2&k=c74af433b9b3da4545edae2ef8dbe2bd&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3&k=54ae39865a2076d00325303190b12c09&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3&k=54ae39865a2076d00325303190b12c09&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4&k=a81aa5ed6b1f74dad5be72e145df2260&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5&k=39703e0c374f425e7f6f134f43259e84&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6&k=db51376fa39d1e1679cb16da00283bda&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7&k=a7ec452c8d43cbb51b518b2e9375b01d&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6668&k=1781ec452f91b8fb41393ea91520bbe9&t=1245732420&sid=3388dQjQZ3KsiI%2F6TpXcv5vScd6pW9ODSTYDDm8I5FilrUk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AzMjN8MGIwNjAxM2F8MTM0NTEyOTA2MHwzMTMyMXw0NDMwO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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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六版 高等数学.part1.rar (3.91 MB)  

    同济六版 高等数学.part2.rar (3.91 MB)  

    同济六版 高等数学.part3.rar (2.55 MB)  

   同济第六版下册习题全解指南 

    同济高等数学第六版下册习题全解指南.part1.rar (3.91 MB)  

    同济高等数学第六版下册习题全解指南.part2.rar (1.95 MB)  

2、线性代数 

   同济大学出版（第四版） 

    线性代数同济第四版.pdf (2.1 MB)  

   同济大学出版（第四版）习题答案 

    线性代数（同济第四版）习题答案.pdf (622.95 KB)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教育出版设出版—浙江大学盛骤、谢式千、潘承毅编（第三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三版.part1.rar (3.91 MB)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三版.part2.rar (1.46 MB)  

   高等教育出版设出版—浙江大学盛骤、谢式千、潘承毅编（第三版）课后答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后答案(浙大版 盛骤 谢式千).part1.rar (3.91 MB)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后答案(浙大版 盛骤 谢式千).part2.rar (640.4 

KB)  

4、大学物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王少杰、杜牡、毛俊健主编（第二版）上、下册 

    大学物理.part1.rar (3.91 MB)  

    大学物理.part2.rar (3.91 MB)  

    大学物理.part3.rar (3.91 MB)  

    大学物理.part4.rar (1.89 MB)  

5、普通化学 

   浙江大学（第四版） 

    普通化学.pdf (1006.05 KB)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B8NTZlOGFiZWJ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F8NmE1MTU4ZTN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J8Njc4YmY3OTh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R8NDA4ZGQ4Nzh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N8ZmRlNGQ2ZDF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Z8M2JkYWQ1NzN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d8NmI2NzVkYjl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h8ZDFjNDQxOT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Dl8OGIxZWM3ZW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B8MjJiMTAwZTl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F8ZmY2YzNiNWN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N8N2VmOTkzMWJ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R8NTRmMmU3ZjF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V8MDU0ZmI3ZmR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J8NTUyOWQ3ZD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Z8MGUyNzAwOGV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87 页 共 146 页 

6、理论力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刘延柱、杨海兴、朱本华编著（第二版） 

    理论力学.part1.rar (3.91 MB)  

    理论力学.part2.rar (3.91 MB)  

    理论力学.part3.rar (1.81 MB)  

   高等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组主编（第五版）上、下册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论力学（第五版）.part1.rar (3.91 MB)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论力学（第五版）.part2.rar (3.91 MB)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论力学（第五版）.part3.rar (3.91 MB)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论力学（第五版）.part4.rar (470.22 KB)  

7、材料力学 

   出版社与作者不详。上、下册 

    材料力学.part1.rar (3.91 MB)  

    材料力学.part2.rar (3.91 MB)  

    材料力学.part3.rar (792.8 KB)  

8、流体力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龙天渝、蔡增基编著 

    流体力学(龙天渝).part1.rar (3.91 MB)  

    流体力学(龙天渝).part2.rar (1.89 MB)  

   《工程流体力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莫乃榕主编 

    工程流体力学.part1.rar (3.91 MB)  

    工程流体力学.part2.rar (3.91 MB)  

    工程流体力学.part3.rar (3.91 MB)  

    工程流体力学.part4.rar (3.6 MB)  

9、电子电工技术 

   《电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秦曾煌（第五版）上、下册 

    电工学.part1.rar (3.91 MB)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h8ODhlZDAwYjd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l8YjExNzhhZT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Td8ZGJjZTQ2NGN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jB8YWQ5NTE3MW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jF8YjRlOTE3YTB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jJ8Y2FmYWNhYzl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4NjN8MDQ5OWVmZDR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J8ZmNjZWUwZDB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N8ZjZiMTczMT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F8NmMxNmE4MWV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Z8OWZmYjQ0NmV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V8NzM2MDM2NT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V8MjNkZWVmMTB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Z8YmQ5YWVjZjF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d8ZTc0NzQwZGJ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R8NTQyNTVmY2F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h8Y2ZlNGJjOTV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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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学.part2.rar (3.91 MB)  

    电工学.part3.rar (3.91 MB)  

    电工学.part4.rar (1 MB)  

10、信号与信息技术 

   《信号与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郑君里、应启衍、杨为里主编（第二版）

上、下册 

    信号与系统.part1.rar (3.91 MB)  

    信号与系统.part2.rar (3.91 MB)  

    信号与系统.part3.rar (3.91 MB)  

    信号与系统.part4.rar (50.62 KB)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童诗白、华成英主编（第三版）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part1.rar (3.91 MB)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part2.rar (3.91 MB)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part3.rar (3.91 MB)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part4.rar (2.78 MB)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阎石主编（第四版）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阎石第四版.part1.rar (3.91 MB)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阎石第四版.part2.rar (3.91 MB)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阎石第四版.part3.rar (1.11 MB)  

10、工程经济 

   《工程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冯为民、付晓灵主编 

    工程经济学.pdf (2.99 MB)  

二：专业基础 

1、工程热力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沈维道、蒋智敏（第三版） 

    工程热力学.part1.rar (3.91 MB)  

    工程热力学.part2.rar (1.81 MB)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Dl8ODQ4NWFiZDB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B8NDkwYmQ2YT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F8Mzc3YjkxYzV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J8MmI1YjE3OGN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N8NzAwNGNlNWJ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R8ZmFiZTcwNzF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V8NjMwMWM4NGR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Z8ZDZiYTY1MDd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d8MDNhNGYyNTd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h8NWFlY2NlNjd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Tl8NjdhMzM4YmR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B8Y2VhMGM1NDh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F8OTMwMTc1MDN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J8NjRmNGQxOGV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N8OGU5YzcyYzR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N8MTQ5MjMyYTJ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R8ZGExNTRiNjJ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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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热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章熙民、任泽霈编著（第四版） 

    传热学(第四版).part01.rar (3.91 MB)  

    传热学(第四版).part02.rar (3.91 MB)  

    传热学(第四版).part03.rar (3.91 MB)  

    传热学(第四版).part04.rar (3.91 MB)  

    传热学(第四版).part05.rar (3.91 MB)  

    传热学(第四版).part06.rar (3.91 MB)  

    传热学(第四版).part07.rar (3.91 MB)  

    传热学(第四版).part08.rar (3.91 MB)  

    传热学(第四版).part09.rar (3.07 MB)  

3、流体力学泵与风机（流体力学部分详见公共基础流体力学） 

   《泵与风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吴达人主编 

    泵与风机-西安交大：吴达人.part1.rar (3.91 MB)  

    泵与风机-西安交大：吴达人.part2.rar (970.02 KB)  

4、自动控制 

   《自动控制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潘丰、张开如主编 

    自动控制原理.part1.rar (3.91 MB)  

    自动控制原理.part2.rar (3.91 MB)  

    自动控制原理.part3.rar (1.4 MB)  

5、热工测试技术 

   《测量学》—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高井祥、张书毕主编 

    教材-测量学.part1.rar (3.91 MB)  

    教材-测量学.part2.rar (3.91 MB)  

    教材-测量学.part3.rar (763.27 KB)  

6、机械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杨可桢主编（第五版）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V8YWRiZTU3Mzd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Z8NjJhNWNiYzd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d8YTdlMDIzMWR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h8ZjVhNmU5ZTh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l8OTk4NzYyZTV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B8NWRjMjE0YzN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F8ZWZlMzc4N2R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J8OWYwNzQyYzd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jR8MmMxN2Q1NTF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d8MzFiMmY3Yzh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h8NWRjZWVkZTB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NDd8YTk5NzU2YTd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NDh8NzY1Nzc3NTl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NDl8M2RjMzE3NTR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NDB8YzVmNDEzMDh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NDF8YjkxZWZjMjZ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g5Mzl8MTdmMWFjYjF8MTI3MzEzMTg0N3wxM2U0aWErZklZYjFtdnRveW5oZXBCaFNWYjVlWU9raDVwWUwzWnlqSEM0Qmg4Q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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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计基础 第五版（高教版）.part1.rar (3.91 MB)  

    机械设计基础 第五版（高教版）.part2.rar (2.17 MB) 

   华中科技出版社—师素娟主编 

    机械设计基础.part1.rar (3.91 MB)  

    机械设计基础.part2.rar (3.91 MB)  

    机械设计基础.part3.rar (3.91 MB)  

    机械设计基础.part4.rar (3.91 MB)  

    机械设计基础.part5.rar (3.91 MB)  

    机械设计基础.part6.rar (3.91 MB)  

    机械设计基础.part7.rar (3.33 MB) 

 

[基础]基础考试都有哪些视频课件？ 
 备考 2010年注册暖通专业基础考试 （培训视频下载） 

http://bbs.ehvacr.com/thread-34221-1-1.html 

 建设部电教中心公共基础培训课件（2009）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578-1-1.html 

 建设部电教中心公共基础培训视频（2009）[总容量 7.25G] 

http://bbs.ehvacr.com/thread-41250-1-1.html 

 共享环球公共基础视频课件 

    http://bbs.ehvacr.com/thread-47361-1-1.html 

 

[基础]基础考试大概提前多久复习合适？ 

小林建议：根据自己对基础课考试的熟悉程度和工作情况（如学校有没有学过？

学校是学的好不好？毕业多久了？自己觉得课程难以程度等等）确定自己的复习时间。

工作的建议 3个月左右为宜，同时考虑到工作安排，如考试前一阶段将会忙之类的，

可适当提前。学生的话一般提前一个月复习即可。总之，基础考试因为科目多，战线

不要拉的太长。 

根据对帖子 http://bbs.ehvacr.com/thread-26062-1-3.html中通过考试的网友

的复习时间的统计，大家平均用的复习时间为：2.56个月详情可参考：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1001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c5OTR8MzI1OTQxMTJ8MTI3MzEyODg2N3w4NmMxQUVSRXErbGczNHRGYTFHUFkxVHZRUDM3bkxCWWxKQ2lpNmhyOEtQeml6c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c5OTN8NWZiYjkxMDB8MTI3MzEyODg2N3w4NmMxQUVSRXErbGczNHRGYTFHUFkxVHZRUDM3bkxCWWxKQ2lpNmhyOEtQeml6c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Y4OTh8ZGY2NzBmZTF8MTI3MzEyODgzN3xkNWQ3RCtmVWRkNGVGV3drODBXV1RzREtQNG80Wjl6aURMSWtWRWZtemJsSlIwd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Y4OTl8MDdiMTc0MWR8MTI3MzEyODgzN3xkNWQ3RCtmVWRkNGVGV3drODBXV1RzREtQNG80Wjl6aURMSWtWRWZtemJsSlIwd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Y5MDB8YmQ2MzkxZTZ8MTI3MzEyODgzN3xkNWQ3RCtmVWRkNGVGV3drODBXV1RzREtQNG80Wjl6aURMSWtWRWZtemJsSlIwd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Y5MDF8Mjg1MmVmMDl8MTI3MzEyODgzN3xkNWQ3RCtmVWRkNGVGV3drODBXV1RzREtQNG80Wjl6aURMSWtWRWZtemJsSlIwd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Y5MDJ8OTk3OTQxOTh8MTI3MzEyODgzN3xkNWQ3RCtmVWRkNGVGV3drODBXV1RzREtQNG80Wjl6aURMSWtWRWZtemJsSlIwd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Y5MDN8Y2I4ZDI0OGZ8MTI3MzEyODgzN3xkNWQ3RCtmVWRkNGVGV3drODBXV1RzREtQNG80Wjl6aURMSWtWRWZtemJsSlIwd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TY4OTd8ODA1ZjlkYWZ8MTI3MzEyODgzN3xkNWQ3RCtmVWRkNGVGV3drODBXV1RzREtQNG80Wjl6aURMSWtWRWZtemJsSlIwdw%3D%3D
http://bbs.ehvacr.com/thread-34221-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578-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1250-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7361-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26062-1-3.html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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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基础考试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分享么？ 

ericlin830109——分阶段安排好复习计划，重视起来，不要懒，即使是每天只看一小

时；另外要多动笔做模拟卷 

gang821——抓住几个大科，争取少丢分 

cxy2339652——考试时因为放弃了几门，所以时间比较充裕 

lczbb李——多做些习题比较好，效率比较高 

xyhzhj——考前 10天内把第一轮复习的重点过了一遍,并适当做些往年的真题 

liuyangkee——只要把一些简单题目做了就好 难的也放弃 千万不要在那里死扣 

chf19831106——看书不踏实，对自己比较好的课程没有仔细研究，导致丢分。对自己

陌生的课程花费的时间太多也没有得分。还有一点就是轻视了 

sunhua_ren——只要重视起来，一定会通过，不要找借口 

liyijiangguy——看书，做题目，再看书，再看题目 

lingsheng07——太难的知识点一定 pass。要活学活用那本考试手册上的公式 

zzx2007——看不懂的看课本，把题做一遍，问题不大！ 

benbenlee——重点看大科目，会的不能丢分。小科目不必太较真，看得懂的一定要掌

握，不懂的可以略过。 

lulu123456——建议要好好看看发的册子，里面可能有提示，最好不要过早交卷 

yyang0318——高数等一些重要的科要看，要舍弃一些科如化学。物理热力学相关必须

要看，因为有相通的知识点，可以一石二鸟。专业基础最好都看，因为一题二分 

wangshxy——有区别的对待各门课程，考场上要冷静，复习时间不要太长 

brightrose——重点在于做题，也就是通过做题来复习，不要死抠 

xy330522——把大学的教材重新看了一遍 

kedawgk——每天中午一小时，晚上两小时，周末集中研究，考前做 1-3套模拟题，坚

持下来肯定能过 

wyl6663——怪自己不努力，没做过练习题，只是看看，没有深入进去 

kevinpoonz——复习时间短，做题太少 

wp1314——不会考试，自己陌生的课程很多，有点拾掇不起来的感觉 

txl841125——熟悉教材上的知识点+真题/模拟题的训练 

落雨飘林——只要你下了工夫 有恒心 就有好结果 

zqr0618——由于时间比较紧，就使劲猛看课本和题，集中注意力，就看那课本和题 

blueangleczy——考前把重点内容过一遍。考试时，合理安排时间。 

lwfuyouzhiyu——从心里面要重视起来。小林总结的复习资料特别好，边做题边查漏补

缺，最关键的是往年的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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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xl6s——每天下班后从 8点到 11点，坚持两个半月，一定要做题。 

xy330522——只要全部都看了，肯定能考过。 

xyzever——一定要弄清楚基本概念，如果有大学教材看，通过率会更大大增强！ 

灵木子——还是书看少了，很多门都没有看过，不应该那么没有自信，踏踏实实复习 

LYLYZHAO——自控之类的没学过的直接放弃，一点不会的都选一个选项 

chentao0113——跟着小林混，就混过去了。 

cigarliu——经常上《暖通空调》论坛，跟着小林混，就混过去了 

beihaiyongsi——不要只看书,要尽量多做些真题和模拟题,最好有答案详解的，对于发

现的不足,再去认真看书 

rushuboy——跟同事一起复习的，相互鼓励吧，提高的蛮快的 

luml123——主要的进步主要来自论坛，小林帖的真题我从头到尾都看了 

gxj513——主要做题，感觉书上不少边边角角不能错过 

hitdai——肯定是重点击破，学不会的该放弃就放弃吧，建议大家真正的拿出来 2个月

时间肯定可以过的，多做题，多看看往年的试题 

t5r6b7g82357——一定坚持到底，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最好找几个人一同参加考试，相

互鼓励，相互学习 

cecilialee——买套好的参考书 

studyandplay——有条件应该在考前集中复习，最好不要让思路断线，仔细看发的手册 

21669312——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找到了正确的灯塔，亲友团的鼎立支持 

lxhui97——可以在心里树立一个榜样，该榜样要比你差，却已经通过考试为好。 

max0071——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该放弃的就放弃，小林收集的 433 题 

kedawak——应用自己的方法，考前一个月集中复习，每天中午一个小时，晚上两个小

时；考前一周做 1-3套模拟题和近两年真题，坚持到底肯定能过！ 

zhangludan2003——分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逐个击破；做真题，分析走向；和同事或同

学讨论共同进步，资源共享；不一定要拿走所有的分 

zhangludan2003——分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一定要拿走所有的分。和同事或同学讨

论共同进步，资源共享。 

flier_01——考试时心态要好，每道题都认真对待，坚持在考场做到最后一分钟 

qingshui_120——不到最后一分钟就不能轻易放弃，耐心点，多看看，有些题目还是可

以估计出答案的。 

zhoumuziyu——抓住主要学科，对于一些基本的实验的原理要明白，公式没必要死记。 

bflixin ——感触最深的是要买当年的新书，对当年大纲好好研究 

crazysnial ——主要还是抓专业基础，两分一题，重点看自己有把握的学科 

suyongjie ——提醒大家 一定要先看考试大纲  

liyupin2447——做自己比较熟悉的科目，看不懂的直接抛弃；能拿分的一定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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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minxi1983 ——个别没学过的科目可放弃，该拿到的分数拿到。 

superliyuxin ——不在复习时间长短，关键看是否是真的看进去，不建议大家拉长战

线，一定调整好情绪 

点点水 ——得多做题,还有经常看小林活动哦 

manice——任何科目都不要放弃。多做真题。 

lemna0 ——强烈推荐小林复习系列，感觉历年真题非常管用，重复考的题还不少。 

ztds ——做自己比较熟悉的科目，还有就是一定仔细，仔细，再仔细 

witkeep ——没有从心理上重视考试，只要能坚持到考试，每天抽出时间看书，就有过

得希望，不看书肯定过不了 

黑白子 ——每门课都不要放弃，公式尽量背一下，实在记不下也要记原理。 

liqinghai——考试前做了基础上的真题，基本上正确率在 70％。 

kapatuo——可能太想一次就通过了吧，总想面面俱到。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计算和其他

自己不擅长的科目上了，一些概念没仔细看。 

liuye102816 ——多做题，历年真题一定要看，考试的时候沉稳点，认真点，踏实点。 

liulu2622 ——大部分题目都不是做出来的，瞢出来的,还是准备不足 

wgpabc ——把别人用来网购的时间用在看书做题上，把别人喝酒唱歌的时间用来陪老

婆！ 

6231996 ——天天看书学习做题外加运气 

zhuangzi668 ——贵在坚持吧，多找些题做，结合着看规范 

kmxiaohui——看书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定，利用好手册 

freeburn——考试前要好好看，永远不要放弃、不要有心理压力 

alai2009 ——做真题，通过做题看书，实在不懂的就过去，把懂得的拿下来即可 

更多经验总结可点击进入：http://bbs.ehvacr.com/thread-26062-1-3.html 

另外，小林将自己两年的基础考试复习历程做了详细总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进入： 

http://bbs.ehvacr.com/thread-32339-1-1.html 

 

[基础]基础考试都有哪些培训班？ 

   暖通空调在线组织的视频培训班： 

http://train.ehvacr.com/2013baoming/ 

   上海德才教育培训中心组织的专业考试培训班： 

http://1321.s.ytrain.com/index.php 

   中国工程师培训协会组织的考试培训班：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3772 

   暖通空调杂志社组织的考试培训班： 

http://bbs.ehvacr.com/thread-26062-1-3.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2339-1-1.html
http://1321.s.ytrain.com/index.php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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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bs.ehvacr.com/thread-49149-1-1.html 

 

[基础]每年的基础考试后有对考试题目讨论吗？ 

 2008年注册基础课考试大讨论：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6156 

 2009年注册基础课考试大讨论：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0606 

 2010年注册基础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36191-1-1.html 

 2011年注册基础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36191-1-1.html 

 2012年注册基础课考试大讨论： http://bbs.ehvacr.com/thread-53457-1-1.html 

 2013年注册基础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61964-1-1.html 

 2014年注册基础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67960-1-1.html 

 

[暖通]暖通专业的相近专业是哪些？ 

 专业划分 新专业名称 旧专业名称 

暖
通
空
调 

本专业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相近专业 

国防工程内部环境与设备飞行

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 

飞行器环境控制与安全

救生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安全工程 
矿山通风与安全 

安全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热能与动力工程 制冷与低温技术 

其它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暖通]专业考试具体时间是什么？考多久？ 

每年 9月 7号左右的周六和周日两天。 

   日期    考试内容    时间段   时间间隔 

http://bbs.ehvacr.com/thread-49149-1-1.html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6156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0606
http://bbs.ehvacr.com/thread-36191-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6191-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53457-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1964-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796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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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上午    专业知识     8:00~11:00    3小时 

   周六下午    专业知识    14:00~17:00    3小时 

   周日上午    专业案例     8:00~11:00    3小时 

   周日下午    专业案例    14:00~17:00    3小时 

 

[暖通]专业考试具体科目是什么？ 

供暖、通风、空调、制冷与热泵、绿色建筑、卫生设备及燃气供应（具体内容可参

考考试大纲） 

 

[暖通]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大纲是什么？ 

1 总则  

1.1熟悉暖通空调制冷设计规范，掌握规范的强制性条文。  

1.2熟悉绿色建筑设计规范、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高层民用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中的暖通空调部分，掌握规范中关于本专业的强制性条文。  

1.3熟悉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有关暖通空调制冷部分、暖通空调制冷设备产品标准中设

计选用部分、环境保护及卫生标准中有关本专业的规定条文。掌握上述标准中有关本专

业的强制性条文。  

1.4 熟悉暖通空调制冷系统的类型、构成及选用。  

1.5了解暖通空调设备的构造及性能，掌握国家现行产品标准以及节能标准对暖通空调

设备的能效等级的要求。  

1.6掌握暖通空调制冷系统的设计方法、暖通空调设备选择计算、管网计算。正确采用

设计计算公式及取值。  

1.7掌握防排烟设计及设备、附件、材料的选择。  

1.8熟悉暖通空调制冷设备及系统的自控要求及一般方法。  

1.9熟悉暖通空调制冷施工和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1.10熟悉暖通空调制冷设备及系统的测试方法。  

1.11了解绝热材料及制品的性能，掌握管道和设备的绝热计算。  

1.12 掌握暖通空调设计的节能技术；熟悉暖通空调系统的节能诊断和经济运行。  

1.13 熟悉暖通空调制冷系统运行常见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法。  

1.14了解可再生能源在暖通空调制冷系统中的应用。  

2 供暖(含小区供热设备和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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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熟悉供暖建筑物围护结构建筑热工要求，建筑热工节能设计。掌握对公共建筑围护

结构建筑热工限值的强制性规定。  

2.2掌握建筑冬季供暖通风系统热负荷计算方法。 

2.3掌握热水、蒸汽供暖系统设计计算方法；掌握热水供暖系统的节能设计要求和设计

方法。  

2.4熟悉各类散热设备主要性能。熟悉各种供暖方式。掌握散热器供暖、辐射供暖和热

风供暖的设计方法和设备、附件的选用。掌握空气幕的选用方法。 

2.5掌握分户热计量热水集中供暖设计方法。  

2.6掌握热媒及其参数选择和小区集中供热热负荷的概算方法。了解热电厂集中供热方

式。  

2.7熟悉热水、蒸汽供热系统管网设计方法，掌握管网与热用户连接装置的设计方法。

熟悉汽—水、水—水换热器选择计算方法，掌握热力站设计方法。 

2.8掌握小区锅炉房设置及工艺设计基本方法。了解供热用燃煤、燃油、燃气锅炉的主

要性能。熟悉小区锅炉房设备的选择计算方法。  

2.9熟悉热泵机组供热的设计方法和正确取值。  

3 通风  

3.1掌握通风设计方法、通风量计算以及空气平衡和热平衡计算。  

3.2熟悉天窗、风帽的选择方法。掌握自然通风设计计算方法。 

3.3熟悉排风罩种类及选择方法，掌握局部排风系统设计计算方法及设备选择。  

3.4熟悉机械全面通风、事故通风的条件，掌握其计算方法。  

3.5掌握防烟分区划分方法。熟悉防火和防排烟设备和部件的基本性能及防排烟系统的

基本要求。熟悉防火控制程序。掌握防排烟方式的选择及自然排烟系统及机械防排烟系

统的设计计算方法。  

3.6熟悉除尘和有害气体净化设备的种类和应用，掌握设计选用方法。  

3.7熟悉通风机的类型、性能和特性，掌握通风机的选用、计算方法。  

4 空气调节  

4.1熟悉空调房间围护结构建筑热工要求，掌握对公共建筑围护结构建筑热工限值的强

制性规定；掌握舒适性空调和工艺性空调室内空气参数的确定方法。 

4.2了解空调冷(热)、湿负荷形成机理，掌握空调冷(热)、湿负荷以及热湿平衡、空气

平衡计算。  

4.3熟悉空气处理过程，掌握湿空气参数计算和焓湿图的应用。  

4.4熟悉常用空调系统的特点和设计方法。 

4.5掌握常用气流组织形式的选择及其设计计算方法。 

4.6熟悉常用空调设备的主要性能，掌握空调设备的选择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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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熟悉常用冷热源设备的主要性能，掌握国家现行节能标准对冷热源设备能效等级的

规定；熟悉冷热源设备的选择计算方法。 

4.8掌握空调水系统的设计要求及计算方法。 

4.9熟悉空调自动控制方法及运行调节。 

4.10掌握空调系统的节能设计要求和设计方法。 

4.11熟悉空调、通风系统的消声、隔振措施。 

5 制冷与热泵技术  

5.1熟悉热力学制冷(热泵)循环的计算、制冷剂的性能和选择以及 CFCs 及 HCFCs的淘

汰和替代。 

5.2了解蒸汽压缩式制冷(热泵)的工作过程；熟悉各类冷水机组、热泵机组(空气源、水

源和地源)的选择计算方法和正确取值；掌握现行国家标准对蒸汽压缩式制冷(热泵)机

组的能效等级的规定。  

5.3了解溴化锂吸收式制冷(热泵)的工作过程；熟悉蒸汽型和直燃式双效溴化锂吸收式

制冷(热泵)装置的组成和性能；掌握现行国家标准对溴化锂吸收式机组的性能系数的规

定。 

5.4了解蒸汽压缩式制冷(热泵)系统的组成、制冷剂管路设计基本方法；熟悉制冷自动

控制的技术要求；掌握制冷机房设备布置方法。 

5.5了解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的系统使用条件、系统组成和设备选择。  

5.6了解蓄冷、蓄热的类型、系统组成以及设置要求。  

5.7了解冷藏库温、湿度要求；掌握冷藏库建筑围护结构的设置以及热工计算。  

5.8掌握冷藏库制冷系统的组成、设备选择与制冷剂管路系统设计；熟悉装配式冷藏库

的选择与计算。  

6 空气洁净技术  

6.1掌握常用洁净室空气洁净度等级标准及选用方法。了解与建筑及其他专业的配合。  

6.2熟悉空气过滤器的分类、性能、组合方法及计算。 

6.3了解室内外尘源，熟悉各种气流流型的适用条件和风量确定。  

6.4掌握洁净室的室压控制设计。  

7 绿色建筑  

7.1了解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  

7.2掌握暖通空调技术在绿色建筑的运用。  

7.3熟悉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8 民用建筑房屋卫生设备和燃气供应  

8.1熟悉室内给水水质和用水量计算。  

8.2熟悉室内热水耗热量和热水量计算。掌握热泵热水机的设计方法和正确取值。  

8.3了解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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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熟悉室内排水系统设计与计算。  

8.5掌握室内燃气供应系统设计与计算。 

 

[暖通]专业考试题型是什么？分值多少？ 

日期    题型    分值    题量    总分 

   第一天上午 
   单选题    1    40    40 

   多选题    2    30    60 

   第一天下午 
   单选题    1    40    40 

   多选题    2    30    60 

   第二天上午    计算题    2    25    50 

   第二天下午    计算题    2    25    50 

   合计      190    300 

 

[暖通]专业考试通过的分数线多少？ 

 日期    满分    通过分 

 第一天   200   120 

 第二天   100   60 

 

[暖通]各个单元（采暖、通风等）有题量、分值的要求没？ 

题型题量 
第一天知识 第二天案例 

题量 分值 
上午单选 下午单选 上午多选 下午多选 上午 下午 

供暖 9 9 7 6 5 6 42 66 

通风 9 9 6 7 6 5 42 66 

空气调节 8 8 8 7 8 8 47 78 

空气洁净

技术 
2 2 1 2 0 1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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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与热

泵技术 
10 9 6 6 5 4 40 61 

绿色建筑 0 1 1 1 0 0 3 5 

民用建筑

房屋卫生

设备和燃

气供应 

2 2 1 1 1 1 8 12 

总计 40 40 30 30 25 25 190 300 

注：以上为 2017年的考卷分值分布。 

 

[暖通]考试时可不可以带打印的规范？ 

专业考试时规定可以带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资料，关于打印的规范有些省是可以带

的，但也有要求严的考点，故实际情况还是以当地考点为准。详情可参考：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237-1-7.html。 

 

[暖通]考试时可以带打印的焓湿图表吗？ 

一般情况下可以将自己打印的焓湿图或者焓湿表带入考场，考试时做题需要用

到，如需下载打印可点击：http://pan.baidu.com/s/1geU47q7，其中的小林助考电子书-解

题工具。 

 

[暖通]暖通专业考试有相关参考大学教材吗？ 

1 供热工程(第四版)贺平等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 工业通风(第四版)孙一坚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 空气调节(第四版)赵荣义等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 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第四版) 彦启森等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5 空气洁净技术原理 许仲麟等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8年 

 

[暖通]暖通专业考试有相关设计手册吗？ 

1 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 陆耀庆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2 简明通风设计手册 孙一坚主编 中国建筑-FL出版社 1998年  

3 空气调节设计手册(第二版)电子部十院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年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237-1-7.html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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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 2册)建筑给排水(第二版)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 院主编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年  

5 锅炉房设计手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年  

6 燃油燃气锅炉房设计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年  

7 冷库制冷设计手册 农业出版社 1991年 

8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分册（2003） 

9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节能专篇－暖通空调·动力分册（2007) 

 

[暖通]暖通专业考试有规定规范标准吗？ 

执业资格考试适用的规范、规程及标准按时间划分原则：考试年度的试题中所采用

的规范、规程及标准均以前一年十月一日前公布生效的规范、规程及标准为准。 

序

号 
名         称 标 准 号 

重要性分

类 
备 注 

1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 
GB 50736－2012 A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2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 
GB 50019－2015 A类 

2017年考试更

新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A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4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

火规范 
GB 50067－2014 B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5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50098－2009 B类  

6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GB50038－2005 B类  

7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2011 B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8 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2005 B类  

9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JGJ 26－2010 B类  

10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JGJ 134－2010 B类  

11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JGJ 75－2012 B类 

2014年考试更

新 

1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5 A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13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2016 B类 
2018年考试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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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JGJ 142－2012 A类 
2014年考试更

新 

15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  JGJ 173－2009 B类 
2011年考试新

增 

16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

范  
GB 50264－2013 C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17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JGJ/T 129－2012 B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18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  JGJ 176－2009 C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19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 C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20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C类  

2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C类  

22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 50087－2013 C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2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C类  

24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2010 C类  

25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一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 C类  

26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二部分：物理因素   
GBZ 2.2－2007  C类  

27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 50073－2013 A类 
2014年考试更

新 

28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66-2005

（2009 年版） 
A类  

29 燃气冷热电三联供技术规程 CJJ 145－2010 B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30 蓄冷空调工程技术规程  JGJ 158－2008 B类 
2011年考试新

增 

31 多联机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JGJ 174－2010 B类 
2011年考试新

增 

32 冷库设计规范  GB 50072－2010 B类  

33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 50041－2008 B类  

3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C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35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CJJ 34－2010 A类  

36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 B类  

37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GB 50494－2009 B类 
2012年考试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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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2003

（2009 年版） 
B类  

39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 50242－2002 B类  

40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38－2011 A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41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 
GB 50243－2016 B类 

2018年考试更

新 

42 
制冷设备、空气分离设备安装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74－2010 C类 

2012年考试新

增 

4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11－2007 B类  

44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B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45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878－2013 C类 
2016年考试新

增 

46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JGJ/T 229－2010 C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47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GB/T 17981－2007 C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48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

等级 
GB 19577－2015 C类 

2018年考试更

新 

49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

能源效率等级 
GB 19576－2004 C类  

50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源效率等级 
GB 12021.3－2010 C类  

51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 1部分：工商业用和类似用途

的冷水(热泵)机组 

GB/T 18430.1－

2007 
C类 

2012年考试新

增 

52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 2部分：户用和类似用途的冷

水(热泵)机组 

GB/T 18430.2－

2016 
C类 

2018年考试更

新 

53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户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

组  

GB/T 18430.2－

2008 
C类 

2012年考试新

增 

54 
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安

全要求   
GB 18361－2001 C类  

55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

机组 
GB/T 18362－2008 C类  

56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

机组 
GB/T 18431－2014 C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57 水（地）源热泵机组      GB/T 19409－2013 C类 
2016年考试更

新 

58 商业或工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 GB/T 21362－2008 C类 2013年考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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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资料为附录。为林星春房天宇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全国勘察设计注册

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备考应试指南 2018版》（原小林版历年真题解析）

的附录二。 

2、 规范重要性分类： 

A类(10本)：重要规范，建议以单行本形式专门安排时间复习，并在教材复习和做题过

程中强化； 

B类(25本)：一般规范，建议以规范汇编或单行本的形式在复习教材和做题过程中配合

查找复习熟悉； 

C类(35本)：其他规范，建议不用复习熟悉目录即可，可在做题过程和正式考试中直接

查找答 

3、 表格中“重要性分类”和“备注”栏为考生总结，非官方信息，仅供参考指导复习。 

4、 表格中“新增”或“更新”部分建议与规范汇编核对，补充单行本。 

5、 执业资格考试适用的规范、规程及标准按时间划分原则：考试年度的试题中所采用

的规范、规程及标准均以前一年十月一日前公布生效的规范、规程及标准为准。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消〔2015〕98号《关于执行新版消防技术规范有关问

题的通知》：鉴于新制订的《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规范》尚未批准发布，防烟排烟系

统的设计与审核按照以下规定执行：防烟与排烟系统设置场所执行新版《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2014）；其他具体系统设计仍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

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95）（2005版）的有关规定。 

7、 2018年《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主要规范、标准、规程目录》

需以 6月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正式颁布的为准，本表格仅供参考。 

 

热水机 增 

59 组合式空调机组  GB/T 14294－2008 C类  

60 柜式风机盘管机组  JB/T 9066－1999 C类  

61 风机盘管  GB/T 19232－2003 C类  

62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9761－2009 C类  

63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

价值 
GB/T 19762－2007 C类  

64 离心式除尘器  JB/T 9054－2015 C类 
2018年考试更

新 

65 回转反吹类袋式除尘器  JB/T 8533－2010 C类  

66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  JB/T 8532－2008 C类  

67 内滤分室反吹类袋式除尘器   JB/T 8534－2010 C类  

68 
建筑通风和排烟系统用防火阀门

  
GB 15930－2007 B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69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暖通空调·动力 
2009 年版 A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70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节能专篇 暖通空调·动力  
2007 年版 B类 

2013年考试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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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暖通专业考试的教材手册网上有下载吗？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 (第五版) 

▲空气调节（第四版） 

▲暖通空调热泵技术 

▲暖通空调（第二版） 

▲锅炉及锅炉房设备(第四版) 

▲暖通空调系统自动化 

▲工业通风 第四版 

▲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 第四版 

▲ 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2008第二版) 

▲ 简明空调设计手册 98建工版 

▲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节能专篇(暖通空调)2007版 

▲ 中央空调设计手册 

▲ 供热通风设计手册 

▲ 泵与风机(西安交大吴达人编） 

▲ 传热学 

▲ 工程热力学 

▲ 工业通风 

▲ 供热工程 

▲ 锅炉及锅炉房设备 

▲ 空气调节(清华薛殿华版) 

▲ 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第二版) 

▲ 空气洁净技术原理(第三版) 

▲ 流体力学(龙天渝版) 

▲ 流体输配管网 

▲ 暖通空调 

▲ 暖通空调工程设计方法与系统分析 

▲ 热质交换原理及设备 

▲ 制冷原理及设备 

▲ 燃气输配 

▲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第四版) 

以上资料请点击下载：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6273&pid=298

23&fromuid=3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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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暖通专业考试的规范标准网上有下载吗？ 

 

所有规范单行本电子版资料请点击下载：http://pan.baidu.com/s/1geU47q7，2018考试规

范清单完整版。 

另外，官方的规范购买（按重要性分类整理）：http://shop.ehvacr.com/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http://shop.ehvac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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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暖通专业考试有什么辅导书？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第三版-201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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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版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标准规范汇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全国勘查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管理委员会编。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模拟题集》2015 年版。中国

建材工业出版社。暖通空调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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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 备考应试指南》2018 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林星春 房天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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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 全程实训手册》2018 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房天宇主编。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 历年真题解析》2017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林星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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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规范汇编与单行本如何选择？ 
小林建议为规范汇编结合重要单行本形式，2018年考试需要另外购买的单行本建议为： 

序

号 
名         称 标 准 号 备 注 

1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 
GB 50736－2012 A类规范 

2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 
GB 50019－2015 

2017年考试更新/ 

A类规范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2016年考试新增/ 

A类规范 

4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

范 
GB 50067－2014 2016年考试更新 

5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GB50038-2005 汇编未收录 

6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JGJ 75－2012 2014年考试更新 

7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5 
2016年考试更新/A

类规范 

8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JGJ 142－2012 
2014年考试更新/A

类规范 

9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64－2013 2016年考试更新 

10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JGJ/T 129－2012 2016年考试更新 

11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 50087－2013 2016年考试更新 

12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 50073－2013 
2014年考试更新/A

类规范 

13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66-2005（2009年

版） 
A类规范 

14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CJJ 34－2010 A类规范 

15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38-2011 A类规范 

16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2016年考试更新 

17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2016年考试更新 

1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878－2013 2016年考试新增 

19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

组 
GB/T 18431－2014 2016年考试更新 

20 水（地）源热泵机组      GB/T 19409－2013 2016年考试更新 

21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2016 2018年考试更新 



暖通空调在线&小林助考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 

 

第 111 页 共 146 页 

 

[暖通]暖通专业考试有辅导资料有下载吗？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教材】（第三版-扫描版） 

▲拾穗斋出品：注册暖通教材(第三版)_山寨修订版 

▲暖通规范汇编 2013【民间完全版】 

▲2013，小林陪你过专业 QQ 群共享 FTP 备份 

▲《小林陪你过注册暖通专业-2012 群聊精华汇编》(完整版 2100 页)  

▲分享五本最新版本科教材电子版——新增锅炉房和自控教材 

▲《小林陪你过注册暖通专业》2012 版 

▲清华大学制冷视频（蒸气压缩式制冷原理）--石文星教授！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第二版)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标准规范汇编（第一版） 

▲考试资料大放送 

 ▲《小林陪你过注册暖通专业》2012 版.pdf  

▲  10 天帮你通过 2010 暖通专业整理版代详细解答过程 

▲  暖通专业考试计算题公式归类 

▲  09 暖通空调注册工程师考试讲解课件-空气调节部分.ppt 

▲  注册暖通考前辅导-采暖.pdf  

▲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前辅导课件——制冷.pdf 

▲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前辅导课件——通风.pdf 

▲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考前辅导课件——燃气.pdf 

▲ 2008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专业法规复习题解(暖通空调) 第二版.Pdf 

▲  [转帖]制冷培训 制冷技术 2008.rar 

▲  解国珍-制冷技术题解.ppt 

▲  暖通复习卡图片库（培训资料 PPT） 

2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2016 2018年考试更新 

23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

级 
GB 19577－2015 2018年考试更新 

24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第 2

部分：户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

机组 

GB/T 18430.2－2016 2018年考试更新 

25 离心式除尘器  JB/T 9054－2015 2018年考试更新 

26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暖

通空调·动力 
2009 年版 

汇编未收录/ A类

规范 

27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节

能专篇 暖通空调·动力  
2007 年版 汇编未收录 

http://bbs.ehvacr.com/thread-51826-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727-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76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6697-1-1.html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U1MDV8NDFiMjFkNDZ8MTMwOTE3MTQxNnw3NTMxMXBvSHUzUy85QkZtZGh0WVFrMVJyYmFjbDA3Q1BjaU1MMlUrL1hKYkN3TQ%3D%3D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6019&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3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9999&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3
http://bbs.ehvacr.com/dispbbs.asp?boardid=52&Id=28085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6273&page=4&fromuid=31321#pid58047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0396&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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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请点击下载： 

http://bbs.ehvacr.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tid=26273&pid=29828&fromuid

=31321 

 

[暖通]暖通专业考试有视频资料公开课吗？ 

以下视频请点击：http://train.ehvacr.com/list-2503.html 

 

 

 

 

 

 

 

 

 

 

 

 

 

 

 

 

 

 

 

 

 

 

 

[暖通]暖通专业考试历年真题有下载吗？ 

 

 

 

 

 

 

 

 

http://bbs.ehvacr.com/thread-48425-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8425-1-1.html
http://train.ehvacr.com/list-2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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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请点击下载：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暖通]《备考应试指南》（原小林版历年真题解析）是一本什么书？ 

《备考应试指南》全称为《全国勘察设计注册

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备考应试指南》

（原名《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

调专业考试历年真题解析》）。 

自从 2005 年国家实行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

师执业资格考试制度以来，至 2017 年已举行了 11

年考试。作为执业资格的准入制度考试，注册设备

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已经成为暖通行业最重要

和影响力最大的考试，注册设备师证也是暖通行业

中“含金量”最高的证书，也是职称评审的优先条

件、个人能力提升与再学习的途径、岗位提升和职

业发展的保证、公司资质认定和发展等需求。每年

有越来越多的考生参加暖通空调专业考试，除了暖

通空调本专业考生外，还有诸多符合报考规定的相

近专业相关专业甚至是其他工科专业的考生。本书依托“暖通空调在线”论坛注册考试

版块和“小林助考”品牌，响应广大考生的强烈需求，在 2012年第一版出版后，受到

了广大考生的热烈欢迎，经过了 6年的积淀，已经在考生中形成了品牌效应，几乎成为

考生人手一本带入考场的必备书和相关考试培训班的指定用书。2018 版（目前为第 6

次改版）将在前几版的基础上保留优势进行了改版，2018版的主要特点为： 

1、全新改版：全新书名、全新封面、全新排版、新增编委 

2、最强编委：高分考生、一线设计师、大学教授、权威讲师 

3、最优结构：上下分册、专业知识、专业案例、模拟卷、附录总结 

4、最全解析：完整收录最近 7年真题全方位按最新资料解析 

5、提纲挈领：所有真题按知识点归类排版，触类旁通高屋建瓴 

6、数据指导：每章配有历年考题分布权重统计数据，一目了然 

7、独家总结：来自高分考生的原创扩展总结、实战技巧和焓湿表 

8、教材同步：配合教材小节编排，便于定位，同步强化复习 

9、配套模拟：内附模拟卷及同步发布全程实训手册、配套空白试卷 

10、与时俱进：依据每年考试特点和考生需求，持续升级与完善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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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备考应试宝典》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

调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的配套题集资料（每年与《考试复习教材》同步推出），根据《考

试复习教材》及考试要求的大纲和规范编写，书中所有的答案解析及相关总结全部由曾

经参与过考试的考生和注考辅导讲师自行编写整理，为原创资料。本书篇章归类清晰、

提纲挈领新排版、侧重扩展总结，同时完全按考卷格式编写了一套模拟卷供考生考前进

行实战模拟，这些特点是市场同类书籍完全没有的及非常实用有效的优势。 

 

上册 

第一篇 专业知识题 

第 1章 供暖专业知识题 

第 2章 通风专业知识题 

第 3章 空气调节与洁净技术专业知识题 

第 4章 制冷与热泵技术专业知识题 

第 5章 绿色建筑专业知识题 

第 6章 民用建筑房屋卫生设备专业知识题 

附 历年真题试卷参考答案及对应题号 

 

下册 

第二篇 专业案例题 

第 7章 供暖专业案例题 

第 8章 通风专业案例题 

第 9章 空气调节与洁净技术专业案例题 

第 10章 制冷与热泵技术专业案例题 

第 11章 民用建筑房屋卫生设备专业案例题 

附 历年真题试卷参考答案及对应题号 

 

第三篇 模拟卷 

第 12章 2018年模拟卷 

第 13章 2018年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附录 

附录一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大纲 

附录二 2018年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主要规范、标准目录 

附录三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附录四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专业考试考生须知 

附录五 知识点扩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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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湿空气焓湿表 

参考文献 

 

相关信息 

主编：林星春 房天宇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页数：800页 

定价：149元 

编委会：林星春、房天宇、张兴明、李春萍、马  辉、封彦琪、米秀伟、李亚宁、闫全

英、许淑惠、魏锁鹏 

出版时间：2018年 3月 

责任编辑：姚荣华、张文胜 

定价：149元 

 

[暖通]《全程实训手册》是一本什么书？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

专业考试全程实训手册》全书预计收录自编题一千

余道，页数预计 350页，主要内容包含“全程实训

题集”、“阶段测试与模拟卷”以及“附录”三部

分。“全程实训题集”适合考生在第一阶段阅读教

材和第二阶段规范阶段使用，帮助考生迅速掌握考

试方向和主要解题方法综合考虑了考试教材的编写

顺序以及真题考点的相关性，对各个专题进行针对

性训练；“阶段测试与模拟卷”则按照采暖、通风、

空调、制冷和规范五个方面检验学员的实操解题能

力，同时两套模考卷进一步帮助考生体验真实考场

效果；“附录”将包含考试复习时间表、考试规范

列表、实训打分统计表、真题得分统计表等内容，

有效指导考生安排好各个复习阶段并帮助考生认识自身复习状况。 

第一部分  全程实训题集 

一、采暖实训 

实训 1.1供暖热负荷与围护结构的节能 

实训 1.2采暖系统形式 

实训 1.3热风供暖 

实训 1.4辐射供暖（供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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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1.5采暖系统附件 

实训 1.6采暖系统水力计算 

实训 1.7散热器供暖系统设计 

实训 1.8节能改造及热计量 

实训 1.9小区热网设计 

实训 1.10水力工况及压力工况分析实训 

实训 1.11锅炉房 

二、通风实训 

实训 2.1卫生标准与全面通风 

实训 2.2全面通风量计算与热风平衡 

实训 2.3自然通风 

实训 2.4局部排风与排风罩设计 

实训 2.5除尘器 

实训 2.6吸收、吸附与净化 

实训 2.7通风系统风管制作与安装 

实训 2.8通风系统施工与验收 

实训 2.9消防与人防工程实训 

实训 2.10设备用房与民用功能用房通风 

三、空调实训 

实训 3.1焓湿图与空调冷热负荷专题实训 

实训 3.2空气处理过程与焓湿图应用实训 

实训 3.3空调风系统（1）全空气系统 

实训 3.4空调风系统（2）风机盘管加新风 

实训 3.5空调风系统（3）焓湿图应用的深化理解 

实训 3.6空气洁净技术专题 

实训 3.7气流组织设计 

实训 3.8空调水系统(1)：系统形式 

实训 3.9空调水系统(2)空调系统附件与水泵 

实训 3.10空调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实训 3.11空调通风消声与隔振 

四、制冷实训 

实训 4.1蒸汽压缩式理论循环的热力计算 

实训 4.2制冷剂与载冷剂 

实训 4.3压缩机特性及联合运行 

实训 4.4SCOP及 IPLV 的理解和应用 

实训 4.5冷水机组工况与运行分析 

实训 4.6制冷剂管道设计 

实训 4.7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实训 4.8蓄冷技术 

实训 4.9冷库热工与冷空设计 

五、绿建水燃气实训 

实训 5.1绿色建筑 

实训 5.2室内给排水与室内燃气 

六、规范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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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6.1民规与工规实训-采暖 

实训 6.2民规与工规专训（2）通风 

实训 6.3民规与工规专训（3）空调 

实训 6.4民规与工规专训（4）制冷 

实训 6.5公共节能 2015 专题实训 

实训 6.6设备能效等级与设备机组选型类规范实训 

实训 6.7技术规程类规范实训(1)辐射规、地源热泵 

实训 6.8技术规程类规范实训(2)蓄冷、多联机、三联供 

实训 6.9专业专项规范实训（1）冷库、洁净规范、给排水 

实训 6.10专业专项规范实训(2)锅炉房、热网规、城镇燃气 

实训 6.11建筑及防火类规范实训 

实训 6.12环保卫生标准类规范实训 

实训 6.13施工验收类规范实训 

实训 6.14节能类规范实训(1)居住节能、节能改造 

实训 6.15节能类规范实训(2)节能验收、热工规、热计量规 

实训 6.16节能类规范实训（3） 

实训 6.17技术措施实训(1)采暖通风 

实训 6.18技术措施实训(2)空调制冷 

第二部分 阶段测试与模拟卷 

阶段测试 1  采暖阶段测试（1知识，1案例） 

阶段测试 2  通风阶段测试（1知识，1案例） 

阶段测试 3  空调阶段测试（1知识，1案例） 

阶段测试 4  制冷阶段测试（1知识，1案例） 

阶段测试 5  绿建水燃气与规范阶段测试（1知识，1案例） 

第四部分  全真模拟片 

模拟卷 1  （2知识，2案例） 

模拟卷 2  （2知识，2案例） 

第三部分 附录 

 

[暖通]《小林陪你过注册暖通专业》是一本什么书？ 

《小林陪你过注册暖通专业》是网友根据暖通空调在线论坛及“小林陪你过专业”

QQ群整理出的一本注册考试复习资料，内容主要包括网友留言（50条）、考试攻略（110

例）、复习资料、真题解析（888题）、模拟解析（402题）、规范速翻、民间勘误（574

处）、焓湿图表等，先后历经 24个月。参与网友上百人，主要参编网友有：林星春，

李琳琳、余红海、夏永放、杨毅、刘洋、杨英明、刘文旭、刘桂红、刘朝军、张仕杰、

黄成、张士领、莫俊卿。2011版自去年问世以来，受到了考友及网友的好评和关怀，作

者根据自身的亲身体会，总结了尽量详细的为考友们提供考试便利的内容，尤其历年真

题受到网友们的好评。 

2011下载版：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39-1-1.html 

2012在线杂志版：http://bbs.ehvacr.com/thread-5216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3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5216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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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2年开始，《小林陪你过注册暖通专业》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书

名为《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历年仿真题解析》，2015

年改名为《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历年真题解析》，2018

年改名为《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全程实训手册》。 

 

[暖通]暖通空调杂志社的模拟题是一本什么书？ 

为配合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帮助广大考生复习备

考，《暖通空调》杂志社特邀国内知名专家、教授，根据《全国勘察设备注册公用设备

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第 3版）、复习大纲和相关规范，编写了《全国

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模拟题（2013版）》。在 2012年版《全

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模拟题》的基础上作了适当订正、删

减和增补，并增加了参考题。 

全书共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为模拟题，第二部分为参考题。 

《暖通空调》杂志社连续几年均出版了《模拟题》，考生反响效果非常好，2010

年案例考试考 82分高分的考生（网名 tsunamiy）在总结注册考试的帖子中说：“暖通空

调出版社的题目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案例只要搞定这一本和历年的真题就好，勤于做笔

记，不断总结规律，熟能生巧，看多了似乎连考试经常考的题目都能提前知道，虽然比

较贵，但值！”（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32-1-1.html），反映我们出版的

模拟题水平较高，对于考试有很好的针对性和启发性，是暖通空调设计工程师备考必

备之选。  

2005年以来，《暖通空调》杂志社组织编写的《模拟题》深受广大考生的好评，在

多次修订、再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模拟题部分的出题专家为（排名不分先后）： 

2005年版 张锡虎 赵继豪 李兆坚 郑纯友 刘宪英 孙纯武 丁  勇 徐宏庆 

2006年版 张锡虎 徐宏庆 赵继豪 李兆坚 刘宪英 孙纯武 丁  勇 黄  忠 丁力行 

郑纯友 宋孝春 张  力 魏文宇  

2008年版 张锡虎 赵继豪 李兆坚 刘宪英 孙纯武 黄  忠 丁力行 邓玉艳 郑纯友 

胡松涛 李德英 许淑惠 闫全英 冯圣红 李红旗 

2009年版 张锡虎 赵继豪 李兆坚 郑纯友 石文星 丁力行 

2010年版 张锡虎 李兆坚 郑纯友 徐文华 丁力行 

2011年版 徐文华 刘传聚 李兆坚 郑纯友 丁力行 邓玉艳 

2012年版 徐文华 李兆坚 郑纯友 丁力行 邓玉艳 

2013年版 张锡虎 李兆坚 徐文华 徐稳龙 刘传聚 闫全英 徐淑慧 徐志浩 丁力行 

邓玉艳 冯  雅  林波荣 

http://bbs.ehvacr.com/thread-3883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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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题部分的收集、整理、解答人员为（排名不分先后）： 

林星春 余红海 李琳琳 夏永放 刘文波 施婕妤 黄成 刘文旭 刘朝军 张仕杰 

参考题解答的审校专家为（排名不分先后）： 

张锡虎 徐文华 刘传聚 闫全英 丁力行 

由于模拟题是各位专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编写的，可能有不够全面、准确之处，

仅供考生复习参考，并欢迎读者提出问题和建议。 

          《暖通空调》杂志社 

 

[暖通]杂志社模拟题及历年真题解析等书可以带进考场吗？ 

可以。专业考试时规定可以带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资料，《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

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模拟题》由暖通空调编辑部和中国建材出版社出版，《全国

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 历年真题解析》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出版，都属于正规出版社的出版的资料。 

但从 2017 年考试情况反映来看，有一小部分的省市不允许带类似于“真题”字样

的参考书，故《历年真题解析》在 2018 年出版时名称改为《备考应试指南》，同时封

面也与教材封面风格统一，便于考生带入考场。 

 

[暖通]暖通专业考试都有哪些培训班？ 

   暖通空调在线视频培训班（精讲班+实战班+规范班+真题班）： 

http://train.ehvacr.com/class/ 

 暖通空调杂志社组织的专业考试培训班： 

http://news.ehvacr.com/news/2013/0614/86209.html 

   上海德才教育培训中心组织的专业考试培训班： 

http://www.decaiedu.com.cn/odbc/3862/web5.asp?cny=527&id=258 

 筑林教育学院组织的专业考试培训班： 

http://www.houxue.com/xuexiao/81205/ 

   中国工程师培训协会组织的考试培训班：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3772 

 

[暖通]暖通专业考试提前多久准备合适？？ 

小林建议：根据自己对专业课考试的熟悉程度和工作情况（如是否从事设计工作、

专业知识的熟悉程度、每天是否有固定时间复习、平时对规范的熟悉程度、自己的毅力

和信心情况等等）确定自己的复习时间。工作的建议 6~7个月左右为宜，不可过短，但

http://train.ehvacr.com/class/
http://www.decaiedu.com.cn/odbc/3862/web5.asp?cny=527&id=258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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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可过长，同时考虑到工作安排，如考试前一阶段将会忙或者可安排一段集中复习之

类的，可适当提前或延后。总之，切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及复习计划，同时也要根据实际复习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暖通]专业考试有什么复习进步安排建议？ 
阶段

0 
备考预热及资料准备阶段【即日起至 3.23】 

价值

箴言 
把握形势  明确目标  资料准备  全面精准 

必看

推荐 
考试攻略、考场报告、资料准备：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配合

资料 

《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2018 版 

《注册设备师暖通&动力专业考试考场年度报告》2017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第三

版-2017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规范汇编 2013

版》 

需配合规范汇编准备的规范单行本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空白试卷答案解析

（2008） 

复习

要求 

1、教材粗翻一遍，了解各小节有什么内容。 

2、70 本规范粗翻一遍，了解各小节有什么内容。 

作业

1 
将所有规范和教材各章节内容相对应，做一个教材规范对应表。 

作业

2 
以 2008 年真题空白试卷和答案解析为例，初步认识真题或进行摸底考。 

阶段 I I.教材规范阶段【3.24~6.15（12 周 84 天）】（教材第一遍基础） 

价值

箴言 
复习计划  科学合理  教材规范  贯穿全程 

配合

资料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第三

版-2018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规范汇编》2013

版 

需配合规范汇编准备的规范单行本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全程实训手册》

2018 版（第一第二部分）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空白试卷答案解析

（2009） 

复习

要求 

1、学会并使用“教材四支笔复习法”复习教材和“规范重要性分级复习

法”复习规范。 

2、根据“教材各章节针对性复习法”，将教材“由薄看到厚”。 

3、针对于教材各章节知识点利用《全程实训手册》进行题目熟悉。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http://bbs.ehvacr.com/thread-28523-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965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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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看

推荐 

2018 年注册暖通专业考试规范清单及重要性总结：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作业

3 

根据自身复习情况并结合作业 1，将阶段 I 的配套资料（教材+规范+实

训手册）合理细化安排到 84 天的复习进程当中。 

提升

建议 
2018 暖通空调在线注考暖通专业视频培训实战班、精讲班、规范班 

周次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第 1

周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供暖（19 天） 

第 2

周 

3.31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供暖（19 天） 

第 3

周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供暖（19 天） 通风（16 天） 

第 4

周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通风（16 天） 

第 5

周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通风（16 天） 

第 6

周 

4.28 4.29 4.30 5.01 5.02 5.03 5.04 

空调与洁净（22 天） 

第 7

周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空调与洁净（22 天） 

第 8

周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空调与洁净（22 天） 

第 9

周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空调

与洁

净 

制冷（14 天） 

第 10

周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6.01 

制冷（14 天） 

第 11

周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制冷 绿建水燃气（6 天） 

第 12

周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第 I 阶段小结（7 天，2009 年真题） 

作业

4 

完成新旧教材之间的互相誊移，针对教材每一章节（尤其是针对于变动

部分）自编单选题、多选题、案例题各不少于一题，注明答案和详细分

析。 

阶段

II 
II.知识点提炼阶段【6.16~8.17（9 周 63 天）】（教材第二遍强化） 

价值

箴言 
真题分类  应对策略  坚持到底 力量无限  

配合

资料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备考应试指南》

2018 版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全程实训手册》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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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版（第三部分）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第三

版-2018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规范汇编》2013

版 

需配合规范汇编准备的规范单行本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空白试卷答案解析

（2010） 

提升

建议 

2018 暖通空调在线注考暖通专业视频培训实战班、精讲班、规范班、真

题班 

复习

要求 

1、学会并使用“做题四支笔复习法”练习题目，强化教材规范知识点。 

2、结合《备考应试指南》的历年真题归类，将教材的知识点提炼出来，

提纲挈领，将教材“由厚看到薄”。 

3、针对于教材各章利用《全程实训手册》进行分章测试。 

作业

5 

做题复习过程中在《备考应试指南》和《全程实训手册》中用五角星标

注出重要题、易错题及需加强题。 

周次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第 13

周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供暖（13 天） 

第 14

周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供暖（13 天） 通风 

第 15

周 

6.3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通风（13 天） 

第 16

周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通风（13 天） 空调与洁净 

第 17

周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空调与洁净（16 天） 

第 18

周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空调与洁净（16 天） 

第 19

周 

7.28 7.29 7.30 7.31 8.01 8.02 8.03 

制冷（11 天） 

第 20

周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制冷（11 天） 绿建水燃气（3 天） 

第 21

周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第 II 阶段小结（7 天，2010 年真题） 

作业

6 

针对 2018 年规范清单中 A 类及变动的规范自编单选题、多选题、案例题

各不少于一题，注明答案和详细分析。 

阶段

III 
III.真题训练阶段【8.18~10.12（8 周 56 天）】（教材第三遍精简） 

价值

箴言 
群体讨论  分享互进 学会放弃  方能成功  

配合

资料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空白试卷答案解析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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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备考应试指南》

2018 版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全程实训手册》

2018 版（第四部分）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第三

版-2018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规范汇编》2013

版 

需配合规范汇编准备的规范单行本 

下载 历年空白试卷电子版下载：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提升

建议 
2018 暖通空调在线注考暖通专业视频培训实战班、真题班 

复习

要求 

1、应用“时间把控法”和“题号题眼标记法”坚持每周一套真题按实战

训练。 

2、在每周真题实战训练中熟练应用“多选题答题技巧”和“专业案例通

过技巧”。 

3、每套试卷进行分数统计分析，提炼失分题并总结原因，每周保证得分

进步。 

作业

7 

将每套试卷中做完的题、得分、单选题正确率、多选题正确率、犯晕错

的题、完全不会的题、需要回顾复习的题进行统计分析。 

周次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第 22

周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2011 年试卷测试 2011 年试卷消化 

第 23

周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2012 年试卷测试 2012 年试卷消化 

第 24

周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2013 年试卷测试 2013 年试卷消化 

第 25

周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2014 年试卷测试 2014 年试卷消化 

第 26

周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2016 年试卷测试 2016 年试卷消化 

第 27

周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2017 年试卷测试 2017 年试卷消化 

第 28

周 

9.29 9.3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全程实训手册 

2018 年模拟卷实

战 

全程实训手册 2018 年模拟卷消化 

第 29

周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备考应试指南 

2018 年模拟卷实

战 

备考应试指南 2018 年模拟卷消化 

作业

8 

2018 年知识点押题（可以是某个考点、知识点、规范条文、公式、总结

等等），30 例~50 例。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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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IV 
IV.最后提升阶段【10.13~10.19（1 周 7 天）】（教材第四遍总结） 

价值

箴言 
总结提升  高屋建瓴  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提升

建议 
2018 暖通空调在线注考暖通专业视频培训实战班 

复习

要求 

1、总结并利用前三个阶段的总结、查漏补缺、考前强化记忆。 

2、根据“考前一周总结提升复习法”进行每日内容复习。 

周次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第 30

周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在前三个阶段基础上的总结提升查漏补缺 

10 月 20 日 21 日周六周日考试 

 

[暖通]专业考试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分享么？ 

暖通空调在线论坛举办的【我的注考】经验分享活动，收集了考生的相关经验教训，可

点击进入：【我的注考】2017年度注册设备师考试心得体会 

 http://bbs.ehvacr.com/thread-101339-1-1.html 

 【我的注考】2014 年度注册设备工程师考试心得体会 

http://bbs.ehvacr.com/thread-70106-1-1.html 

 【我的注考】2013 年度注册设备师考试心得体会 

http://bbs.ehvacr.com/thread-65155-1-1.html 

 

[暖通]网上有可打印的焓湿图下载吗？ 

网友将经典的焓湿图制作成了适用于注册考试的打印版本下载，并对焓湿图相关案

例进行了深度解密，详情可关注：http://pan.baidu.com/s/1geU47q7，其中的小林助考电

子书-解题工具。 

 

[暖通]焓湿表是什么，如果下载和购买？ 

焓湿表是网友杨英明根据湿空气性质的空气编制的表格化焓湿图，可用于快速精度

的查询湿空气参数。网络上有免费的焓湿表和使用方法文档下载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其中的小林助考电子书-解题工具。），同时，林星

春主编的《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 备考应试宝典》附录

收录了焓湿表，可正式带入考场。 

http://bbs.ehvacr.com/thread-10133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70106-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5155-1-1.html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http://pan.baidu.com/s/1geU47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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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动力专业的相近专业是哪些？ 

动
力 

本专业 

热能与动力工程 

热力发动机 

流体机械及流体工程 

热能工程与动力机械（含锅

炉、涡轮机、压缩机等） 

热能工程 

制冷与低温技术 

能源工程 

工程热物理 

水利水电动力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 

化工工艺 

化学工程与工艺 

煤化工（或燃料化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冷冻冷藏工程（部分） 

相近专业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飞行器动力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油气贮运工程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化工设备与机械 

石油天然气贮运工程 

其它工科专业 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 

 

[动力]暖通专业的考热能动力是本专业还是相近专业？ 

暖通专业考热能动力属于相同专业。热能动力专业考暖通属于相近专业。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科目和内容是什么？ 

 热力专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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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燃料与燃烧(2)锅炉原理(3)汽轮机原理(4)锅炉房工艺设计(5)汽机房工艺设计(6)

热力网及热力站 

 燃气专业部分： 

(7)煤化学(8)制气原理及工艺(9)燃气净化、化学产品回收与加工(10)燃气输配(11)燃

气燃烧与应用(12)燃气工程设计 

 气体专业部分： 

(13)气体压缩机(14)制冷与低温原理(15)供气、制冷工程设计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大纲有吗？ 

1． 燃料与燃烧  

1.1 了解锅炉常用燃料的分类、成分、发热量范围。 

1.2 熟悉燃料各种发热量的概念。 

1.3 熟悉液体燃料的物理、化学特性，及气体燃料或液体燃料蒸汽爆炸 极限浓度的概

念和数据。 

1.4 了解各类燃料的燃烧方式和燃烧过程，灰熔点对燃烧的影响，燃烧 时污染物的生

成原理。  

1.5 熟悉固体燃料成分和发热量在不同基准之间的换算方法。 

1.6 熟悉固体或液体燃料的元素分析和工业分析成分数据。 

1.7 掌握计算燃料燃烧理论空气量和实际空气量的方法。 

1.8 掌握根据燃料的发热量，估算燃料燃烧所需空气量的方法。 

1.9 掌握燃料燃烧产生烟气量的计算方法。  

1.10 了解燃料燃烧烟气焓的计算方法。 

2．锅炉原理  

2.1 了解锅炉分类、参数和锅炉型号表示方法。 

2.2 了解锅炉的工作原理、燃烧方式。 

2.3 了解层燃锅炉的炉排型式和循环流化床锅炉特点。 

2.4 了解悬浮燃烧锅炉的燃烧器型式。 

2.5 了解锅炉各类受热面的设计特点和锅炉受热面的结构布置。 

2.6 了解自然循环和强制循环锅炉水动力学的基本概念。 

2.7 熟悉炉膛容积’热负荷和炉排面积热负荷的概念。 

2.8 掌握锅炉热平衡测试方法和锅炉效率的计(估)算方法。 

2.9 掌握锅炉的燃料消耗量计算方法。  

2.10 掌握锅炉受热面漏风系数、过量空气系数的概念和不同类型锅炉取值范围，根据

烟气含氧量估算过量空气系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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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掌握锅炉尾部受热面低温腐蚀的原因及防治的方法。  

2.12 了解锅炉强度计算方法。熟悉锅炉常用钢材。  

3．汽轮机原理  

3.1 了解汽轮机组的工作原理，熟悉级内损失和级的相对效率。 

3.2 了解多级汽轮机的特点；熟悉汽轮机及其装置的评价指标；掌握汽 轮机的分类及

选用。 

3.3 了解汽轮机的负荷特性及初终参数变化对汽轮机运行的影响；掌握 供热汽轮机的

工况图。 

3.4 熟悉凝汽设备的工作原理；了解凝汽器的管束布置与真空除氧；熟 悉抽气器原理

和种类。  

3.5 熟悉汽轮机辅助系统。  

4． 锅炉房工艺设计 

4.1 掌握锅炉的选择和锅炉房规模的确定。  

4.2 了解水中杂质对锅炉的危害、锅炉给水与炉水的水质标准。 

4.3 了解炉外化学水处理和除氧原理。掌握化学水处理及除氧的计算与 设备选择、系

统制定、设备布置。  

4.4 熟悉风、烟管道设计要点、设计计算。 

4.5 熟悉确定烟囱高度的有关规定。  

4.6 熟悉选择风机的要求及选择计算。了解锅炉常用风机的形式、特点 和适用范围。  

4.7 掌握锅炉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浓度的计算及锅炉烟气排放的国家标准和规定。 

4.8 了解锅炉房各种除尘、脱硫方式的技术特点、系统设计和使用要求。 

4.9 掌握锅炉给水泵选择方法。 

4.10 掌握热力系统各种水箱的选择和布置。  

4.1l 熟悉锅炉房各种管道的设计要求并掌握其水力计算方法。  

4.12 了解锅炉房所用燃料的贮运、制备方式和安全要求。 

4.13 了解锅炉房灰渣贮运系统的方式。  

4.14 熟悉锅炉房内各种燃煤、燃油、燃气设施。 

4.15 掌握锅炉房布置的一般原则和要求。 

4.16 了解噪声防治的措施，熟悉有关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有关规定，掌握有关规范、

规程对锅炉房防火、防爆的规定。 

4.17掌握对相关各专业的技术要求。 

5  汽机房工艺设计  

5.1 掌握发电厂原则性热力系统。  

5.2 熟悉发电厂全面性热力系统。  

5.3 掌握管道强度计算和水力、应力计算及管道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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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了解热电厂主要热经济指标。 

5.5 掌握热力系统中主要设备的选择及布置。 

5.6 掌握对相关各专业的技术要求。  

6  热力网及热力站 

6.1 掌握各类热负荷的计算方法、负荷特性和负荷曲线图。 

6.2 熟悉各种供热系统的特点、热网供热参数的选择原则。 

6.3 熟悉热网布置原则、各种敷设方式的特点、适用条件。  

6.4 掌握换热计算、保温计算方法。 

6.5 掌握热力网水力计算的基本方法、热水管网系统水压图的绘制原则、热网系统应设

置的安全保护措施。  

6.6 掌握热网管道的强度计算、节点的推力及应力计算及纵向失稳的验 算。  

6.7 熟悉热网管道补偿器种类、适用条件。 

6.8 掌握热水供热管网系统定压方式、适用条件。 

6.9 掌握热力网各种调节方式、特点、适用条件。  

6.10 掌握热力站系统设计原则和常用设备的选型与计算。 

7．煤化学  

7.1 熟悉中国煤炭分类与煤质评价，掌握煤的工业分析、元素分析和煤炭分析结果的表

示方法及基准换算。熟悉煤中硫和灰分对煤利用的影响。  

7.2 熟悉煤工艺性质和测定方法，煤的发热量测定和计算方法。了解煤 低温干馏试验。 

7.3 熟悉煤的物理性质、机械性质和固态胶体性质。 

7.4 掌握煤的热解化学反应过程和粘结成焦机理。了解煤氧化、风化和 自燃。 

8．制气原理及工艺 

8.1 熟悉煤成焦过程，配煤对焦炭质量的影响，现代化焦炉的特点和结 构。掌握煤气

加热和焦炉热平衡计算，焦炉流体力学和烟囱计算，焦炉用的耐火材料等。 

8.2 熟悉煤气化和气化炉基本原理和方法，煤炭质量对气化生产的影响，发生炉煤气的

质量要求。 熟悉各类煤气化炉的特点、结构和主要设备。掌握煤气化炉的物料平衡、

热量平衡计算。 

8.3 熟悉油制气(催化裂解)的基本反应及生产过程；液化石油气、天 然气改制的基础

知识及其改制炉型的特性；制气原料的选择及催化剂的作用机理。 

8.4 熟悉可利用的气源生产装置(如高炉、转炉等)及副产燃气的原理， 对其产气量、

质量的影响因素。  

8.5 了解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矿井气、沼气的来源、提取及主要特点。 

9．燃气净化、化学产品回收与加工  

9.1 熟悉燃气的组成、热值、爆炸极限和饱和水蒸汽的计算。化学产品 的生成、产率。 

9.2 掌握燃气的冷却机理、物料和热量平衡、煤气的初冷、灰尘、焦油 雾和萘的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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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排送、焦油氨水分离等工艺及主要设备工艺计算和设备选型。 

9.3 熟悉硫铵制取工艺原理和流程、剩余氨水的力口工、浓氨水、无水氨及氨分解工艺

原理、基本流程。  

9.4 了解苯的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粗苯的组成。掌握用洗油回收煤气 中苯族烃的方

法，填料层高度的计算。了解典型工艺流程以及轻苯加工精制工艺和设备。掌握煤气的

最终冷却、二除萘工艺。  

9．5 熟悉改良蒽醌二磺酸钠法（A、 D、A）、氨法(HPF、AS)、苦味酸法（FRC）和干

法脱毓等工艺、设备及相关脱硫催化剂的催化机理。 

9.6 了解多环芳烃的结构和特性，煤焦油组成、质量及加工前的预处理， 

连续焦油蒸馏工艺和主要设备构造。回流比对精馏操作的影响。沥青冷却及深加工。 

10．城镇燃气输配  

10.1 了解我国城镇燃气气源种类、来源及国家行业对各气体燃料规定 的质量指标(国

家标准)。 

10.2 掌握燃气的物理化学基本性质，根据单一气体的基本性质演算各种混合气体特性

方法。 

10.3 了解城镇燃气用气量的组成及用户的耗气量指标，掌握各类用户对燃气需要量的

钎算方湛举熟悉城镇用气王况不均匀系数的概念，确定管道计算流量。 

10.4 熟悉各类储气罐、压缩机的功能，掌握调节用气量高、低峰时供需平衡方法，正

确选择储气罐和燃气压缩机的类型。  

10.5 掌握燃气管网的冰力计算和水力王况、压力降的确定。 

10.6 了解燃气调压器和计量器的原理。 

11．燃气燃烧与应用  

11.1 掌握可燃气体的燃烧反应计算方程式及理论与实际空气需要量、烟 气量、烟气焓、

过剩空气系数、燃烧温度、燃气热值的计算。  

11.2 了解燃气燃烧反应过程、着火及点火原理。 

11.3 熟悉燃气燃烧特性、火焰传播原理、火焰传播速度的测定方法。 

11.4 掌握不同燃烧方法的火焰结构、燃烧特性及火焰稳定原理。 

11.5 掌握各种燃烧器结构、工作原理、设计参数、设计计算。 

11.6 掌握燃气燃烧互换条件及火焰特性对燃气互换性的影响。燃气互 换性判定方法。 

12 燃气工程设计  

l2.1 掌握各类气源厂(站)工艺平面布置的设计要求。  

12.2 掌握制气及其原料准备的工艺设计和设备选型．  

12.3 熟悉各类制气炉型的特性，根据制气原料的品种正确地这择炉型。 各炉型对制气

原料的质量要求。掌握各炉型煤气发生量约计算方法，熟悉燃气组分变化因素。  

12.4 熟悉各类外部气源(如：钢铁企业回收的煤气)生产装置可靠性的 评定方法。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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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燃气收集、平衡、储存、调质。输送。利用等设施的设计。 

12.5 掌握各类燃气的净化方法，进行燃气净化工艺计算和设备选择计 算。 

12.6 熟悉国家制定的各类相关污染排放标准，熟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气、污水、

废渣的特性和治理的工艺方法；了解污水集中生化处理 工艺及有关绿化等环保要求。 

12.7 掌握城镇燃气输配管网系统的选择和压力级制确定的原则。熟悉城镇燃气输配管

网布置原则和管道选线、定线要求。以及管材的选择和管 道的埋深、坡度、穿越、跨

越、凝水罐设置的基本做法和设计要求。  

12.8 熟悉燃气调压站、调压箱、专用调压装置的性能和在燃气输配系统中的作用和设

置原则。及其调压器、过滤器等设备的基本构造、性能。 掌握各级压力调压站的设计

和计算。 

12.9 掌握天燃气门站设置(站址选择)原则和工艺设计以及门站的气体 分离、除尘、过

滤设备；减压、加臭、加热装置；安全阀、清管器等设计和计算。 

12.10 掌握燃气储配站工艺设计，站址选择(平面布置)以及储气罐的有 效容积、压缩

机实际能力的核算。  

12.11 熟悉液化石油气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掌握其安全、防火、防 爆的设计要点。 

12.12 熟悉液态液化石油气的输送管道的水力计算和输送泵的选型计算。 

12.13 熟悉全压力式液化石油气储罐的设计参数。了解罐的构造，所用 材料及附件的

性能要求。 

12.14 熟悉液化气气化的工艺特点及其气化(混气)设备，机泵等构造、性能。了解气化

(混气)站，瓶组气化站的区别和适应范围，掌握气化墨，混合器，调压器等设备的选型

计算和气化站的全套设计。 

12.15 熟悉液化石油气灌瓶设备性能，掌握灌瓶站全套工艺设计。 

12.16 掌握用户燃气管道的最高允许压力和燃烧器的额定压力的规定要求。  

12.17 掌握用户燃气管道的流量计算和水力计算及入户管的敷设要求． 

12.18 掌握各类用户的燃具、燃气阀门，调压器、计量装置、放散管等设 备的选用原

则及安装位置和安全方面的有关规定。 

12.19 了解民用燃具的种类、用途、通气排气的要求和方式．熟悉燃气 用具的安全控

制和监控设施。  

12.20 熟悉燃气设施的防火，防爆、防毒、防腐、防噪音、防热辐射， 防静电，抗震

及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和要求，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 标准，规范进行设计。  

12.21 熟悉燃气设施建设所用的材料、设备的基本性能、质量要求和检 查，实验方法；

正确选定其性能指标和安全系数．  

12.22 了解燃气设施的施工、安装和试运转的技术要求。 

12.23 向相关配合专业提供工程设计的技术资料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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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气体压缩机  

13.1 了解气体压缩机的分类和应用。 

13.2 掌握活塞式压缩机的工作原理，性能参数(排气压力，排气量。排 气温度，压缩

机功率等)。  

13.3 掌握螺杆式压缩机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热力性能(容积流量。 容积效率，

压力比、排气温度、轴功率等)，容量调节。  

1 3．4 掌握离心式压缩机的工作原理，性能参数，性能曲线和调节。  

13．5 了解气体压缩机的管路系统及附属设备。  

14制冷与低温原理  

14.1 了解制冷与低温的内容  

14.2 了解制冷与低温的热力学基础；相变制冷、气体绝热膨胀制冷、制冷热力特性分

析。 

14.3 了解制冷与低温对制冷工质的要求，制冷工质的命名，流体物质计算的热力学基

础，制冷与低温的物理化学性质。 

14.4 掌握单级蒸汽压缩制冷循环，两级蒸汽压缩制冷循环，蒸汽吸收制冷循环。  

14.5 掌握气体的制冷和液化循环的节流循环，等熵膨胀循环，等焓膨胀和等熵膨胀的

组合循环。 

14.6 掌握气体分离的原理与方法。  

14.7 了解制冷与低温循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分析；熵分析法、火用分析法。  

15. 供气、制冷工程设计  

15.1 了解常用气体的用途和品质要求。 

15.2 了解供气、制冷工程设计规模的确定原则。 

15.3 掌握各类气体（氧气、氮气、氢气、氩气、保护气体、压缩气体）的供气特点和

供气系统的确定。  

15.4 掌握各类气体供气站、制冷站的总平面图及站房平面布置要求，对相关专业的技

术要求；熟悉噪声治理和防火、防爆等安全技术措施。  

15.5 掌握各类气体制气设备的性能特点和选择原则。 

15.6 掌握各类气体（包括液态气体）储存、灌装、运输设备的性能特点和选择原则。 

15.7 掌握各种气体（包括液态气体）管网的设计和布置、敷设原则，熟悉管径、管材、

流速、推力和绝热保温的计算。 

15.8 了解各类供气工程及管网的施工安装要求和验收要求。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题型和分值是怎样的？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分为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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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为专业知识考试，第二天为专业案例考试，考试时间每天上、下午各 3小时。 

   第一天为专业知识的概念性考题，上、下午各 50题，每题分值为 1 分，试卷满分 l00

分； 

   第二天为案例分析题，上、下午各 25题，每题分值为 2分，满分 100分。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有规定的规范吗？ 

执业资格考试适用的规范、规程及标准按时间划分原则：考试年度的试题中所采用的规

范、规程及标准均以前一年十月一日前公布生效的规范、规程及标准为准。（括号内备

注是以 2011 年发布的考试规范汇编为基准，做了补充说明。综合来看，2011 汇编共有

规范 30个，2016 版考试文件公布中，删除 3 个，更新 8 个，增加 9个，共计 36个） 

序号 名         称 标 准 号 

1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50041-2008 

2 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 GB50049-2011 

3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GJJ34-2010 

4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技术规定 DL/T5054-1996 

5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G0001-2012（整合新发布） 

6 工业锅炉水质 GB∕T1576-2008 

7 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JJ/T81-2013（标准更新） 

8 城镇供热直埋蒸汽管道技术规程 CJJ/T104-2014（较汇编新增） 

9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标准更新） 

10 工业用水软化除盐设计规范 GB/T50109-2014（标准更新） 

1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 

12 发生炉煤气站设计规范 GB50195-2013（标准更新） 

13 炼焦工艺设计规范 GB50432-2007 

14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GB6222-2005 

15 焦化安全规程 GB12710-2008 

16 常压固定床气化用煤技术条件 GB/T9143-2008 

17 中国煤炭分类 GB/T575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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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征 GB/T13611-2006 

19 人工煤气 GB13612-2006 

20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GB50494-2009（较汇编新增） 

21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50177-2005 

22 氧气站设计规范 GB50030-2013（标准更新） 

23 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 GB50029-2014（标准更新） 

24 加氢站技术规范 
GB50516-2010（考试文件有误，

文件号为乙炔站的 GB50031） 

25 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 GB50751-2012（较汇编新增） 

2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标准更新） 

27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GB50316-2000，2008 年版 

28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074-2002 

29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3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96 

31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50187-2012（标准更新） 

32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较汇编新增） 

33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较汇编新增） 

34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TSGD001-2009（较汇编新增） 

35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2014（较汇编新增） 

36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50087-2013（较汇编新增）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有规定的设计手册吗？ 

1. 燃油燃气锅炉房设计手册编写组：《燃油燃气锅炉房设计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年  

2. 动力工程师手册编辑委员会编：《动力工程师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01

年 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3. 锅炉房实用设计手册编写组：《锅炉房实用设计手册》 (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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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煤气设计手册编写组：《煤气设计手册》(上、中、下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年  

5. 姜正候主编：《燃气工程技术手册》 同济大学出版社 l993年  

6. 邓渊主编：《煤气规划设计手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7. 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焦化设计参考资料手册》(上、下册) 冶金工业出

版社 1980年  

8.《压缩空气站设计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l993年  

9. 黄建彬主编：《工业气体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年  

10. 动力管道手册编写组：《动力管道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4 年 

11.郁永章. 《容积式压缩机技术手册》[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有参考用书吗？ 

1.胡震岗，黄信仪编：《燃料与燃烧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燃油燃气锅炉房设计手册编写组：《燃油燃气锅炉房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年。 

3.毛健雄，毛健全，赵树民编：《煤的清洁燃烧》。科学出版社，1998 年。 

4.金定安、曹子栋、俞建洪编：《工业锅炉原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5.冯俊凯、沈幼庭编：《锅炉原理及计算》（第二版）。科学出版社，1992年。 

6.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华北电力学院合编：《汽轮机原理》中国电力

出版社出版。1992.6出版，1998年重印。 

7.动力工程师手册编辑委员会编：《动力工程师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01

年 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8.华北电力大学王加璇、姚文达合编：《电厂热力设备及其运行》。中国电力出版社出

版，1997年 9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9.锅炉房实用设计手册编写组：《锅炉房实用设计手册》（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年。 

10.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热力发电厂水处理》（第三版）。1998年。  

11.郝景泰等编：《工业锅炉水处理技术》。气象出版社，2000年。 

12.重庆大学郑体宽主编：《热力发电厂》。中国电力出版社，1998年。 

13.哈建工、天大、西冶、太工合编：《供热工程》（第二版）。建工出版社。 

14.王致祥、梁志钊、孙国模、文启鼎合著：《管道应力分析与计算》。水力电力出版

社。 

15.虞继舜主编：《煤化学》。冶金工业出版社，2000年。或郭崇涛主编：《煤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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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郭树才主编：《煤化工工艺学》。化学工业出版社，1992年。 

17.库咸熙主编：《炼焦化学产品回收与加工》。冶金工业出版社，1985 年。 或《炼焦

化学产品回收设备的工艺计算》（上、下册）炼焦化学。1997年。 

18.袁履水主编：《有机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或高鸿宾主编：《有机化

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9.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合编：《燃

气生产与净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年。或高福烨主编：《燃气制造工艺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 

20.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同济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编：《燃

气输配》（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21.同济大学、重庆建筑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编：《燃气燃烧与

应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 

22.石洪范编著：《重油裂解制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 

23.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炼焦学》。冶金工业出版社。 

24.寇公主编：《煤炭气化工程》。机械工业出版社，1992年。 

25.煤气设计手册编写组：《煤气设计手册》（上、中、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年。或姜正候主编：《燃气工程技术手册》。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 

26.邓渊主编：《煤气规划设计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27.编写组：《焦化设计参考资料手册》（上、下册）。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80年。 

28.《钢铁企业燃气设计参考资料》（煤气部分）。冶金工业出版社，1976年。或冶金

工业部钢铁司：《冶金企业煤气的生产与利用》，1980年。 

29.浙江大学陈光明等：《制冷与低温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年。 

30.李化治编著：《制氧技术》。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年。 

31.邢子文著：《螺杆压缩机-理论、设计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 

32.《压缩空气站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年。 

33.《钢铁企业燃气设计参考资料（氧气部份）》。冶金出版社，1976 年。 

34.《氢气生产与纯化》。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83年。 

35.黄建彬主编：《工业气体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年。 

36.《动力管道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4年。 

37.西安交大郁永章主编：《容积式压缩机技术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有什么辅导书？ 

 《全国勘查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考试复习教材（第 3版）》。机械工

业出版社。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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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考试标准规范汇编（2011版）》。中

国计划出版社。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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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习题精炼（动力专业专业知识和

专业案例》。化学工业出版社。应试指导专家组编。  

 

 

 

 

 

 

 

 

 

 

 

 

 

 

 

 《动力专业知识(2009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命题趋势权

威试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命题研究中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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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专业案例(2009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命题趋势权

威试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命题研究中心编。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真题解析与考点强化》（动力考试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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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动力专业考试有模拟卷下载吗？ 

▲  注册动力专业案例试题（10套）.zip  

▲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考试题  

▲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模拟试题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1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2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3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4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5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6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7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8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09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10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11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12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13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14 

▲  专业试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15 

以上资料请点击下载：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40

&fromuid=36855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有教材手册下载吗？ 

▲ 教程手册：工业气体手册 

▲ 教程手册：《压缩空气站设计手册》 

▲ 教程手册：《锅炉房实用设计手册》 

▲ 教程手册：动力工程师手册 

▲ 教程手册：煤气设计手册（上册） 

▲ 教程手册：煤气设计手册（中册） 

▲ 教程手册：煤气设计手册（下册） 

▲ 教程手册：容积式压缩机技术手册 

▲ 教程手册：燃气工程技术手册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Q1NzR8ZjE0NjFiZjV8MTMwOTE3MDY0M3xiNzhiZmhpR1JxYVMwVzJCMnFWTG5pYjBPQnVBckpoeE1RS1BNRDY2aW5abXhpTQ%3D%3D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783-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794-1-2.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1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11-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8-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7-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6-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5-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3-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1-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00-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79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797-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796-1-2.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795-1-2.html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40&fromuid=36855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40&fromuid=36855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77-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78-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88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95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965-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966-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968-1-2.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958-1-2.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96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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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程手册：燃油燃气锅炉房设计手册 

▲ 教程手册：动力管道设计手册（2006） 

▲ 1.《燃油燃气锅炉房设计手册》.pdf 

▲ 2.《动力工程师手册》 

▲ 3.《锅炉房实用设计手册》 

▲ 4.《煤气设计手册（上中下册）》 

▲ 5.《燃气工程技术手册》 

▲ 6.《煤气规划设计手册》 

▲ 7.《焦化设计参考资料 上册 下册》 

▲ 8.《建筑燃气设计手册》 

▲ 10.《压缩空气站设计手册》 

▲ 11.《工业气体手册》 

▲ 12.《动力管道设计手册》 

▲ 13.《容积式压缩机技术手册 化工、动力》 

以上资料请点击下载：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6273&page=1&fromuid=31321#pid29818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有规范标准下载吗？ 

前述最新规范标准资料，请点击下载：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39

&fromuid=36855 

 

[动力]专业考试有辅导资料有下载吗？ 

▲ 动力专业执业资格考试复习指导传群版 

▲注册动力专业 QQ 群共享 FTP 备份 

▲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专业复习教材（第二版） 

▲  安徽版动力专业执业资格考试复习题解 

▲  化工版动力专业知识和专业案例习题精练 

▲  2009 华中版动力专业知识命题趋势权威试卷.pdf  

▲  2009 华中版动力专业案例命题趋势权威试卷.pdf  

▲  解国珍-制冷技术.rar  

▲  汽轮机原理.rar 

▲  汽机房工艺设计.ppt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971-1-2.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1010-1-1.html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26273&page=1&fromuid=31321#pid29818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39&fromuid=36855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39&fromuid=36855
http://bbs.ehvacr.com/thread-48673-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52097-1-1.html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9823&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5
http://bbs.ehvacr.com/thread-41546-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1569-1-1.html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g4NTJ8OTczNWE2ZWN8MTMxMTA0NzAxN3w2MjlhTmVPWkc1SFRuVjRSVGhlQ1NFMGxOUFhrVGxpd1J6Y3lKaWpQR0tWelpzZw%3D%3D
http://bbs.ehvacr.com/attachment.php?aid=Mjg4Njd8NzFkMTI4ZTh8MTMxMTA0NzAyMHwxODU5a3FZQ3V1dytmb0MrMXZXRkNFMFUzVERrRXBqOE1jWjhBNkd3YUJmWlRmO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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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网及热力站.ppt 

▲  燃气输配 

以上资料请点击下载： 

http://bbs.ehvacr.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tid=26273&pid=29828&fromuid

=31321 

 

[动力]每年的动力专业考试后有对考试题目讨论吗？ 

 2009年注册专业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30778-1-1.html 

 2010年注册专业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36243-1-1.html 

 2011年注册专业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44479-1-1.html 

 2012年注册专业课考试大讨论： http://bbs.ehvacr.com/thread-53459-1-1.html 

 2013年注册专业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61965-1-1.html 

 2014年注册专业课考试大讨论：http://bbs.ehvacr.com/thread-67959-1-1.html 

 

[动力]动力专业考试历年真题有下载吗？ 

▲2014 年注册设备师动力专业考试专业案例真题带解析（全） 

http://bbs.ehvacr.com/thread-68107-1-1.html 

▲2013 年注册动力专业案例下午完整真题（照片实拍版）+参考答案 

http://bbs.ehvacr.com/thread-62036-1-1.html 

▲注册动力工程师专业案例真题解析（2006-2012） 

http://bbs.ehvacr.com/thread-62982-1-1.html 

▲2012 年注册设备师动力专业考试真题(知识+案例)原题+解析(幻想修订版)  

http://bbs.ehvacr.com/thread-53841-1-1.html 

▲2012 年动力专业案例试题－上午  

▲2012 年动力专业案例试题－下午 

▲2011，你懂的 

▲2010 年动力真题上午 

▲ 2010年案例真题（最新） 

以上资料请点击下载：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40

&fromuid=36855 

 

http://bbs.ehvacr.com/viewthread.php?tid=39947&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5
http://bbs.ehvacr.com/thread-30778-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36243-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4447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5345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1965-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7959-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8107-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2036-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62982-1-1.html
http://bbs.ehvacr.com/thread-53841-1-1.html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40&fromuid=36855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614&pid=586140&fromuid=3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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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专业考试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分享么？ 

    以下内容摘自《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真题解析与考点强化》（动力考试蓝

皮书）的部分总结和分享。 

一、“三大真经”—需要准备的备考资料 

1、复习教材，第三版。 

（全名：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第 3版，全国勘

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这是必须毫不犹豫的，否则建议就不要参加考试了，免得浪费你的、监考的、阅卷

的和大家的时间。 

    考试的内容 99.99%在课本（含标准）上都能找到，如果有概念性的不懂，比如基础

不牢的（汽化潜热、换热两大公式、初中化学反应式等等），问问度娘即可，不必深究，

更不必购买大学教材、专业手册。 

    不多说了，4月 1 日前必须入手。 

2、标准汇编，2011年版（传说有可能改版）。 

（全名：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专业考试标准规范汇编 2011 年版，全

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用设备专业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计划出版社，） 

    因为可能改版，而且复习前期大部分用不到，从内容看，第五章主要用到小火规，

第六章主要用到热网规，第十二章主要用到燃规，第三篇主要用到氢规、氧规、防火规

等，如果着急，请买单行本，因为都是最新版，用着顺手。其他的等你复习完第四章、

第五章，有了感觉再买也不迟。建议最多只买以下三本。 

    1、小火规（2011 版）（推荐购买） 2、燃规 3、热网规 

    汇编建议复习第 4 章再买不迟，可在 6月 1日前入手。个别标准有新版的因改动不

大或考点少，建议忽略，仅汇编即可。 

3、真题及解析 

    （1）先阅读有关考试的介绍和复习方法的说明；对考试整体有个基本概念，并拟

定自己的复习计划。 

    （2）粗看教材一遍，对教材的章节、内容分布有大概的了解，对相对专业的术语

有了一定的印象，看到某一概念能大概知道在第几章里面。 

    （3）再按章节分别进行专业知识和专业案例的实战模拟，一定不要悠哉悠哉的磨

工，而是要实战模拟，中心意思是“两轮”。具体办法参见相关复习思路与方法，在此

不再赘述。注意这一遍是复习的关键，一定要多记多写，不要想着回来再写吧、回来再

总结吧，“回来”会告诉你没有时间了。 

其中，个人认为第一天专业知识考试和第二天专业案例考试有一定的联系，但从考试角

度来讲，没有太大的联系。基于此，可将专业知识和专业案例适当的分开复习。希望考

生能借助专业知识的复习熟悉教材，然后通过熟悉教材来查找和理解案例。反过来通过

案例来加强某一概念和知识点的出处，利于知识考试。 

（4）细看教材一遍。此遍重在强化自己的记忆力，一定不要浮躁，要沉下去、看进去。

此时一定要配合成套真题检验细的效果，要按考试时间和程序做套题 2-3套，这和分章

做题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二、“三大法宝”—需要准备的备考用具 

1、法宝一：复习专用笔记本一本； 

    笔记本不用太大，不用太多页。主要是把自己的计划写在前几页，规划好之后定期

（比如每周末）拿出来对照，虽然计划不如变化快，但是一定要先有计划，按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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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变化，及时修改计划，再按新计划实施。否则，几个月漫长的复习时间，很容易变

成自我放松甚至手忙脚乱的局面。 

    另外，笔记本还用来记录复习的心得、难点和细节。 

复习心得。 

    如部分记录： 

    1、看完题干后没有印象在课本上应翻找相关标准，如单路运煤，如热网章节公式

查阅《热网规》（如 082222 全年耗热量的题）。 

    2、如看完题干没有灵感，可看一眼参考答案，看是否有提示。 

    3、实在没有思路，可能是常识题，可用单位换算即量纲来做题，如 132103有关煤

耗率的概念。 

复习难点。 

    如部分记录： 

    1、P538中 Qa和 n是何意思？参见 GB50028 6.2.2-1； 

    2、两个标准之间可能会出现有联系的题目，如《锅炉房规》第 10 章与《热网规》

第 7章、第 10章。 

    3、第三章的题目应特别注意标态的换算，方法见 P915。 

复习细节。 

    如部分记录： 

    1、P247 标煤低位发热量为 29271kJ/kg；另，工业上也用 29307kJ/kg； 

    2、P793 标准状态是指 101.325KPa，0℃； 

    3、P133 标态下气体密度，空气为 1.293kg/m3；烟气为 1.34kg/m3。 

即使是临时想起的东西，甚至是草纸，都不要乱扔，建议重要的写在笔记本上，复习一

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真的还是有用的。 

    2、法宝二：计算器一部 

    案例考试时，大多是计算题，其中有些是需要 2步甚至 3步带入才能出结果或者是

公式很长数据比较多，根据我们的总结，一般是直接带入、最后计算的数据是考试答案

的选项之一。所以建议购买带有各种计算符号最后运算功能的计算器，特别是含有输错

数后能更改的（是回找，比如输了 10个数字，发现第 3个数字错了，可以回去只修改

第 3个数字，而不用全部删掉），比如 CASIO（卡西欧）fx-82MS 学生用计算器或波导

118B学生专用函数计算器；同样，这将会省去考试时来回试算，再决定取几位小数才能

凑上选项的时间和烦躁，有时候点背的，试了几次都离选项差一点点，在选与不选和算

与不算之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这样的题几乎每年都会至少考一道两道，而一旦算错或输错，将浪费 3-5分钟以上

的时间，而这 3-5分钟的时间对于动力考试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相比来说，一个这样

计算器是在是超值的。 

    3、法宝三：计时器一个 

    早已说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分数。大方向明确了复习总时间和总规划，具

体到每天、每课时，还需要紧张而有序。这时候一个计时器就相当有用。可以在早上开

始复习的时候开着，打算休息的时候暂停，统计一下每天的有效时间。可以做套题练习

的时候打开，做完一部分或一套题暂停，就可大体知道自己的水平与差距。一句话，“谁

用谁知道”。 

    当然，现在一般手机上都有计时功能，就不在单独细谈了。具体使用也是因人而异，

希望大家借此提高效率，利用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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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建议购买签字笔或替芯一排，因为考试的时候书写也是很重要的，包括过程

和字迹，具体参照《阅卷实录》。我复习时除了钢笔以外，用了 30多管签字笔芯，甚

至壮观。相比之下，多买点替芯的费用实在是不用考虑。 

三、“三大纪律”—需要谨记的备考要求 

    1、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胜利。切记按计划保证每月的复习时间，高效的利用

时间，忌三心二意、心猿意马。 

    如果自控力差，请这么算算账： 

    一般来说，顺利通过考试拿到证书会带来每年 6-10万的收入，按一个月 6000元、

复习时间 100小时计算，折合每小时 60元。就是说，每浪费一分钟 1 块钱没有了，打

个盹半张一张“伟人像”就没有了。 

    2、复习就是练习，练习就是考试。 

    切记在做题时按考试的要求和状态进行，要设身处地、紧张有序；在研究题时在深

入细致、打破砂锅。 

    切忌在嘈杂和容易受到打扰的环境中复习，切忌在复习和练习过程中三心二意，这

样就白白浪费了大量美好的复习时间。如果状态不好或者临时事情比较多比较杂，建议

忍痛暂时放弃复习。这样一来可以处理好手头的事情，二来自己心里也会有一点点内疚，

有利于自己找时间高效率的复习，事半功倍，整体上反而是提高了复习效果。 

    3、好好利用真题，建议放弃模拟题。 

    市面上大大小小的资料，我买了不少。大部分的质量真是参（shi）差（zai）不（tai）

齐（cha）了！特别是一本叫什么习题精练的书，某某出版社的，对我几乎没用处、没

收获（虽然盗版的只卖 10块钱，但浪费的是我宝贵的时间啊！我可（qu）以（ta）骂

（ma）人（de）吗？）。 

    另一方面看，动力的真题实在是太好了，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从时间上来看，把

真题完全弄明白的时间之后要能再认真做几套模拟题，也是蛮拼的，我并不反对。 

四、“三大技巧”—需要应用的复习方法 

    一个基本点：找得快。 

    个人觉得，勘察注册类专业考试因为是开卷，主要是锻炼考生在熟悉考点、了解公

式应用的基础上，“找得快”的能力。以下技巧主要基于此，经本人及广大考友实际应

用，可很大缩短“找”的时间，也可大量提高第一时间找到不准确的时候，第二次查找

的准确性。 

    1、前后联系 

    专业知识考试就是考察考生对教材的熟悉程度，那就要针对性的锻炼自己“找的快、

找的准”的能力。 

    前后联系的技巧主要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能让考生把相关知识串联起来，比如：

给水泵、在第页，而在 页也有。二是在考试过程中有可能第一印象中的第一时间找到

的并非考点，这时候前后联系的标注就可以发挥大威力了，可以轻松的转到第二次查找，

而不是仅凭印象再在脑海中翻一遍。其实这就相当于将考场上二次查找的时间提前到复

习中来做，从而减少考试用时。 

    另外，网传的贴标签法有利于第一天的专业知识考试，个人感觉也比较先进和实用，

为广大开卷考试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建议采用，可以某种层面上进一步提高前后联系的

查找时间。不过提醒一句，不能完全寄托希望，还是要熟悉课本为主，还听说个别考场

变态监考老师让把标签全撕下来，无语了。 

    2、注明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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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考生是第一次参加动力考试，对考试的内容和要求还不甚明朗，那么建议第

一次参加考试的考生务必采用此办法。注明考点就是将历年来考试真题的题号标注在书

上公式旁（专业知识的就不用标了，太多且无用；仅标专业案例），一方面可以对此知

识点更加深印象，一方面也可让考生熟悉考试要求，自行总结考试重点，有利于备考。

至于标注的时机，最好是刚刚做完题目并且自己分析完，已经对知识点理解透彻了。 

如果是意志力啥的差点，至少也要注明一到两年的考点； 

如果不想自己找，本书的考点总结已经为广大考生进行了总结，可以照抄标注。 

    3、常识标书上 

    很多人考试复习喜欢采用很多的笔记本和小便签，我们觉得这个因人而异，毕竟各

人习惯不同。但是作为动力考试来讲，毕竟知识点太多，而且又过于专业，一个常识知

识点把握不好很容易导致一道题目出现错误，甚至因为选的数不对浪费了大量试算的时

间，实在是得不偿失。部分常识举例见第二节。另外建议将常用公式和符号也也在前面。

如重力加速度 g数值及单位；水的比热容数值及单位；球的表面积和体积公式（计算防

火时用）；大卡与千焦的关系。为了大家记忆，此处不再列出，大家自行查找标识。 

五、考场和做题几点说明和提醒 

    做题一定要分两轮，单选每题 1.5分钟，多选每题 2.5分钟，案例 7 分钟，超过

3分钟还没思路，果断放弃。剩下的放到第二轮再做。一定在模拟整套题目中不断实践

此方法，找感觉找最适合自己的做题节奏。网上有的经验有些误导考生，其他的几点说

明如下： 

    1、小注很重要，一定要“注无巨细、全部拿下” 

    这句话对了前半句，后半句就有些草木皆兵了；小注确实很重要，很多考题考的就

是小注，而且如果不知道此小注，很容易得出错误答案，更要命的是自己毫不知情、无

法检查出来，比如烟气排放量表格后关于烟囱高度的考点，如果不知道还要减半，简直

是死的很冤很惨。但往年的小注考点也就那些，按考点掌握，没有必要去可以“注无巨

细、全部拿下”，省下的时间多看看书。 

    2、标准释义 

    标准释义知识量不容置疑，但是从考试角度来讲，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个时间还不

如多看几遍书呢。如果是闲来无事或者工作中使用，没有意见。 

    3、单行本与合订本 

    其实单行本与合订本的使用还在于个人，合订本是必须要买的。单行本如果买要趁

早，最好和合订本差不多一起买。因为复习的时候要用，就是要在复习的时候练手，熟

悉标准的页码和知识的位置，便于在考试时最快的速度查找到。具体单行本购买建议见

前文。 

    另外，几个细节不容忽视。 

    一是考前提前到达考场熟悉周围环境路线，防止有施工绕路等影响交通的。 

    二是第一天考完后有可能考场变更，因为第一天的基础考完考场要整合；所以第二

天要提前到考场，以便确认考场号及位置，以免影响应试心情。 

    三是第二天的案例题答题时，答案一定要填到括号里，只有答案正确而且填到了相

应的括号里才算正确。 

六、部分复习考试理论分享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字，“赢”,分为五个部分： 

    一是“亡”，亡就是消亡，这要求大家应该随时保持“政策消亡，自身位置亡”的

危机意识；转化一下，就是要不断的有提高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和意识，并为之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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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口”，口就是说，就是背诵；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这是开卷考试，不需要背诵。

我想说的是背诵自然是加深知识点印象的必须良方。希望大家说在复习时一定要保持强

化记忆的意识，千万不能想着到最后再记吧，到系统复习的时候再说吧，切忌！ 

    三是“月”，月代表的是时间，就是要有计划。因为没有计划，因为无意识的拖，

因为没有监督而打乱复习计划，这就是对自己，对时间的最大的浪费。所以呢，得做好

计划，这种计划要包括要具体到月，具体到周，要有反馈监督和改进，才能称之为“计

划”。 

    “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肉”（出自象形文字，秦代左右简化，如身体各部

分都是月字旁，“胳膊”、“腿脚”、“肥胖”），就是健康的身体的意思，这个不仅

仅是有健康的身体，还指家庭能创造和谐、有序的复习环境，能保证自己安静认真的完

成复习计划。 

    第四是贝，贝是指资源和金钱，对动力考试来说就是投资，希望大家舍得花点钱，

更重要的是钱花到点子上，一分钱、一份收获。 

    第五是凡，凡是指有一种平凡、平和的心态，对考试要平和、对复习要平和，但同

时，复习中要只争朝夕、战术上重视，不要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 

    综上，这个理念就是“赢”，要有“要去赢”的心态和动力，也要实施“懂得赢”

的计划与行动。 

    有考生经常问，到底复习多长时间才能通过考试？其实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个

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的。因为符合考试条件的考生是在是太多了，而且年龄、阅历、性格、

家庭甚至智商情商各类情况不尽相同，笼统的说多长时间都不可能适用于每一个考生。

一个基本思想是，按 8.5 套真题计算，每套做题 15小时，计近 130个小时；分析试题

做标记和理解等工作，基本上应该是等量甚至更多的，合计 300小时。再加上看书（个

人建议不含考试真题看书、至少三遍），100个小时，再加上各项专题研究、查找资料、

交流的时间，如果能保证 500小时的复习时间，通过率应该是很高的。具体请参见《小

林考场报告》的有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