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暖通空调在线培训班实训助考团学员复习方案 

实训助考团  2021.11.10 

2021 年的专业考试已经过去，考试成绩预计要 2022 年 1 月才会公布。现如今各位加入

培训班的学员，有新考生也有再战老考生。在过去的一年中，助考团全程陪伴各位学员，共

进行了 66 次专题实训，组织 32 次固定答疑，发布 6 套阶段测试卷和 6 套冲刺模考卷。 

在新的一年暖通空调在线考试培训班中，助考团依然会竭尽所能，平时在线答疑大家梳

理解惑（培训班群），每周定期安排专题实训（爱助考做题，实训讲解）和固定答疑（培训

班群），根据进度组织模拟考试（爱助考考试系统），并且作为与视频教学老师间的纽带，陪

伴大家直至走入 2022 年暖通专业考试考场，协助你们考试通过。 

 

2022年培训班学员复习方案 

复习阶段 月份 2022 新考生 老考生 

第一阶段 

预复习阶段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 

搜集复习资料 

制定复习计划 

预习教材 

知识低于 100 分，案例低于 55

分应参加预复习 

第二阶段 

正式复习阶段 

2022 年 2 月至 

2022 年 7 月 

认真研读教材 

（可配合助考团专题实训或

2013 年之前真题展开练习） 

逐本阅读考试相关规范 

2021 年真题自我剖析 

2 月开始结合专题实训各个突破 

阅读未读的规范 

自测 2013~2018 真题 

第三阶段 

真题模拟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9 月 

集中真题实战练习 

教材与规范穿插学习 

第四阶段 

助力冲刺阶段 
2022 年 10 月 回顾往日常错内容，浏览教材和重要规范 

考试 2022 年 1 月中国人事考试网统一公布 

 

作为第一份助考大礼，助考团团员们为各位学员设计了一份总体复习方案，汇集成表，

供各位学员复习中参考。整体上，2022 年的考试相关资料中考试教材会有新的三版教材 2022

版，4 本升版规范。 

序号 规范名称 编号 备注 

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2020 版) 预测更新 

2 风机盘管机组 GB/T 19232-2019 预测更新 

3 高效空气过滤器 GB/T 13554-2019 预测更新 

4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9761－2020 预测更新 

助考团的各位老师则是各位学员在复习方法的引路人，并且在复习过程中会一直陪伴各

位左右。希望各位学员及时关注 QQ 群和培训班论坛的相关动态，助考团将根据各位的复习

进度，统一发布复习方法和考试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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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培训班实训助考团每周助考要点 

 

 

 

 

第一阶段 预复习阶段（2021 年 11 月~2022 年 2 月） 

培训班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开始招生，但是各位学员实际的开始时间各不相同，有

的可能早早就开始看书了，有的可能还在考虑是否考试。助考团将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作为备考预复习阶段。20．22 年的新考生，应从．．．．．．．．预复习阶段．．．．．开始安排看书．．．．．．。 

预复习阶段主要是收集资料，学习教材，对其中不懂的内容多分析，多理解。在把控好

时间的同时，各位学员可以配合大学教材，学习教材中的重点与难点。对于知识题得分低于

100 分，案例题低于 55 分的老考生，务必参加预复习。对于仅差几分通过考试的老考生可

不必参加预复习，备考战线过长，反而对复习效果有负影响，平时参加助考团每周实训即

可。对于 2022 年新考生，你们对注册考试还是未知。建议先阅读《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2018 版）》，认识考试，再根据培训班整体复习建议安排自己的看书计划。要把握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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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看书的好机会，你们可以系统性的对教材内容进行学习和理解，适当抛去往日的经验，

多从理论上去思考问题，打好基础。 

助考团每周六晚 20 时会在培训班群内以群视频的形式对每周复习计划进行说明，发布

每周的学习练习题，并对上一次的练习题进行讲解。每周复习建议还会以群公告的形式发布

的群中，同时练习题会发布在爱助考系统内。 

主要参考资料 

[1] [论坛重磅之 5]求助专贴：《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2018 版）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523&fromuid=86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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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3] 贺平 等，供热工程(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 孙以坚 等，工业通风(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5] 赵荣义 等，空气调节(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 彦启森 等，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7] 小林助考——2022 年注册暖通专业考试规范清单（预测）及重要性总结 

https://mp.weixin.qq.com/s/u0lBHUD9AFEI1i0jHikVZQ 

 

核心课程 

[1] 2021 年原精讲班课程 

[2] 助考团周日复习建议与复习作业（培训班群群视频） 

第二阶段 正式复习阶段（2022 年 2 月~2022 年 7 月） 

第一阶段复习的主角就是各位学员自己。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教材，对其中不懂的内容

多分析，多理解。在把控好时间的同时，各位学员可以配合大学教材，学习教材中的重点与

难点。助考团会在每周一根据一般进度，发布各个章节中各位学员需要注意的重点和难点。

各位学员也可以配合 2021 年培训班视频内容加深对各个教材内容的理解。但是，建议先自

行看书理解，有时间后再考虑利用视频加深认识。看书过程中若需要做题练习，可以采用

2014 年之前的真题，或者采用我们自编的《全程实训手册（2021 版）》。 

预计 2022 年 3 月左右，2022 版考试教材会印刷出版，建议各位都要购买。 

对于再战考生，可以于 2022 年 3 月后开始安排系统性回顾教材即可。复习从 2021 年

真题试卷分析开始，分析自身不足。过早的安排看书，只会使自己更疲惫。 

2022 年新考生，最晚于 2022 年春节前后也要开始看书了，否则从教材到规范，到真题

练习，甚至总结，这一系列时间安排会十分紧张。 

经过了第一轮看书复习，助考团建议各位学员要开始安排自己对考试规范进行浏览阅

读。根据每个人看书现状不同，各位学员进入规范学习的时间可能相差半个多月，但是最晚

5 月末应已经完成第一遍看书。 

规范的学习在往日的备考中并不被重视，但是正因如此，很多考生与通过失之交臂。助

考团通过总结各类学员的复习经历，专门制定规范复习阶段。规范学习首先在于收集与浏览。

最低限度，各位考生要把所有考试规范浏览一遍，了解各个规范都讲了什么。至于规范中所

述内容的深层次理解，可根据小林老师总结的规范 ABC 分类方式（详见《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专业]暖通专业考试有规定规范标准吗”），采取不同的理解深度。预计 2022 年主要有 4 本

规范更新，务必准备单行本进行复习。 

规范的浏览顺序有很多种，助考团推荐按照规范类别逐类阅读理解。在第二阶段复试时，

助考团会进一步给出各个规范的复习建议。同时，各位学员在阅读后可以进一步配合规范班

内容，对规范内容进一步把握。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523&fromuid=8648
https://mp.weixin.qq.com/s/u0lBHUD9AFEI1i0jHikV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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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助考团针对教材四大章节和规范安排了 6 次阶段测试，帮助各位学员在实战训练

和规范学习的同时，加强对教材的记忆。 

主要参考资料 

[1] [论坛重磅之 5]求助专贴：《注册设备师考试攻略 100 问》（2018 版）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523&fromuid=86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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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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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版） 

[4] 房天宇，全国勘察设计注册设备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全程实训手册(2021 版)，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5] 林星春，房天宇，全国勘察设计注册设备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备考应试指南(2021 版)，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 贺平 等，供热工程(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7] 孙以坚 等，工业通风(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8] 赵荣义 等，空气调节(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9] 彦启森 等，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0] 2022 年考试大纲所列规范（2022 考试大纲发布后以 2022 考试大纲为准） 

核心课程 

[1] 2022 年精讲班、规范班课程 

[2] 2022 年实战班 

[3] 助考团周四、周日专题实训（实训班群群视频讲解） 

[4] 助考团周六固定答疑 

[5] 每月阶段测试 

 

第三阶段 规范强化与真题模拟（2022 年 7 月~2022 年 9 月） 

复习进入 7 月份时，各位学员已经准备好了教材和规范两大法宝。需要注意一般 6 月末

左右新的考试规范列表会发布，请各位学员关注培训班群相关信息。同时，随着报名工作的

结束，对考试的安排也尘埃落定。 

这一阶段，各位学员则应以考试真题为主，进行模拟实战。当然，教材和规范不是摆设。

每做完一套真题，除了计算分数外，还要再读教材与规范中与错题有关的内容，做好错题总

结。在完成第一遍真题模拟后，更要系统的统计错题情况，发现自己忽视或常错的知识点，

再一次有重点的阅读教材和规范内容。另外，如果速度较快的学员，也可以做第二遍真题，

目的是进一步检验自己对教材和规范的熟悉程度。 

第三阶段是复习的白热期，助考团安排了各种综合性实训，并且也会组织 1 次阶段测试

和 1 次模拟预测卷。这一阶段，学员们会看到自己能力的提升过程。助考团也会安排各类总

结性作业，进一步帮助各位学员提升实力。 

主要参考资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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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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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版） 

[3] 林星春，房天宇，全国勘察设计注册设备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考试备考应试指南(2021 版)，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 2022 年考试大纲所列规范 

[5] 【小鱼儿飞飞】暖通专业考试注考资料合集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22&fromuid=8648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523&fromuid=8648
http://bbs.ehvac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22&fromuid=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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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1] 2022 年规范班、真题班课程 

[2] 2022 年实战班 

[3] 助考团周四、周日专题实训（实训班群群视频讲解） 

[4] 助考团周六固定答疑 

[5] 每月阶段测试、每周真题模拟 

第四阶段 助力冲刺阶段（2022 年 9 月） 

9~10 月份是注册考试的关注点，考试时间 2022 年 1 月中国人事考试网会公布。进入冲

刺阶段的复习节奏将逐渐放缓。在这个时间，各位学员最多安排自己做 2 套与考试年份相近

的真题或者模拟预测题。更多的时间，要回到教材和规范中，重温各个知识点的位置，再看

看规范中在复习中提到的隐藏点和重点。 

核心课程 

[1] 2022 年冲刺班 

[2] 2022 年案例专训班 

[3] 助考团周二、周六综合答疑 

[4] 助考团 2022 年模考预测卷 

 

助考团会在考前为各位送去考试注意大事记，祝各位考试顺利。 

相信经过上述对四个复习阶段的详述，各位学员已经对 2022 年的整体复习有了大概。

再此，助考团给各位第一份作业是“为自己制定具体的第一阶段看书计划”。 

预祝各位 2022 年暖通空调在线培训班学员，2022 年专业考试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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