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一建通信与广电真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1分）

1. 大容量通信枢纽楼直流供电系统采用（）供电方式

A 集中 B 分散 C 一体化 D 混合

答案：A

解析：分散供电方式：在大容量的通信枢纽楼，由于所需的供电电流过大，集中

供电方式难以满足通信设备的要求，因此，采用分散供电方式为负载供电。直流

供电系统可分楼层设置 ，也可以按各通信系统设置多个直流供电系统。但交流

供电系统仍采用集中供电方式。

2. 下列图形中表示 DWDM 系统的是（）

A.

B.

C.

D.

答案：B



解析：合波器（OMU）将多个波长合到一根光纤中，分波器（ODU）将一根光纤

中的多个波长分开、波长转换器（OTU）分为发送端、接收端及中继器使用的。

对于开放式波分复用系统来说，在发送端和接收端设有光波长转 器（O T U )，

它的作用是在不改变光信号数据格式的情况下（如 SDH 帧结构），把光波长按

照一定的要求重新转换，以满足 DWDM 系统的波长要求

3. 下列 PTN 关键技术中，同时支持时间和频率的是（ ）

A.基于分组包的 TOP 技术 B.基于物理层的同步以太网

C.IEEE1588V2 技术 D.同步分组交叉

答案：C

解析：PTN 系统普遍采用的时钟同步方案，有基于物理层的同步以太网技术、基

于分组包的 TOP 技术和 IEEE1588v2 精确时间协议技术三种方案。前 两种技术都

只能支持频率信号的传送，不支持时间信号的传送；

4.蜂窝移动通信系统所特有的干扰是（）

A.领道干扰 B.同频干扰 C.互调干扰 D.外部干扰

答案：B

解析：除了外部干扰，移动台在工作时还会受到互调干扰、邻道干扰和同频干扰，

其中 ，同频干扰是移动通信所特有的

5.下列不属于 4G 关键技术的是（ ）

A.基于 IP 的核心网 B.多输入输出

C.大规模天线阵列 D.软件无线电

答案：C

解析：1. 正交频分复用 2. 多输入输出 3. 智能天线 4. 软件无线电 5 . 基于 IP



的核心网

6. 可以完成部分业务网功能的是（）

A. 信令网 B.同步网 C.核心网 D.传送网

答案：C

解析：一个完整的现代通信网可分为相互依存的三部分：业务网、传

送网和支撑网；支撑网中传递相应的监测和控制信号，包括公共信道信令网、同

步网、管理网。

7. 入户光纤引入段光缆采用的规格型号（ ）

A. GYP B.GYTA C. GJFJV D.GJXFH

答案：D

解析：

8. 广播电视发射天线通常采用（ ）极化方式

A.水平 B.垂直 C. 圆 D.椭圆

答案：A



解析：调频天线，允许电波采用水平 、垂直和圆极化方式，而通常电视发射天

线采用的是水平极化一种方式

9. 下列关于电缆走道、槽道、走线架安装说法正确的是（ ）

A.水平走道每米偏差 1.5mm B.垂直走道垂直度偏差 1.5‰

C.走线架应就近连接到室内工作地排上 D.吊挂固定在承重梁的底面

答案：A

解析：垂直走道垂直度偏差 1‰；走线架应用 35mm2 黄绿色多股铜芯电缆就近连

接到室内保护地排上；吊挂固定在承重梁下沿侧面 120mm

10.通信基站接地系统中室内接地排与接地桩之间的连接线称为（ ）

A.接地汇集线 B.接地体 C.接地引入线 D.接地联络线

答案：C

解析：1. 埋设于建筑物地基周围和地下的接地网是各种接地的源头，其露出地

面的部分称作接地桩，各种接地铜排都要通过接地引入线连至接地桩。

2 . 接地引入线长度不应超过 30m。 当采用热镀锌扁钢材料 ，截面积应不小于

40mm X 4m m ;当采用铜芯电缆时，铜导线截面积不小于 90mm2。

11.在 DWDM 系统分波器插入损耗测试中，可以用来替代光功率计的是（ ）

A.可调的激光光源 B.偏振控制器 C.多波长计 D.光谱分析仪

答案：D

解析：测试仪表有可调激光器光源、偏振控制器、光功率计和光谱分析仪，主要

测试项目如下：

( 1 ) 插入损耗及偏差：插人损耗是指穿过 ODU 器件的某一特定光通道所引起的

功率损耗，插人损耗偏差则是插人损耗测试值与插入损耗平均值之差的绝对



12.天馈线系统测试时，如驻波比太高，直接影响基站的（ ）

A.语音质量 B.系统容量 C.覆盖范围 D.切换干扰

答案：C

解析：驻波比表示馈线与天线的阻抗匹配情况。在不匹配时，发射机发射的电波

将有一部分反射回来，在馈线中产生反射波。反射波到达发射机最终变为热量消

耗掉 ，接收时也会因为不匹配造成接收信号不好。驻波比太高时，除了将部分

功率损耗为热能 ，减少效率，减少基站的覆盖范围，严重时还会对基站发射机

及接收机造成严重影响。天馈线驻波比的测试应按照要求使用驻波比测试仪，要

求驻波比小于等于 1.5。

13.铅酸蓄电池初充电期间会产生大量（ ），应保证电池内的通风良好，防止

发生爆炸

A.氧气 B.氢气 C.二氧化硫 D.硫化氢

答案：B

解析：教材 P127

14.下列光缆单盘检验项目中，不需要 OTDR 的测试项目是（ ）

A.光纤长度 B.单盘损耗 C.后向散射信号曲线 D.外护层绝缘

答案：D

解析：外护层绝缘检查使用高阻计或 500 伏兆欧表

15.下列关于光纤通道总衰减，说法正确的是（）

A.总衰减等于光纤线路自身损耗与接头损耗之和



B.使用 OTDR 测试 C.可选任一方向进行测试 D.使用远端环回进行监测

答案：C

解析：总衰减等于光纤线路自身损耗、接头损耗、两端连接器的插入损耗

使用光源和光功率计进行测试；远端环回是接头损耗测试中推荐使用方法

16.新建管道工程中，使用的管材单段长度可以超过 150m 的是（ ）

A.硅芯管 B.梅花管 C.栅格管 D.ABS 塑料管

答案：A

解析：硅芯管单段长度应不少于 1000m

17.广播电视中心机房内空调通风系统采用（）方式最合理

A.地下回风房顶送风 B.地下送风房顶回风

C.地下出风房顶送风 D.地下送风房顶出风

答案：C

解析：空调的出风口和回风口的位置安排也十分重要，如采用地下出风和房顶送

风的方式是最为合理的，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循环式的通风系统，但根据整个大楼

管网布防的实际情况 ，有时无法实现这种方式，需要采用其他的出风方式。出

风口的位置不能正放在设备机架的上方，以防止出风口的冷凝水滴落损坏设备。

18.利用架空方式敷设有线电视干线线路时，采用（ ）作为电缆纤绳

A.钢丝 B.铁丝 C.铅丝 D.铝丝

答案：A

解析：教材 p163



19.关于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说法正确的是（）

A.组织现场隐患排查 B.制止现场违章指挥

C.确保安全生产费用有效使用 D.制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答案：B

解析；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管理现场，包括制止现场的违章指挥、野

蛮施工。

20.民用建筑闭路电视系统接地应采用（ ）接地方式

A.一点接地 B.多点接地 C.零线短接 D.零线错位相接

答案：A

解析：

1 . 系统接地宜采用一点接地方式。接地母线应采用铜质线。接地线不得形成封

闭回路 ，不得与强电的电网零线短接或混接。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分，错选不得分、漏选每题 0.5 分）

21.传输系统硬件组成部分包括（ ）

A.线路接口设备 B.计费管理设备 C.传输媒介

D.用户接口设备 E.交叉连接设备

答案：ACE

解析：传输系统为信息的传输提供传输信道，并将网络节点连接在一起。其硬件

组成应包括 ：线路接口设备、传输媒介、交叉连接设备等

22.相对于 IPV4，IPv6 的优势是（ ）

A.地址空间更大 B.路由表长度长

C.增值了对流控制 D.可以自动配置



E.安全性更好

答案：ACDE

解析：

1）IPV6 地址长度 128 位,是 IPV4 的 296倍

2) 遵循聚类的原则，减小路由表长度，提高转发数据包的速度

3) 增加增强组播支持、对流的控制

4) 加入自动配置

5）具有更髙的安全性。

23.通过减少反射波接收，提高微波通信质量的措施有（ ）

A.利用合适的地形地物 B.适当选择天线高度

C.使用无源反射板或背对背天线 D.使用多副天线接收

E.适当选择天线角度

答案：ABE

解析：

24.彩色三要素是指（ ）

A.亮度 B.色调 C.饱和度 D.色度 E.色温

答案：ABC

解析：彩色三要素指彩色光的亮度、色调、饱和度

25.关于机房设备割接与拆除说法正确的是（ ）



A.由施工单位组织 B.割接报告需建设单位批准

C.先拆支路后拆群路 D.先拆电源线后拆信号线

E.先拆走线架后拆设备

答案：BCD

解析：1.割接工作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协助；割接前编制割接报告，由建

设单位审批；

2.拆除过程应遵循的原则为：先拆除备用电路，后拆除主用电路；先拆除支路，

后拆除群路；先拆除线缆，后拆除设备；先拆除设备，后拆除走线架；先拆除电

源线，后拆除信号线

26.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中核心网络优化主要包括（ ）

A.提高交换效率 B.增加信道数 C.调整中继数量

D.调整小区参数 E.增加交换容量

答案：ACE

解析：从 NSS 侧来看 ，主要应提高交换的效率，适当增加交换容量和调整中继

数量；

从 BSS 侧来看, 主要包含基站或天线的位置、方位角或下倾角 、增加信道数、

小区参数等。

从移动终端感知来讲，网络指标主要包括掉话率、呼叫建立成功率、语音质量、

上下行速率等。

网络优化应主要从掉话、无线接通率、切换、干扰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27.按照建筑方式不同，拉线可分为（ ）

A.V 形 B.吊板 C.高桩 D.落地 E.角杆



答案：ABCD

解析：

1.拉线的种类。拉线按作用分有角杆拉线、终端拉线、双方拉线 （抗风拉线）、

三方拉线、四方拉线 （防凌拉线）、泄力拉线和其他作用的拉线；按建筑方式

分有落地拉线 、高桩拉线、吊板拉线、V 形拉线

28.直埋光缆对地绝缘监测装置应与（ ）相连

A.光缆金属护层 B.光缆金属加强芯 C.接头盒固定螺栓

D.接头盒进水检测电极 E.光纤收容盘

答案：ABD

解析：1.直埋光缆线路对地绝缘测试，应在光缆回填 300mm 后和光缆接头盒封装

回填后进行 。光缆线路对地绝缘监测装置应与光缆的金属护层、金属加强芯及

接头盒进水检测电极相连接。

29.中短波天馈线系统工程施工内容包括（ ）

A.架设拉绳式桅杆 B.架设自立式钢塔 C.安装天馈线调配网络 D.架设天

线幕 E.敷设地网

答案：ABDE

解析：

30.关于通信线路工程安全施工说法正确的是（ ）

A.严禁在电力线路正下方立杆

B.距 35KV 高压线最小距离应大于 4m

C.铁塔上作业时应将安全带固定在抱杆上



D.拆除吊线时 ，如遇角杆，操作人员必须站在电杆转向角的背面

E.有限空间作业应先进行通风测试，合格后方可进入施工

答案：ABDE

解析：塔上作业时，必须将安全带固定在铁塔的主体结构上

三、实务操作与案例分析题

（一）

某施工单位承接了室内设备安装工程，包括机房内光缆施工、设备安装及电源柜

安装测试，工程采用 GYTA 24B1.3 光缆。工程中计划投入如下仪器仪表，如表 1：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 3 米金属伸缩梯 9 开剥刀

2 紧线器 10 光功率计

3 OTDR 11 光纤切割刀

4 光纤熔接机 12 抽水机

5 光缆穿孔器 13 发电机

6 水准仪 14 冲击钻

7 光源 15 驻波比测试仪

8 红光笔 16 剥纤钳

本工程开关电源设备面板图及 GPS 天线安装示意图如下所示：



在机房内光缆成端时，操作人员在上表中选择了 5 种常用测试仪表和工具，并按

标准色谱顺序完成机房内光缆成端

问题及答案：

1. 开关电源设备安装时，交流引入、无线设备-48V 电源线、工作接地、保护接

地应分别连到哪个区域？(本题 4 分，每个 1 分)

答案：分别接 VI 区、III 区、I 区、II 区

2. 指处GPS 天线安装事宜图中 A、B、C、D、E 表示什么？(本题 5 分，每个 1

分)

答案：分别代表避雷针、接地导体、浪涌保护器、抱杆、GPS 馈线

3. 单盘测试时，测试前应在仪表哪些参数进行设置？(每个 1 分，满分 5 分)

答案:应对 OTDR 的测试模式、波长、脉宽、距离范围（量程）、折射率、平均时

间等

4. 选出表中光缆成端常用的 5 种仪表和工具？（本题 3 分，选错 1 个扣 1 分，

扣完为止）

答案:OTDR、光纤熔接机、开剥刀、光纤切割刀、剥纤钳



5. 按照标准色谱顺序写出光缆 1-6 芯光纤线序。（本题 3 分，写错顺序不得分）

答案:蓝、橙、绿、棕、灰、白

（二）

某施工单位承接了一 SDH 设备安装工程，包括机架安装、线缆布放及设备安

装调试等内容；项目部根据历史经验，将线缆的布放路由走向、衰耗 、标志等

作为质量控制点。为防止安全事故发生，项目部将用电设备漏电和电源线错接作

为重点控制安全问题并制定措施。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发现机架机柜安装存在定位不准、加固不牢等问

题，组织相关人员对机架安装不合格原因进行了因果分析，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

改并在后续施工中落实“三检”制度。

工程完工之后，经过初验和试运行，11 月 10 日至 13 日，由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和维护单位组成验收小组进行了竣工验收。建设单位于 12 月 10 日向通信

管理局提交了《通信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问题及答案：

1. 补充光电缆布放及成端质量控制点。（每条 1 分，共 3 分）

答案：（1）射频电缆布放的路由走向、电缆排序以及绑扎、成端 、标志的制作

质量；

（2）电力电缆布放的路由走向、绝缘、极性 、标志。

（3）电缆头的焊接：牢固度、光滑度、佘线长短的一致性。

2. 本工程中重点关注的安全问题还应包括哪些？（每条 1 分，共 4 分）

答案：（1）人员方面：违章指挥，野蛮施工，违规操作，长时间作业，睡眠不

足，身体不适，未进行安全技术培训



（2）机具方面：未佩戴绝缘手套、未佩戴防静电手环、未使用绝缘工器具或未

对工器具进行绝缘处理

（3）材料方面：未进行入场材料检验，使用劣质材料

（4）其他方面：登高坠落、带电作业、明火作业等

3. 绘制机架安装不合格的因果分析图。（人、机、料、法、环列出每条 1 分，

共 5 分）

答案：

4. 什么是三检制度？具体指什么？（5 分）

答案：三检制度为：自检、互检、专检（2 分）

自检：自己检查，由工序施工人员在施工完毕后检查施工质量（1 分）

互检：互相检查，由参与施工的实际施工人员之间进行交叉互相检查（1 分）

专检：专人检查，即由质检员对施工工序质量进行检查（1 分）

5. 指出竣工验收备案的不妥之处并说明正确做法？（3 分）

答案：（1）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维护单位组成验收小组进行竣工验收不妥

（0.5 分）



正确做法：应由主管部门、建 设 、设 计 、施工、建设监理、维护使用、质量

监督等相关单位组成验收委员会或验收小组（0.5 分）

（2）12 月 10 提交备案资料不妥（0.5 分）

正确做法：根据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提交备案资料，

本工程 11 月 13 日竣工验收合格，故应在 11 月 28 日前提交。（0.5 分）

（3）只提交《通信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不妥（0.5 分）

正确做法：应提交《通信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及通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0.5 分）

（三）

某施工单位承接了一新建架空线路工程，杆路使用程式 7/2.2 钢绞线作为吊线，

角杆拉线采用比吊线高一等级的钢绞线做拉线，拉线上把和中把采用夹板法制作

加固，施工中部分材料明细如下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序号 材料名称

1 镀锌钢绞线 9 波纹塑料软管

2 镀锌铁丝 10 水泥拉线盘

3 挂钩 11 三眼双槽夹板

4 光缆 12 U 型抱箍

5 吊线抱箍 13 地锚铁柄

6 拉线抱箍 14 地线棒

7 衬环 15 膨胀螺栓

8 三眼双槽夹板 16 预留架

开工前，项目技术负责人对全体参与人员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内容包括：

工程项目的施工作业特点和危险因素、针对危险因素制定的具体预防措施，并要

求所有被交底人在记录上签字确认。

某雨天监理人员对工地进行巡检，发现有人进行杆上作业，监理人员要求

停工，并指出了雷雨等气象条件下禁止高处作业，施工单位予以整改。



工程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前，监理单位审核竣工资料发现如下问题：隐蔽

工程签证记录不全只有挖杆坑的记录；竣工图章签章人员不全只有施工单位技术

负责人。施工单位按期补充后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问题与答案：

1. 写出本工程角杆拉线程式。（2 分）

答案：7/2.6

2. 从表中选出制作拉线常用的 6 种材料（镀锌钢绞线除外）（共 3 分，选错一

个扣 1 分，扣完为止）

答案：镀锌铁丝、拉线抱箍、衬环、三眼双槽夹板、水泥拉线盘、地锚铁柄

3. 指出安全技术交底不妥之处并说明正确做法。（4 分）

答案：（1）安全技术交底内容不妥（0.5 分）

正确做法：还应包括：相应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标准（0.5 分）；在施工生产

中应注意的安全事项（0.5 分）；发生事故后应米取的应急措施（0.5 分）

(2)仅由被交底人签字不妥（0.5 分）

正确做法：应由交底人和被交底人都签字（0.5 分），及项目技术负责人也应签

字（0.5 分）

4. 除雷雨天气外，还有哪些气象条件下严禁高处作业。（每条 0.5 分，共 2 分）

答案：气温高于人体体温或低于-15℃

遇有 5 级以上（含 5 级）大风、

能见度低（大雾、沙暴）时严禁高处作业；

塔上裹冰、附霜或者或附近地区有风沙、雷雨

5. 补充隐蔽工程签证缺失内容？补充竣工图章签字缺失人员？（4 分）



答案：隐蔽工程签证缺失内容：拉线坑深度、拉线下把的制作、接头装置的安装

及保护、防雷地线的埋设深度（每条 0.5 分，共 2 分）

竣工图章缺失人员：编制人、审核人、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每条 0.5 分，

共 2 分）

6.列出本工程施工单位需要持证上岗人员及证书名称？（5 分）

答案：企业主要负责人 企业负责人《通信工程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1 分）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通信工程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1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证书》（通信与广电专业）（2 分）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通信工程施工企业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1 分）

电工、电焊工、爆破、登高架设等特种作业人员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1

分）

（四）

某施工单程承接了一 DWDM 设备安装工程，包括 3 个 OTM 设备安装测试、

8 个 OA 设备安装测试。项目部编制了施工组织设计，包括工程概况、编制依据、

成本计划等内容。成本预算计划如下表所示。

注：各项工作均速施工



施工过程中发生如下 2 个事件：

事件一：OTM 设备安装工作施工到第 7 天时，业主要求对未安装设备进行位置变

更，停工 2 天，损失 10000 元

事件二：OA 设备安装工作第 1 天进场，业主通知设备推迟到货 1 天，导致停工 1

天，损失 3000 元

工程进行到第 13 天，项目部对前 12 天完成情况统计如下表

序号 工作 完成比例 实际费用（万元）

1 OTM 设备安装 55.56% 6

2 OA 设备安装 62.50% 4.8

3 OA 加电及本机测试 62.50% 2.8

4 OTM 加电及本机测试 33.33% 1.7

5 光路优化 0 0

6 系统测试 0 0

系统测试阶段，施工单位从信号分析仪、光谱仪、传输分析仪中选择仪表按

照下列连接示意图采用环回法对系统误码进行测试：

问题与答案：

1. 补充施工组织设计中缺少内容；（每条 1 分，共 4 分）

答案：施工部署、施工方案、进度计划 、施工准备及资源配置计划

2. 与投标阶段施工组织设计相比，实施阶段施工组织设计更强调什么？（2 分）



答案：可操作性

3. 如果 OTM 和 OA 设备安装按照原计划进行，则测试队最早和最晚进场时间

分别是多少？（4 分）

答案：测试队最早可在第 1 个 OA 设备安装完毕之后进场进行测试即第 2 天下班

时刻或第 3 天上班时刻

测试队需完成 OTM 测试和 OA 测试两项工作，且最晚应于第 20 天下班时刻或第

21 天上班时刻完成测试，两项工作持续时间合计 8+6=14 天，故测试最晚应在

20-14=6 天，即第 6 天下班时刻或者第 7 天上班时刻进场

综上所述：最早进场时间第 3 天上班时刻（或第 2 天下班时刻）(2 分)

最晚进场时间第 7 天上班时刻（或第 6 天下班时刻）(2 分)

4. 计算前 12 天的 BCWS、BCWP、ACWP（保留到小数点后 1位）（5 分）

答案：BCWS=10.8*12/18+7.2*12/16+5.6*5/8+5.4*2/6=17.9 万元（2 分）

BCWP=10.8*55.56%+7.2*62.5%+5.6*62.5%+5.4*33.33%=15.8 万元（2 分）

ACWP=6+4.8+2.8+1.7=15.3 万元（1 分）

5. 计算前 12 天的 CV、SV，并分析进度、费用偏差情况，提出改进措施（6 分）

答案：CV=BCWP-ACWP=15.8-15.3=0.5 万元（1 分） 费用节支（1 分）

SV=BCWP-BCWS=15.8-17.9=-2.1 万元 （1 分） 进度延误（1 分）

改进措施：迅速增加人员投入（1 分）

解析：常规题目，在精讲、案例分析专题、模拟考试中均重点讲解

6. 针对上述事件，指出施工单位能否提出费用索赔和工期索赔，并说明理由。

并计算工期和费用数值（5 分）

答案：事件一：可以提出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0.5 分）



理由：未安装设备进行位置变更是业主应承担责任，OTM 设备安装时关键工作，

延误 2 天，导致工期增加 2 天（1 分）；且施工单位有 10000 元停工损失（0.5

分）

事件二：只能提出费用索赔，不能提出工期索赔（0.5 分）

理由：设备推迟到货是业主应承担责任，停工 1 天未超出 OA 设备安装的总时差，

故对工期无影响；（1 分）但施工单位有停工损失 3000 元（0.5 分）

综上所述：工期索赔 2+0=2 天（0.5 分）；

费用索赔 10000+3000=13000 元（0.5 分）

7. 画出完成系统误码率测试连接示意图（4 分，选对仪表 2 分画出环回 2 分）

答案：

(五)

某施工单位承接了一新建架空线路工程，包括东、西两段，开工前进行了设

计交底，并按照最短工期原则制定施工进度计划，工序名称及工作量及分配队伍

见下表，施工进度网络计划见下图

工作代号 名称 工作量（人.天） 负责队伍

A 单盘检验 8 甲队（4 人）

B 光缆配盘 4

C1 东段路由复测 45 乙队（15 人）



D1 东段立杆制拉线 450

E1 东段吊线敷设 300

F1 东段光缆布放 240

C2 西段路由复测 80 丙队（20 人）

D2 西段立杆制拉线 800

E2 西段吊线敷设 500

F2 西段光缆布放 400

G 光缆接续 100 甲队（4 人）

H 中继段测试 36

I 竣工资料编制 40

开工第 2 天末接到公司通知，要求第 3 天末将甲队 4 人调出，计划工期至少

多短 10 天，公司可再提供一套接续设备及中继段测试设备，项目根据公司要求

做如下调整：

（1）配盘 B 工作分为东段配盘 B1 和西段配盘 B2，分别有乙丙两队队长晚上加

班完成。B1 和 B2 的工作量均为 2 人.天，晚上加班完成白天工作量的一半。

（2）接续工作 G 分为东段接续 G1 和西段接续 G2，中继段测试工作 H 分为东段

中继段测试 H1 和西段中继段测试 H2，工作 G1 和 H1 由乙队 2 人完成，工作 G2

和 H2 由丙队 4 人完成，此 6 人在 G1、G2 开始前扔参加原来分配工作。其中 G1、

G2、H1、H2 的工作量分别为 40 人.天、60 人.天、16 人.天、20 人.天

项目按照新计划执行；第 50 末检查时，B1、B2 已经完成，E1 完成 15 人.天



工作量，E2 完成 100 人.天工作量。

问题与答案：

1. 设计交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每个 0.5 分，满分 2 分）

答：设计意图、设计内容和技术要求、质量控制重点和难点、项目特点、施工注

意事项。

2. 指出初次进度计划的关键工作，并计算工期（4 分）

答：关键工作：C2、D2、E2、F2、G、H、I（2 分，错 1 个不得分）

关键线路：C2-D2-E2-F2-G-H-I（1 分）

计算工期：4+40+25+20+25+9+10=133 天（1 分）

3. 绘制调整后的双代号网络图（7 分，B1、B2、G1、G2、H1、H2 持续时间重点

检查，错 1 处扣 1 分，逻辑关系错误，逻辑关系错不得分）

4. 列出B1、B2、G1、G2 的六个时间参数（每个 1 分，共 4 分）



5. 进度计划调整后，关键工作有哪些？工期减少多少天？（5 分）

答：调整后关键线路为：C2-D2-E2-F2-G2-H2-I（1 分）

关键工作：C2，D2，E2，F2，G2，H2，I（2 分）

计算工期；4+40+25+20+15+5+10=119 天（1 分）

工期减少 133-119 天=14 天（1 分）

6. 第 50 天末 E1 和 E2分别影响工期几天？共影响工期几天？（8 分）

答：1）50 天末检查情况：E1 完成 15/15=1 天（0.5 分）；E2 完成 100/20=5 天（0.5

分）

2）根据新网络计划，第 50 天末，E1 原计划完成 50-33=17 天（1 分），E2 原计

划 50-44=6 天（1 分）

3）偏差情况，E1 偏差 17-1=16 天（0.5 分），E2 偏差 6-5=1 天（0.5 分）

4）对工期影响情况：

E1 是非关键工作，延误 16 天，超过其总时差（12 天）4 天，故影响总工期 4 天

（1 分）

E2 是关键工作，延误 1 天，对工期影响 1 天（1 分）

综合考虑，E1、E2 共同影响工期 4 天。（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