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加试科目 

081400 土木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一 

④土力学或结构力学 

钢筋混凝土结构原理  

或工程地质学 

或地下建筑工程设计与施

工 

①岩土工程勘察

②基础工程学 

081803 地质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二 

④工程地质学或岩土

钻掘工程学 

土力学或工程力学 

①钻井液与工程

浆液或岩体力学

②基础工程学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一  

③数学二 

④安全技术与基础 

现代安全管理 

①电气安全 

②起重与机械安

全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二  

③数学二 

④土力学或结构力学 

钢筋混凝土结构原理  

或工程地质学 

或地下建筑工程设计与施

工 

①岩土工程勘察

②基础工程学 

085217 地质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二  

③数学二 

④工程地质学或岩土

钻掘工程学 

土力学或工程力学 

①钻井液与工程

浆液或岩体力学

②基础工程学 

085224 安全工程 

①思想政治理论 

②英语二  

③数学二 

④安全技术与基础 

现代安全管理 

①电气安全 

②起重与机械安

全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土力学》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概念题与选择题  约占 20% 

论述题          约占 40% 

计算题          约占 4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土的三相组成 

考试内容 

土的三相组成、粒组划分、颗粒级配的测定、颗粒级配的表示方法、土按颗粒级配的分类；矿物

类型、矿物成分与粒组之间的关系；水的类型与特征、土中气体；土粒的比表面积、粘粒双电层、影

响扩散层厚度的因素；土粒的连结、土的结构类型。 

考试要求 

    1.理解土的三相组成的概念。 

    2.掌握粒组划分的原则、颗粒级配的测定方法和表示方法，以及土按颗粒级配的分类。 

    3.理解矿物类型、矿物成分与粒组之间的关系，掌握三种粘土矿物的工程特征。 

4.掌握水的类型与特征、土中气体的类型。 

    5.理解并掌握土粒的比表面积、粘粒双电层的概念，以及影响扩散层厚度的因素。 

6.理解土粒的连结、土的结构类型。   

二、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分类 

考试内容 

土的基本物理性质：土粒密度、土的密度与重度、土的含水性、土的孔隙性等，以及基本指标之

间的关系；粘性土的稠度状态与可塑性；土的渗透规律及影响因素；土的工程分类的一般原则和分类、

我国主要的土质分类情况。 

    考试要求 

    1.理解土粒密度、土的密度与重度、土的含水性、土的孔隙性等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指标之间的

关系。会推导三相指标之间的关系式。 

2.理解并掌握粘性土的稠度状态与可塑性的概念及表示方法。 

3.了解土的渗透规律及影响因素的概念，掌握达西定律。 

4.理解土的工程分类的一般原则和分类及我国主要的土质分类情况。 

三、地基应力计算 

    考试内容 

均匀地基的自重应力、成层地基的自重应力；在竖向集中荷载作用、矩形面积竖直均布荷载作用、

矩形面积水平均布荷载作用、矩形面积竖直三角形分布荷载作用、圆形荷载作用、条形荷载作用下，

地基的附加应力计算及其影响因素；基底压力的分布规律、基底压力的简化计算；有效应力原理中的

有效应力及孔隙水压力、自重应力作用下的两种应力、渗流作用下的两种应力、附加应力、孔隙水压

力系数；应力路径和几种典型的加载应力路径。 

考试要求 



1.理解地基应力的基本概念。掌握均匀地基的自重应力、成层地基的自重应力的计算方法。 

2.掌握在竖向集中荷载作用、矩形面积竖直均布荷载作用、矩形面积水平均布荷载作用、矩形面

积竖直三角形分布荷载作用、圆形荷载作用、条形荷载作用下地基附加应力计算方法。理解影响地基

附加应力的因素。 

3.掌握基底压力的分布规律和基底压力的简化计算。 

    4.理解有效应力及孔隙水压力、超静孔隙水压力的概念，掌握有效应力原理公式、自重应力作用

下的两种应力、渗流作用下的两种应力、附加应力、孔隙水压力系数求解公式。 

5.理解应力路径的概念和几种典型的加载应力路径。 

四、地基变形计算 

考试内容 

地基变形计算的基本概念；土压缩变形的本质、压缩定律、变形模量、前期固结压力及其确定方

法、现场压缩曲线；地基最终沉降量的计算方法：分层总和法、规范方法、按应力历史计算、按变形

模量计算、按沉降机理计算；饱和土一维渗透固结理论。容许沉降量及减小沉降危害的措施。 

    考试要求 

1.理解地基变形计算的基本概念。 

2.理解土的压缩变形的本质，掌握土的压缩定律、变形模量、前期固结压力及其确定方法，了解

现场压缩曲线。 

3.理解地基最终沉降量的计算方法：分层总和法、规范方法、按应力历史计算、按变形模量计算、

按沉降机理计算；掌握分层总和法和规范方法。 

4.掌握饱和土一维渗透固结理论。了解比奥固结理论。 

5.掌握容许沉降量等概念，理解减小建筑物沉降危害的措施。 

五、土的抗剪强度 

考试内容 

土的抗剪强度理论、土的抗剪强度、极限平衡理论；抗剪强度指标的确定方法：直接剪切试验、

三轴剪切试验、无侧限抗压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大型直剪试验、饱和粘性土剪切试验方法；抗剪

强度的两种表示方法及其影响因素、抗剪强度指标的选用。 

考试要求 

1.掌握土的抗剪强度的概念及土的抗剪强度理论。 

2.掌握直接剪切试验、三轴剪切试验、无侧限抗压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确定土的抗剪强度指标

的方法。 

3.了解抗剪强度的两种表示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及如何选用抗剪强度指标。 

六、挡土结构物上的土压力 

考试内容 

挡土结构物上土压力的类型；静止土压力的计算方法；朗肯土压力理论：主动土压力计算、被动

土压力计算；库仑土压力理论:主动土压力计算、被动土压力计算、库尔曼图解法及工程应用；朗肯

土压力理论与库仑土压力理论之间的比较：分析方法、适用条件、计算误差、指标的选用。 

考试要求 

1.掌握挡土结构物上土压力的三种类型。 

2.理解并掌握朗肯土压力理论的基本原理，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的计算方法。 

3.理解并掌握库仑土压力理论的基本原理，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的计算方法。理解库尔曼图

解法及其工程应用。 

4.朗肯土压力理论与库仑土压力理论之间的比较：分析方法、适用条件、计算误差、指标的选用。 

七、土坡稳定性分析 

考试内容 

无粘性土坡的稳定性分析包括：均质的干坡和水下坡、有渗透水流的均质土坡；粘性土坡的稳定



性分析包括：整体圆弧法、瑞典条分法、毕肖普条分法、普遍条分法、有限元法，以及最危险滑裂面

的确定方法和容许安全系数；天然土坡的稳定问题包括：裂隙硬粘土的边坡稳定性、软土地基上土坡

的稳定性分析。 

考试要求 

1.理解并掌握土坡稳定性分析的概念。 

2.掌握均质的干坡和水下坡、有渗透水流的均质无粘性土坡的稳定性分析方法。 

3.掌握粘性土坡的稳定性分析方法中的整体圆弧法、瑞典条分法、毕肖普条分法、普遍条分法。

理解最危险滑裂面的确定方法和容许安全系数。 

4.理解裂隙硬粘土的边坡稳定性、软土地基上土坡的稳定性分析方法。 

八、地基承载力 

考试内容 

地基承载力的概念；地基的破坏形式、地基变形的三个阶段、荷载特征值；按塑性变形区范围确

定地基容许承载力，临塑荷载公式、临塑荷载与临界荷载；地基的极限承载力计算方法：普朗特尔－

瑞斯纳公式、太沙基公式、汉森公式；天然地基的容许承载力确定方法：按塑性变形区范围确定、按

极限承载力确定、按地基规范确定、按原位试验确定。 

考试要求 

1.理解并掌握地基承载力的概念。 

2.掌握地基的破坏形式、地基变形的三个阶段、荷载特征值。 

3.掌握按塑性变形区范围确定地基容许承载力的方法，临塑荷载公式、临塑荷载与临界荷载； 

4.理解并掌握地基极限承载力的计算方法：普朗特尔－瑞斯纳公式、太沙基公式、汉森公式。 

5.理解并掌握天然地基的容许承载力确定方法：按塑性变形区范围确定、按极限承载力确定、按

地基规范确定、按原位试验确定。 

 

参考教材： 

土力学（第二版），林彤、谭松林、马淑芝编著，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结构力学》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判断题、填空题与选择题  约 40% 

作图及计算题  约 6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结构的几何构造分析 

考试内容 

几何构造分析的概念；平面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律；平面杆件体系的计算自由度。 

考试要求 

了解几何构造分析概念；熟练地掌握平面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律，并对一般平面杆件体系进行

几何组成分析，确定计算自由度。 

二、静定结构的受力分析 

考试内容 

静定多跨梁；静定平面刚架；静定平面桁架；组合结构；三铰拱；静定结构的一般性质。 

考试要求 

了解静定结构的力学特性。掌握利用隔离体分析方法计算静定多跨梁和静定平面刚架的内力；掌

握静定平面桁架的内力计算的结点法、截面法和联合应用法；掌握组合结构及三铰拱的内力计算方法；

掌握利用刚体体系的虚功原理的方法计算静定结构的内力。 

三、影响线 

考试内容 

移动荷载和影响线的概念；静力法作简支梁影响线；结点荷载作用下梁的影响线；机动法作影响

线；影响线的应用。 

考试要求 

理解影响线的概念；掌握用静力法做简支梁、结点荷载作用下梁、桁架的影响线；了解用机动法

做影响线；掌握利用影响线求各种荷载作用下的梁结构的最大内力和荷载的最不利位置。 

四、结构位移计算 

考试内容 

结构位移计算的一般公式；刚体体系的位移；荷载作用下的位移计算；图乘法；温度变化、支座

移动、制造误差等因素作用下的位移计算；互等定理。 

考试要求 

理解变形体的虚功原理，掌握结构位移计算的一般步骤；掌握荷载作用下各类结构的位移计算公

式，掌握图乘法；掌握在支座移动、温度变化、制造误差等因素作用下结构的位移计算；了解互等定

理。 

五、力法 

考试内容 

超静定结构的组成和超静定次数；力法的基本概念；超静定刚架和排架；超静定桁架和组合结构；

对称结构的计算；支座移动和温度改变时的计算；超静定结构位移计算。 



考试要求 

掌握超静定结构的组成特点和超静定次数的判断方法，掌握力法的基本思路；掌握用力法计算超

静定刚架、排架、桁架、组合结构等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的计算方法，掌握利用结构的对称性简化计

算的方法；掌握用力法计算在支座移动、温度改变时的内力计算方法；掌握超静定结构的位移的计算

方法，了解超静定结构计算的校核。 

六、位移法 

考试内容 

位移法的基本概念；无侧移刚架的计算；有侧移刚架的计算；位移法的基本体系；对称结构的计

算。 

考试要求 

掌握位移法计算刚架的基本思路；掌握用位移法计算无侧移刚架和有侧移刚架在荷载作用下的内

力的计算方法；掌握通过位移法的基本体系建立位移法典型方程的解法；掌握利用结构的对称性简化

刚架内力计算的方法。 

七、力矩分配法 

考试内容 

力矩分配法的基本原理；用力矩分配法计算连续梁和无侧移刚架。 

考试要求 

掌握力矩分配法的基本概念；掌握单结点、多结点的力矩分配过程，掌握对称结构的力矩分配法。 

 

参考教材： 

   结构力学Ⅰ——基本教程，龙驭球、包世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工程地质学》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  约占 30~40% 

问答题（包括论述题） 约占 60~7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工程地质学基本概念及方法 

考试内容 

    工程地质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实际意义，它与其它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工程地质学发

展历史、现状和研究前沿。 

    考试要求 

    1. 理解工程地质学的内涵及任务； 

2. 掌握工程地质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例如工程地质条件、工程地质问题等； 

3. 掌握工程地质学研究方法，针对各类工程地质问题的研究思路及基本方法； 

4. 了解工程地质学与其它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前沿。 

二、活断层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活断层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活断层鉴别及研究方法、活断层区建筑原则。 

考试要求 

    1. 理解活断层的定义及其内涵； 

2. 掌握活断层的基本特征； 

3. 掌握活断层的鉴别方法； 

4. 掌握活断层区建筑原则及防治对策； 

5. 了解活断层工程地质评价理论及方法。 

三、地震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地震的基本知识、地震基本特征、地震效应、场地条件对震害的影响、地震小区划、建筑抗震原

则及措施 

考试要求 

    1. 理解地震的基本知识，掌握地震的相关概念； 

2. 掌握地震地质基本特征； 

3. 掌握地震效应类型及相关概念； 

4. 掌握振动破坏效应的评价方法； 

5. 掌握砂土振动液化的机理、影响因素、评价方法及防护措施； 

6. 掌握场地条件对震害的影响； 

7. 掌握地震小区划的原理及方法； 

8. 掌握强震区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要点； 

9. 掌握地震区建筑抗震原则及措施； 



10. 了解我国地震分布的规律； 

11. 了解地震的成因理论与机制。 

四、岩石风化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岩石风化基本概念、影响岩石风化因素、风化壳及分带标志和方法、岩石风化防护措施 

考试要求 

    1. 掌握岩石风化的基本概念； 

2. 掌握影响岩石风化因素； 

3. 掌握风化壳垂直分带标志及方法； 

4. 掌握岩石风化防护措施。 

五、斜坡变形破坏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基本概念、斜坡应力分布特征、斜坡变形破坏形式及机理、崩塌形成条件及基本特征、滑坡形态

要素及分类、稳定性影响因素及评价方法、斜坡变形破坏预测预报原理及防治措施 

考试要求 

    1. 理解斜坡的重应力分布特征，掌握影响斜坡应力分布的因素； 

2. 理解斜坡的变形破坏的实质，掌握斜坡的变形破坏的基本形式； 

3. 掌握崩塌形成条件及基本特征； 

4. 掌握崩塌变形破坏的评价方法； 

5. 掌握滑坡的形态要素及识别滑坡的方法； 

6. 掌握滑坡分类依据及常用分类方案； 

7. 掌握影响斜坡稳定性的因素； 

8. 掌握斜坡稳定性评价的基本方法，重点掌握刚体极限平衡法评价的思路及原理； 

9. 掌握斜坡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要点（勘察的目的和任务、勘察阶段的划分、勘察技术方法） 

10. 掌握滑坡防治的基本原则与方法，重点掌握具体防治措施的特点及防治针对性； 

11. 了解滑坡空间预测、时间预报的基本原理及研究思路。 

六、渗透变形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渗透变形概念及形式、产生渗透变形的基本条件、渗透变形预测、防治措施 

考试要求 

    1. 理解渗透变形的基本概念，掌握影响渗透变形的基本形式； 

2. 掌握产生渗透变形的基本条件及其影响规律； 

3. 掌握渗透变形预测思路及评价方法； 

4. 掌握渗透变形的防治原则及防治措施。 

七、岩溶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溶蚀机理、岩溶发育的影响因素、岩溶渗漏工程地质问题分析、岩溶塌陷工程地质问题分析、岩

溶渗漏及塌陷处理措施 

考试要求 

    1. 理解溶蚀机理，包括溶蚀过程、混合溶蚀效应、其它离子的作用等； 

2. 掌握岩溶发育的基本条件及影响因素； 

3. 掌握岩溶渗漏的类型、影响因素及工程地质研究的主要内容； 

4. 掌握岩溶区选择库坝位址的原则； 

5. 掌握岩溶渗漏的防治措施； 

6. 理解岩溶地基变形破坏的主要形式； 



7. 掌握岩溶塌陷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潜蚀论、吸蚀论）； 

8. 掌握岩溶场地勘察要点（勘察的目的和任务、勘察阶段的划分、勘察技术方法） 

9. 掌握岩溶地基稳定性评价方法（覆盖型岩溶区、裸露型岩溶区）； 

10. 掌握岩溶地基的处理措施。 

八、泥石流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基本概念、形成条件、我国泥石流分布与活动特点、分类、基本特征、预测预报、防治措施 

考试要求 

    1. 理解泥石流的基本概念，了解我国泥石流分布与活动特点； 

2. 掌握泥石流的形成条件； 

3. 掌握泥石流的基本特征； 

4. 掌握泥石流的常用分类依据及方案； 

5. 掌握泥石流勘察要点（勘察的目的和任务、勘察阶段的划分、勘察技术方法、场地评价） 

6. 了解泥石流空间预测、时间预报的研究内容及思路； 

7. 掌握泥石流的防治原则及措施。 

九、水库诱发地震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诱发地震的类型、水诱发机制、水库诱发地震发生的地质背景条件、水库诱发地震的基本特征、

诱发地震的工程地质研究及预测 

考试要求 

    1. 掌握诱发地震的类型（以诱发成因分类）； 

2. 掌握水库诱发地震的基本特征； 

3. 掌握水库诱发地震发生的地质背景条件； 

4. 掌握水库诱发地震的诱发机制（水岩作用、水诱发机制、不同构造背景条件下的诱发机制）； 

5. 了解诱发地震的工程地质研究及预测方法。 

十、地面沉降工程地质研究 

考试内容 

基本概念、地面沉降机理、地面沉降的地质背景条件、沉降预测、防治及控制措施 

考试要求 

    1. 掌握地面沉降的基本概念； 

2. 了解我国地面沉降的基本特征； 

3. 掌握地面沉降的诱发因素及地质环境； 

4. 掌握地面沉降机理（主要是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 

5. 了解地面沉降预测的内容、基本方法及预测成果； 

6. 掌握地面沉降控制和治理的原则和措施。 

十一、岩土工程勘察基本技术要求 

考试内容 

岩土工程勘察的分级、工程安全等级、场地与地基复杂程度的等级、岩土工程勘察的阶段划分、

岩土工程勘察的方法 

考试要求 

1、 了解岩土工程勘察的分级 

2、 熟悉场地条件、工程特点和设计要求，合理布置勘察工作 

十二、工程地质测绘 

考试内容 



工程地质测绘的意义和特点、工程地质测绘的范围、比例尺和精度、工程地质测绘的研究内容、

遥感技术在工程地质测绘中的应用 

考试要求 

1、了解工程地质测绘的意义和特点 

2、掌握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的要求和方法 

3、掌握各类工程地质图件的编制。 

十三、勘探与取样 

考试内容 

岩土工程勘察的任务、特点和手段、常用勘探技术的特点及技术要求（钻探工程、坑探工程、地

球物理勘探）、勘探工作的布置和施工顺序、采取土样 

考试要求 

1、了解工程地质钻探的工艺和操作技术 

2、熟悉岩土工程勘察对钻探、井探、槽探和洞探的要求 

3、熟悉岩石钻进中的 RQD 方法 

4、熟悉各级土样的用途和取样技术 

5、熟悉取土器的规格、性能和适用范围 

6、熟悉取岩石试样和水试样的技术要求 

7、了解主要物探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工程应用  

十四、土体原位测试 

考试内容 

土体原位测试的优缺点和技术种类、常用土体原位测试技术的特点及技术要求（静力载荷试验、

静力触探试验、动力触探试验、旁压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场地波速试验） 

考试要求 

1、 了解土体原位测试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2、 熟悉常用土体原位测试技术的适用范围和成果的应用。 

十五、岩体原位测试 

考试内容 

岩体原位测试的意义及类型、常用岩体原位测试技术的特点及技术要求（岩体变形试验、岩体强

度试验、岩体应力测试、岩体现场简易测试） 

考试要求 

1、了解岩体原位测试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2、熟悉常用岩体原位测试技术的适用范围和成果的应用。 

十六、现场检验与监测 

考试内容 

现场检验与监测的意义和内容、地基基础的检验与监测、地基加固与改良的检验与监测、深基坑

开挖与支护的检验与监测、建筑物的沉降观测、岩土体性质与状态的监测、地下水的监测 

考试要求 

1、了解岩土工程检测的要求 

2、了解岩土工程检测的方法和适用条件 

3、掌握检测数据分析与工程质量评价方法 

4、了解岩土工程监测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5、掌握监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6、了解监测数据在信息化施工中的应用 

7、熟悉地下水的类型和运动规律 

8、熟悉地下水对工程的影响 



9、了解抽水试验、注水试验和压水试验的方法 

10、掌握现场检验与监测成果的应用。 

十七、勘察成果整理 

考试内容 

岩土参数的分析与选定、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反分析问题、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考试要求 

1、掌握岩土工程特性指标的数据处理和选用 

2、熟悉场地稳定性的分析评价方法 

3、熟悉地基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的分析评价方法 

4、掌握勘察资料的分析整理和勘察报告的编写 

十八、房屋建筑与构筑物岩土工程勘察 

考试内容 

地基承载力的确定、桩基岩土工程问题分析、深基坑开挖的岩土工程问题、房屋建筑与构筑物岩

土工程勘察要点 

考试要求 

1、熟悉确定地基承载力的各种方法 

2、熟悉桩的设计选型应考虑的因素 

3、掌握布桩设计原则 

4、熟悉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确定方法 

5、掌握桩身承载力的验算方法 

6、掌握群桩竖向承载力计算方法和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 

十九、道路和桥梁岩土工程勘察 

考试内容 

道路工程岩土工程勘察及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桥梁岩土工程勘察问题及要点  

考试要求 

1、了解道路岩土工程勘察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和勘察方法 

2、熟悉桥梁建筑工程勘察要点 

3、掌握桥址选择工程地质论证 

4、了解桥基勘察中应注意的问题 

 

参考教材： 

[1]工程地质学基础， 唐辉明，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2]岩土工程勘察，项伟、唐辉明，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3]岩土工程勘察与评价，高金川、张家铭，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http://bookask.com/book/771595.html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9%AB%98%E9%87%91%E5%B7%9D%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5%BC%A0%E5%AE%B6%E9%93%AD%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岩土钻掘工程学》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名词解释：约占 20% 

简答：约占 40% 

论述题;约占 4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其破碎机理 

考试内容 

岩石的组成和组织特点，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其影响因素，岩石可钻性及可钻性分级方法，岩

石破碎机理和岩石破碎过程。 

考试要求 

1、了解岩石的组成和分类、岩石的结构和构造。 

2、掌握岩石的密度和孔隙度、含水性和透水性、岩石的强度、硬度、岩石的弹性和塑性、岩石的

研磨性等基本概念，理解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了解岩石的物理力学性

质的测量方法。 

3、理解岩石可钻性的概念、岩石可钻性划分的意义、划分方法及各方法的优缺点。 

4、了解碎岩工具与岩石作用的主要方式，理解和掌握外载作用下的岩石应力状态、岩石在外载

作用下的破碎过程。 

二、回转钻进用钻头 

考试内容 

硬质合金钻头及其钻进时的孔底碎岩过程、金刚石钻头及其钻进时的孔底碎岩过程、牙轮钻头及

其钻进时的孔底碎岩过程、全面钻头。 

考试要求 

1、了解钻探用硬质合金的组成与性能特点，理解硬质合金钻进孔底的碎岩过程及硬质合金的磨

损。 

2、了解硬质合金钻头的基本类型，理解硬质合金钻头的各个结构要素，掌握钻头结构要素的确

定方法及用于不同地层的硬质合金钻头的特点。 

3、了解钻探用金刚石的性能特点和要求，理解金刚石钻进孔底的碎岩过程，了解金刚石钻头与

扩孔器的基本类型与特点、钻头结构参数形式与特点，理解钻头结构参数、胎体性能与所钻岩石的匹

配性。 

4、了解牙轮钻头的组成结构，理解牙轮钻进的碎岩机理，理解牙轮钻头结构与地层之间的适应

关系。 

5、了解全面钻头的基本类型、特点及其参数的确定。 

三、回转钻进工艺 

考试内容 

钻进效果指标、钻进规程参数对钻进效果的影响、硬质合金钻进工艺、金刚石钻进工艺、钢粒钻

进工艺、牙轮钻进工艺。 

考试要求 



1、了解钻进效果指标，理解钻进规程参数和冲洗液性能对钻速的影响。 

2、了解硬质合金钻头的选型，理解和掌握硬质合金钻进规程参数的确定，理解各钻进参数间的

配合关系。 

3、理解孕镶金刚石钻头的选型原则，掌握金刚石钻进规程参数的确定，了解金刚石钻头的非正

常磨损形式。 

4、了解五点法钻速试验的试验条件和步骤，理解和掌握牙轮钻进规程参数的确定。 

四、冲击回转钻进与冲击、振动钻进 

考试内容 

液动和气动冲击器（潜孔锤）、冲击回转钻进用钻头、冲击回转钻进工艺、钢丝绳冲击钻进与振

动钻进工艺。 

考试要求 

1、了解液动冲击器和气动冲击器的基本类型与特点，理解液动冲击器和气动冲击器的工作原理。 

2、了解冲击回转钻进钻头的类型，理解冲击回转钻进钻头选择的要求及原则 

3、理解冲击回转钻进破岩机理及影响冲击回转钻进破岩效果的因素。 

4、了解钢丝绳冲击钻进的原理、特点与钻具，理解钢丝绳冲击钻进规程参数的确定。 

5、了解振动钻进原理，理解振动钻进工艺参数的确定及其相互间的影响。 

五、岩矿心采取 

考试内容 

岩矿心采取的要求和影响因素、岩矿心按采取难易的分类和保全岩矿心的途径、单层和双层岩心

管取心、绳索取心钻进、反循环钻进取心。 

考试要求 

1、了解岩心钻探对岩矿心采集的要求，理解影响岩矿心采取的因素。 

2、了解岩矿心按采取难易的分类，理解提高岩矿心采取质量的途径。 

3、了解单层和双层岩心管取心钻具的结构，理解和掌握单层和双层岩心管取心方法及其特点。 

4、了解绳索取心钻进的原理及其工艺过程，理解绳索取心钻进的优缺点及应用范围、绳索取心

钻具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绳索取心钻进工艺参数及其冲洗液的选择。 

5、了解反循环钻进取心的特点及其基本方法，理解建立冲洗液孔底反循环的方法原理与特点、

全孔反循环钻进取心（包括 CSR钻进）的原理与特点。 

六、钻孔弯曲与测量 

考试内容 

钻孔弯曲的原因与规律、钻孔弯曲测量及数据的处理、钻孔弯曲的预防与纠正、定向钻进方法与

原理。 

考试要求 

1、理解钻孔弯曲和钻孔空间要素的基本概念、钻孔弯曲的条件、钻孔弯曲的原因、钻孔弯曲的

规律。 

2、了解钻孔弯曲测量的基本原理，理解和掌握钻孔轨迹确定的常用方法。 

3、理解和掌握钻孔弯曲的预防与纠正技术方法原理与特点。 

4、初级定向钻进原理及其实现技术方法 

 

参考教材： 

[1]岩土钻掘工艺学，鄢泰宁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 

[2]岩土钻掘工程学，李巨龙、杨伟峰、于宗仁，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安全技术与基础》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 40%   

分析论述题、计算题     60%   

考试内容与要求： 

《安全系统工程》 

一、概论 

考试内容 

系统、系统工程、安全系统工程等基本概念，安全系统工程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考试要求 

1．掌握系统、系统工程、安全系统工程等基本概念； 

2．熟悉安全系统工程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应用特点； 

3．了解安全系统工程的产生与发展。 

二、系统安全分析 

考试内容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的选择，安全检查和安全检查表，预先危险性分析，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事

件树分析，危险性与可操作性研究 

考试要求 

1．了解系统安全分析方法的种类与选择； 

2．掌握常用系统安全分析的方法与应用。 

三、事故树分析 

考试内容 

事故树分析步骤，事故树的符号，事故树的编制，最小割集，最小径集，事故树的定量分析，基

本事件的重要度 

考试要求 

1．熟悉事故树的各种符号意义，事故树的结构函数； 

2．熟悉事故树的各个层次的事件分析； 

3．熟悉事故树的编制过程，事故树中的事件及事件符号，逻辑门及其符号，基本事件的结构重

要度、概率重要度、关键重要度； 

4．掌握割集、最小割集、径集、最小径集的概念和计算，顶事件发生概率计算。 

四、系统安全评价 

考试内容 

安全评价的相关概念，安全评价标准、原理、程序、内容，概率评价法，指数评价法，单元危险

性快速排序法，生产设备安全评价方法，安全管理评价，系统安全综合评价法。 

考试要求 

1．了解安全评价的标准和原理； 

2．掌握风险，风险的两个要素，安全评价的定义，安全评价内容和程序； 

3．掌握道化法与蒙特法评价的方法与应用； 



4．掌握生产设备安全评价方法； 

5．熟悉单元危险性快速排序法的单元划分、确定物质系数和毒性系数、计算工艺危险系数； 

6．掌握概率评价法，安全管理评价法，系统安全综合评价法； 

7．掌握重大危险源评价法。 

五、安全决策 

考试内容 

决策，决策过程，决策要素，安全决策，安全决策方法，模糊决策（评价） 

考试要求 

1．了解决策，决策过程，决策要素，安全决策； 

2．熟悉定性属性的量化等级和范围，属性函数； 

3．掌握安全决策方法与应用。 

六、灰色理论和安全系统 

考试内容 

灰色理论，安全系统，灰色决策 

考试要求 

1． 熟悉灰色理论与安全系统； 

2． 熟悉灰色理论在安全工程中的应用。 

 

《安全人机工程学》 

一、人体参数与感知与反应  

考试内容 

人体尺寸测量，人体主要参数计算，人体测量尺寸的修正，人体测量数据的选用原则，人的感知

与反应 

考试要求  

1．理解静态测量、动态测量、感觉与知觉的特性、肤觉、本体感觉； 

2．掌握静态尺寸计算、视觉特征、听觉特征、人的反应； 

3．掌握人体生理参数计算；  

4．了解人体测量尺寸的修正、人体测量数据的选用原则、减少反应时间的途径； 

5．熟练掌握反应时间、反应时间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二、人的心理特征与人的作业特征 

考试内容 

个性心理及其对安全生产的影响因素，情绪与安全，社会心理与安全生产的关系，注意与不注

意，作业特性，劳动强度及分级，作业疲劳及其测定 

考试要求 

1．理解个性心理、情绪与安全、需要与动机、群体心理、不安全心理状态、能量代谢、劳动强

度、作业疲劳、疲劳与安全； 

2．掌握个性心理对安全生产的影响因素、作业时氧消耗的动态量、劳动强度的分级 

3．掌握群体心理因素 能量代谢的测定、作业疲劳的调查与测定； 

4．了解 “注意”的机理、注意的生理机制、防止过劳、提高生产安全性； 

5．熟练掌握情绪与安全、不安全心理状态 、劳动强度的分级、能量代谢、劳动强度、作业疲

劳。 

三、显示器与控制器设计 

考试内容 

显示器分类及功能，视觉显示方式的选择，刻度盘指针式显示器的设计， 数字显示器的设计， 听

觉传示装置设计，信号显示设计，荧光屏显示设计，控制器的类型及选择，控制器设计中的人机因素，



典型控制器设计，显示器与控制器布局  

考试要求： 

1．理解显示器分类、信号显示特征、荧光屏的显示特征、控制器的类型、方向盘的设计、显示器

布局、显示器位置与反应速度的关系；  

2．掌握显示器的设计的基本原则、定量显示方式选择、定性显示方式选择、指针式显示形式的选

择、信号灯的颜色、闪光信号、目标的亮度、呈现时间和余辉、控制器的选择、手操纵小型控制器设

计、显示装置与控制装置的设计原则； 

3．掌握刻度盘及指针设计、仪表照明设计、语言传示装置、信号灯的视距和亮度、目标的形状、

大小和颜色、控制器信息的反馈、操纵杆设计； 

4．了解显示功能及显示性能的要求、信号灯形象和复合显示、目标的运动速度、目标与背景的关

系、控制运动方向与系统的关系、脚和腿操纵的控制器设计、刻度盘指针式仪表群的布局、显示器与

控制器配置设计； 

5．熟练掌握显示器的设计的基本原则、定量显示方式选择、音响及报警装置、操作控制、系统的

安全因素、手操纵小型控制器设计、控制器布局。 

四、作业空间与作业环境  

考试内容 

作业空间设计的基本原则，作业场所空间布置，作业姿势与作业空间布置，安全防护空间距离，

光环境，温度环境，色彩环境 

考试要求 

1．理解防止可及危险部位的安全距离、照明对工效的影响、人的体温调节、颜色的形成与特性； 

2．掌握作业空间设计的基本原则主要工作岗位的空间尺寸、坐（立）姿作业空间布置、机械防护

安全距离的确定方法、工作场所照明设计、温度环境对人体的影响、颜色对人的影响； 

3．掌握辅助性工作场地的空间尺寸、坐—立姿交替作业空间、防止受挤压的安全距离、防止踩

空致伤的盖板开口安全距离、温度环境的综合评价、颜色调节；  

4．了解其它姿势的作业空间、人体与带电导体的安全距离、有毒环境、振动与噪声环境、电离辐

射作业环境、非电离辐射作业环境、照明标准、改善高、低温作业环境的方法； 

5．熟练掌握作业空间设计的基本原则、坐（立）姿作业空间布置、工作场所照明设计、温度环境

对人体的影响、颜色对人的影响。 

五、人机系统设计与检查 

考试内容 

人机系统的设计，人机系统的可靠性，人机系统检查与评价 

考试要求 

1．理解人机系统、人的可靠性、机器的可靠性； 

2．掌握人机系统设计程序； 

3．掌握人机系统检查、人机系统评价； 

4．了解环境因素；  

5．熟练掌握人的可靠性、机器的可靠性、人机系统设计程序。 

《职业卫生概论》 

一、化学性职业危害因素 

考试内容 

工业毒物的概念、工业毒物的毒性、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容许浓度 、毒物危害及主要防护

措施 

考试要求 

1．掌握工业毒物的概念、工业毒物的来源、工业毒物的分类； 



2．熟悉毒性及其评价指标、影响毒性的因素、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容许浓度（PC-TWA,PC-

STEL,MAC）及相关计算、评估作业场所职业卫生水平； 

3．了解工业毒物的危害、预防职业中毒的主要措施。 

二、有毒有害物的净化 

考试内容 

冷凝净化的概念、原理、接触冷凝器概念；燃烧净化概念；吸收净化概念、亨利定律；吸附净化

概念及原理 

考试要求 

1．掌握饱合蒸气压的计算、冷凝相关参数计算方法，了解间接冷却法构成; 

2．掌握火焰传播理论、燃烧类型； 

3．掌握吸收过程的机理——双膜理论、吸收装置构成、填料塔的吸收设计； 

4．掌握吸附的基本概念、吸附分类、吸附的原理。掌握吸附等温方程式、吸附速率、固定床吸

附过程及重要定义。 

三、噪声控制 

考试内容 

噪声概念、单位、分类、噪声声压计算、噪声控制方法。 

考试要求 

1．掌握声压级计算方法、噪声合成声压计算、计权声级计算; 

2．掌握噪声隔声原理及方法、噪声吸声原理及方法； 

3. 掌握吸声设计及相关计算。 

四、职业危害因素的检测与监测技术 

考试内容 

样品采集的概念、相关检测仪器原理及构成、测试方法等。 

考试要求 

1．掌握空气样品采集方法及计算; 

2．掌握空气样品采样规范及计算； 

3. 掌握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比色分析）法原理、装置构成、测试数据处理，原子吸收光谱

法原理、装置构成、测试数据处理，气相色谱法原理、装置构成、测试数据处理。 

 

参考教材： 

[1]安全系统工程[M]，张景林、崔国璋，煤炭工业出版社, 2002 

[2]安全系统工程 第 2 版[M]，徐志胜、姜学鹏，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3]安全系统工程[M]，林柏泉、张景林，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4]安全人机工程学[M]，李红杰、鲁顺清，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8 

[5]安全人机工程学[M]，张力、廖可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6]安全人机工程学[M]，王保国、王新泉，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7]职业卫生概论[M]，何华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出版社，2012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钢筋混凝土结构原理》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解释题  约 10% 

简答题  约 30% 

论述题  约 20% 

计算题  约 40% 

考试内容及考试要求： 

一、钢筋与混凝土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考试内容    

钢筋：钢筋的应力应变全曲线，钢筋的弹性模量、屈服应力、极限应力及相应的应变。钢筋的级

别、品种、钢筋的冷加工及塑性性能。混凝土结构对钢筋性能的要求。 

混凝土：混凝土强度和变形的基本概念及基本规律。影响混凝土强度的因素、立方体抗压强度、

轴心抗压强度、轴心抗拉强度、混凝土强度等级与各不同受力强度指标之间的关系等，混凝土复合应

力状态下的强度。 

混凝土在一次短期荷载下的应力应变曲线及其数学模型，混凝土弹性模量与变形模量，混凝土受

拉、受压极限应变，泊松比，混凝土的延性，混凝土三向受压时的变性特点，混凝土在重复荷载下的

应力应变关系。混凝土的徐变与收缩性质及其对混凝土结构构件性能的影响。 

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性能，两者共同作用的原理。     

考试要求 

1.掌握有明显流幅及无明显流幅钢筋的应力应变曲线特点。 

2.清楚屈服强度、极限抗拉强度、强屈比、条件屈服点、残余应变的概念。 

3.了解钢筋伸长率、冷弯性能以及钢筋的冷拉和冷拔对钢筋性能的影响。 

4.理解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轴心抗压强度、轴心抗拉强度以及强度等级的关系；复杂应力状

态下混凝土的强度。 

5.掌握受压混凝土应力应变全曲线特点；混凝土弹性模量、变形模量以及混凝土徐变和收缩特性。 

6.掌握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对结构的影响。 

7.了解粘结力的组成、光面钢筋和变形钢筋的粘结性能。 

二、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  

考试内容 

构件各受力阶段的界面应力应变分布，破坏特征分析。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及其意义。 

单筋、双筋矩形截面、T型截面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方法，适用条件及构造要求。 

考试要求 

1.掌握受弯构件正截面工作的三个阶段应力与应变的特点；了解加载过程中荷载与挠度、荷载与

钢筋应力、中和轴的变化特点；掌握受弯构件加载过程中的应力重分布。 

2.掌握适筋梁、超筋梁、少筋梁以及界限破坏的破坏特征；掌握受弯构件正截面梁单筋矩形、双

筋矩形和 T型截面承载力的计算。 

3.清楚正截面计算中的基本假定以及公式适用条件。 

4.能推导计算的基本公式、相对受压区高度。 

5.能在上述正截面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推导出双筋 T型截面的计算公式及判断条件。 

6.熟悉正截面梁的构造要求及应用。 

三、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 

考试内容 



梁沿斜截面破坏的主要形态，影响斜截面受剪性能的主要因素。有腹筋梁斜截面抗剪承载力的计

算方法及适用条件。腹筋的作用及其对破坏形态的影响。 

受弯构件纵筋的弯起、截断、纵筋的锚固等构造要求。 

考试要求 

1.了解无腹筋梁和有腹筋梁的受剪性能；拉杆拱和拱形桁架传力机制。 

2.清楚影响梁受剪的主要因素、斜截面受剪破坏形态。 

3.熟记有腹筋梁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计算公式并掌握其计算方法。 

4.掌握保证斜截面承载力的构造措施，分清斜截面受剪和斜截面受弯的构造要求，掌握弯筋的弯

起、纵筋的截断、纵筋的锚固、箍筋的构造等要求。 

四、受扭构件扭曲截面承载力 

考试内容 

受扭构件的破坏特征及机理，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受力性能、破坏形态、开裂扭矩、破坏扭矩的

计算，界面限制条件及构造配筋的界限。 

矩形截面受剪扭构件的承载力计算方法及构造要求。 

考试要求 

1.掌握纯扭构件及弯、剪、扭构件受剪性能，了解开裂扭矩的计算； 

2.掌握弯剪扭构件的破坏形态和计算方法。 

五、受压构件的承载力 

考试内容 

轴心受压构件的受力全过程及其破坏特征。纵向弯曲对承载力的影响。配有纵筋和普通箍筋柱的

承载力计算，配有纵筋和螺旋形箍筋柱的承载力计算。 

偏心受压构件的破坏形态、特征及其类型，纵向弯曲的影响，偏心距增大系数和附加偏心距的意

义。界限破坏的概念，大小偏心受压的界限。对称及不对称配筋时，矩形、工字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

的计算方法、适用条件及构造要求，双向偏心受压构件的计算方法。偏心受力构件的斜截面承载力计

算。 

考试要求 

1.了解轴心受压构件短柱和长柱的受力过程及破坏特征。 

2.掌握轴心受压构件加载过程中的应力重分布、徐变引起的应力重分布；轴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

计算及构造要求。 

3.分清偏心受压构件的破坏形态和破坏特征，了解短柱、长柱、细长柱的压弯性能（即从加荷到

破坏的 N－M关系）。 

4.掌握矩形截面不同破坏形态下偏心受压构件承载力的计算方法，能推导并记忆受压构件的计算

公式。 

5.能运用 N－M关系曲线判断荷载大小与 AS用量的关系。 

6.能推导工字型截面受压构件承载力的计算公式并能运用其公式求解。 

7.偏心受压构件计算中η、ζ1、ζ2的计算公式以及小偏心受压计算中ξb的近似计算公式不要求

记忆，双向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不要求。 

六、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变形验算和耐久性 

考试内容 

裂缝和变形控制的目的和要求。 

梁在纯弯段内的应力分布及全过程分析，开裂后纯弯段内钢筋和混凝土应变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

素。 

裂缝宽度及截面抗弯刚度的计算原理。轴心受拉构件和受弯构件的开裂弯矩，裂缝宽度验算。 

受弯构件的绕度验算，影响构件截面曲率延性的因素。 

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因素。 



考试要求 

1.了解裂缝产生的原因并能解释结构工程中各种裂缝现象；了解受弯及受拉构件裂缝的分布及钢

筋应力、粘结应力的分布。 

2.掌握受弯构件中截面刚度的特点。 

3.清楚长期刚度 Bl、短期刚度 BS、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Ψ以及最小刚度原则的概念。 

4.掌握变形与裂缝中影响挠度 f和裂缝宽度 Wmax的主要因素。 

5.掌握受弯构件截面延性的影响因素。 

6.掌握混凝土耐久性的影响因素及提高混凝土耐久性的措施。 

七、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考试内容 

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概念和一般计算规定。 

预应力混凝土的材料，预加应力的方法，常用锚具的作用及其优缺点。张拉控制应力、预应力损

失的产生原因及减少损失的措施，预应力传递长度、构件端部局部受压验算。 

轴心受拉构件各阶段应力分析，使用阶段承载力和抗裂验算，施工阶段的承载力和局部受压验算。 

受弯构件各阶段应力分析，使用阶段正截面和斜截面承载力计算，正截面和斜截面抗裂验算，构

件变形验算。施工阶段的验算。 

组合截面构件的各阶段应力分析，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和抗裂验算，构造要求。 

部分预应力混凝土和无粘结预应力钢筋的基本概念，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构造要求。 

考试要求 

1.掌握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概念。 

2.了解部分预应力和全预应力混凝土的特点；了解先张法和后张法施工的过程。 

3.解释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不能采用高强钢筋的原因、解释预应力钢筋的传递长度、锚固长度以

及局部受压验算。 

4.清楚各项预应力损失的计算、减少预应力损失的措施以及预应力损失的主要影响因素。 

5.掌握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各阶段的应力分析和计算步骤。 

6.掌握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各阶段的应力分析和计算步骤。 

 

参考教材：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第六版），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合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年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地下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一）内容比例 



地下建筑工程设计  约 40% 

地下建筑施工  约 60% 

（二）题型比例 

名词解释约 20% 

简答（述）题约 40% 

论述题约 40% 

考试内容与要求： 

地下建筑工程设计 

一、地下建筑结构基本概念 

考试内容 

地下建筑结构的定义  地下建筑结构体系的组成  地下建筑工程的特点  地下支护结构的类型  

地下建筑物的用途  地下建筑结构的功能与要求 

    考试要求 

    1.理解地下建筑结构的定义。 

    2.了解地下建筑结构体系的组成。 

    3.理解地下建筑工程的特点。 

    4.掌握地下支护结构的类型。 

    5.了解地下建筑物的用途，了解地下建筑结构的功能与要求。 

二、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分析 

考试内容 

围岩初始应力场的组成、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  确定初始应力值的原则和经验  围岩应力重分

布的计算  各类结构围岩的变形特点  围岩位移计算理论  围岩破坏区范围及塑性松动圈半径的确

定方法  围岩压力概念  围岩压力的计算  围岩岩体破坏类型与特征分析  围岩失稳分析方法  影

响围岩稳定的因素  支护作用 

考试要求 

    1.理解围岩初始应力场的组成、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了解确定初始应力值的原则和经验。 

    2.理解围岩重分布应力计算方法，掌握圆形洞室重分布应力的特征，会分析各种形状地下洞室的

应力集中特征，掌握圆形洞室弹性和塑性状态下应力变化图，理解应力集中系数概念。 

    3.掌握各类结构围岩的变形特点。 

    4.了解围岩位移计算理论。 

    5.了解围岩破坏区范围及塑性松动圈半径的确定方法。 

6.掌握围岩压力概念，掌握围岩压力的计算理论，掌握围岩特征曲线、支护特征曲线的基本概念，

并理解支护与围岩间的平衡关系。 

7.掌握围岩岩体破坏类型，理解岩体破坏特征。 

8.理解围岩失稳分析的基本步骤，掌握影响围岩稳定的因素与支护作用。 

三、地下建筑结构设计方法 

考试内容 

地下建筑结构计算理论的发展历史  地下建筑结构的设计内容  常用的地下建筑结构设计方法  

力学分析法  工程类比法  新奥法思想与信息化设计法  解析计算设计方法  不连续面分析方法 

考试要求 

1.了解地下建筑结构计算理论的发展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基本特征。 

2.了解地下建筑结构的设计内容。 

3.了解常用的地下建筑结构设计方法。 

4.理解力学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和步骤。   



5.理解工程类比法基本思路。   

6.掌握新奥法的基本思想，了解新奥法设计的程序，掌握信息化设计基本原理，了解其基本流程。 

7.了解解析计算设计方法基本思路。   

8.理解关键块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四、围岩分级与初期支护结构设计 

考试内容 

围岩分级概念  “Q”系统围岩分级法与经验设计  岩体 RSR分级与经验设计  RMR法分级与经

验设计  我国公路隧道围岩分级方法    岩体锚喷支护理论分析法设计  软岩锚喷支护结构设计方

法 

考试要求 

1.了解围岩分级概念，了解围岩分级的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基本特征。 

2.了解“Q”系统围岩分级法的原理与特点。 

3.掌握采用“Q”系统围岩分级法进行地下建筑结构设计经验设计的基本思路和步骤。 了解常用

的地下建筑结构设计方法。 

4.了解 RSR围岩分级法的原理，了解荷载和锚喷支护参数的确定原则。 

5.了解 RMR围岩分级法的原理，了解锚喷支护参数的确定原则。 

6.了解我国公路隧道围岩分级的基本原理，了解锚喷支护参数的确定原则。 

7.掌握初期支护结构设计的三种方法及其特点。 

8.了解锚喷支护理论分析设计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9.了解采用支护剪切锥理论进行锚喷支护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五、隧道衬砌结构计算 

考试内容 

局部变形理论  共同变形理论  隧道衬砌上的荷载与分类  半衬砌结构计算  曲墙式衬砌结构

计算  直墙式衬砌计算  隧道洞门结构 

考试要求 

1.理解局部变形理论和共同变形理论的概念。 

2.掌握隧道衬砌上的荷载与分类。 

3.了解半衬砌结构的计算方法和步骤。 

4.了解曲墙式衬砌结构的计算方法和步骤，理解围岩抗力的确定方法以及衬砌结构荷载组合形态。 

5.了解直墙式衬砌结构的计算方法和步骤，了解边墙计算的三种工况。 

6.了解隧道洞门的作用和洞门的基本形式 

六、基坑支护结构 

考试内容 

基坑支护结构的作用与构成  支护结构的选型  荷载与抗力计算  水泥土墙式支护结构设计  

排桩与板墙式支护结构设计  土钉墙和喷锚的设计  

考试要求 

1.掌握支护结构的基本类型及适用条件，了解基坑支护结构的作用。 

2.了解支护结构挡墙的基本类型和适用条件，了解内支撑和拉锚的基本形式。 

3.理解基坑挡墙的荷载类型，及基坑内外侧荷载的计算原理和图式。 

4.了解水泥土墙式支护结构设计的基本内容，及设计计算原理。 

5.理解排桩与地下连续墙的挡墙结构计算原理。 

6.了解基坑内支撑体系的设计和计算内容，了解规则和复杂形状内支撑体系的计算设计方法。 

7.了解土钉墙的设计的主要内容。 

七、盾构法、顶管法与沉管法隧道结构 

考试内容 



盾构衬砌分类  盾构管片的设计  管片结构荷载确定  管片内力计算方法  顶管设计计算方法  

沉管法的主要特点  沉管断面形状和结构形式  沉管结构设计方法 

考试要求 

1.了解管片衬砌的基本作用，了解管片衬砌的分类。 

2.掌握装配式衬砌的荷载类型，及其对结构安全性的影响。 

3.了解管片结构设计计算的几种模型及其基本假定。 

4.了解顶管法的特点，了解顶管施工最常用的三种平衡理论。 

5.了解顶管顶进力的计算步骤，了解后背墙的设计步骤和方法。 

6.了解沉管法的主要特点，了解沉管结构的断面形状和结构形式。 

7.掌握沉管结构所受荷载的类型，抗浮计算的基本原理，和抗浮安全系数的概念。 

8.了解沉管段的结构设计的内容和原则。 

 

地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一、地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基本概念 

考试内容 

  地下建筑工程概念与基本特征  地下建筑工程类型  地下建筑主要工程组成  地下建筑工程的

特点  地下建筑工程施工特点  地下建筑工程主要开挖方法及特点  钻爆法隧道开挖基本概念  地

下建筑工程主要支护方法与特点  NATM含义与思想   

    考试要求 

    1.理解地下建筑工程定义与基本特征。 

    2.了解地下建筑工程类型与施工特点。 

    3.理解地下建筑工程的特点。 

    4.掌握地下地下建筑工程组成；地下工程施工主要开挖、支护方法及特点；NATM思想原则。 

5.了解地下建筑工程的应用、开发历史及其发展前景。 

二、隧道钻爆法开挖施工技术 

考试内容 

钻爆法隧道开挖方法  影响钻爆法开挖方法的因素  钻爆法开挖凿岩爆破基本参数  隧道开挖

爆破布孔技术   隧道光面预（裂）爆破技术  隧道爆破设计主要内容   隧道爆破器材及起爆方法  

凿岩机械与工具   隧道钻爆法施工通风与防尘  装岩与运输 钻爆法开挖机械方案配套  竖井、斜

井钻爆法开挖施工技术 

考试要求 

    1.理解钻爆法隧道开挖方法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2.理解钻爆法开挖凿岩爆破基本参数含义。 

3.理解光面、预裂爆破的技术特点及其异同点。 

 4.掌握钻爆法隧道开挖的主要设计内容与主要施工工艺技术。 

    5.了解凿岩机械与工具类型及特点。 

6.了解钻爆法开挖机械方案配套。 

7.了解竖井、斜井钻爆法开挖施工技术。 

8.掌握钻爆法隧道开挖施工布孔技术、施工通风、装岩与运输技术内容。 

9掌握钻爆法开挖凿岩爆破基本参数确定方法。  

三、隧道支护施工技术 

考试内容 

锚喷支护基本原理  锚喷支护主要参数及确定方法  锚杆（索）类型及其作用原理  喷射混凝土

基本特点及作用  喷射混凝土的设计要点  喷射混凝土工艺类型  喷射混凝土材料特性  喷射混凝

土机械设备  喷射混凝土的施工要点  锚喷支护参数优化  钢拱架支护的性能特点  钢拱架支护设



计要点  钢拱架安设与施工工艺  混凝土衬砌施工工艺技术 隧道超前支护施工方法 

    考试要求 

1.理解锚喷支护基本原理；理解常用锚杆（索）类型的作用原理。 

2.了解锚喷支护参数优化方法。 

3.了解喷射混凝土机械设备性能特点。 

4.了解不同支护型式的施工要点。 

5.理解超前支护、钢拱架支护的基本原理。   

6.掌握锚喷支护参数类型及其主要确定方法。   

7.掌握锚喷支护工艺类型与技术特点。 

8.掌握超前支护主要类型及技术方法。 

9掌握混凝土衬砌作用及施工工艺技术。  

四、隧道盾构法施工技术 

考试内容 

盾构技术应用现状  盾构机类型  盾构机基本构造  盾构机机型选择  盾构施工工艺  盾构的

安装与拆卸 盾构推进  盾构掘进施工管理 盾构法施工地表变形及其控制 

    考试要求 

1.了解盾构技术发展及应用现状。 

2.理解盾构机选型方法及考虑因素。 

3.掌握盾构机不同类型特点，及其适用性。 

4.理解不同类型盾构机施工原理。 

5掌握常用盾构机的施工工艺技术。 

6.了解盾构机施工管理的基本内容。 

7.掌握盾构法施工地表变形原因及其控制措施。 

五、掘进机（TBM）施工技术 

考试内容 

掘进机法应用现状   隧道掘进机类型与特点  TBM工法的基本构成及其性能 应用隧道掘进机法

的基本条件  隧道掘进机法的附属设施及类型  TBM工法通风与除尘  隧道掘进机法支护技术  掘进

机开挖隧洞经济分析和施工组织 

    考试要求 

1.了解 TBM工法应用现。 

2.掌握隧道掘进机类型与特点。 

3.理解 TBM工法的基本构成及其性能。 

4.了解隧道掘进机法的附属设施及类型；TBM工法通风与除尘方法；隧道掘进机法支护技术。 

5.掌握隧道掘进机法的使用条件。 

6.掌握 TBM工法开挖隧洞经济分析和施工组织主要内容。 

六、隧道顶管法施工技术 

考试内容 

顶管法施工技术应用现状 顶管法施工基本原理 常用顶管类型及特点 常用顶管法施工技术 顶

管法施工若干关键技术问题  顶管法施工施工程序  

考试要求 

1.了解顶管法施工技术应用现状。 

2.理解顶管法施工基本原理。 

3.了解常用顶管类型及特点。 

4.掌握常用顶管法施工原理及程序。 

七、基坑工程施工技术 



考试内容 

基坑开挖类型 基坑竖直与放坡开挖施工 基坑支挡施工  土层锚杆施工  地下连续墙施工 

考试要求 

1.了解基坑开挖类型。 

2.掌握常用基坑围护结构的施工原理。 

八、盖挖法与沉管隧道施工技术 

考试内容 

盖挖法特点及施工类型  盖挖顺作法  盖挖逆作法  沉管隧道结构简介 沉管隧道施工工艺  沉

管隧道施工特点 

考试要求 

1.了解盖挖法特点及施工类型。 

2.理解盖挖法与沉管隧道施工基本原理。 

3.了解盖挖法与沉管隧道施工工艺。 

4.了解沉管隧道结构类型。 

九、新奥法（NATM）施工与监控量测 

考试内容 

新奥法的发展  新奥法的主要原则 监控量测在地下工程中的作用 监控量测的主要内容  量测

项目及断面、测点布置 主要量测项目的量测方法 量测资料的整理和反馈 隧道施工过程中的超前预

报技术 

考试要求 

1.了解新奥法的发展历程与存在问题。 

2.理解新奥法的主要原则。 

3.理解监控量测在地下工程中的作用。 

4.掌握地下工程监控量测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5.理解、掌握新奥法思想实质，及其在地下工程施工中的指导作用。 

6.掌握收敛观测数据处理及其反馈应用。 

7.了解隧道施工过程中的超前预报技术方法。 

十、地下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等 

 考试内容 

 地下工程中常遇的地下水类型  地下工程防排水原则  城市基坑开挖的环境土工问题 山岭隧

道施工中的环境影响问题 隧道施工对邻近建筑物的影响及对策  施工组织设计的作用  施工组织设

计编制内容  工程进度计划 地下工程施工管理 

1.了解地下工程中常遇的地下水类型；地下工程防排水原则。 

2.理解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环境影响问题及主要解决方法。 

3.掌握施工组织设计作用与主要内容 

4.掌握工程进度计划的编制方法。 

5.了解地下工程施工组织管理内容。 

 

参考教材： 

地下建筑结构(第二版)，朱合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工程力学》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一）内容比例 

理论力学  约 50% 

材料力学  约 50% 

（二）题型比例 

填空题与选择题  约 30% 

计算题    约 70% 



考试内容与要求： 

理论力学 

一、静力学公理和物体的受力分析 

考试内容 

    力、平衡、刚体的概念，静力学基本公理，约束的概念，工程中常见的约束，受力分析。 

考试要求 

1.理解平衡和刚体的概念  平衡是物体机械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刚体是一种理想化的力学模

型。 

2.理解静力学的五个基本公理，以及两个推论，会灵活运用有关公理（推论）理解、分析有关约

束和受力问题。 

3.了解工程中常见的约束，掌握对各种约束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 

4.理解二力构件的定义，以及二力构件在受力分析中的运用。 

5.了解工程实际中力学模型的简化，约束的简化，载荷的简化。 

6.掌握受力分析，以及基本技巧和方法。 

二、简单基本力系 

考试内容 

力在坐标轴上的投影，合力投影定理，力的多边形，平衡汇交力系的合成，平衡汇交力系平衡的

充分和必要条件，力对点的矩，合力矩定理，力矩的性质，力偶的概念及其性质，平面力偶等效定理，

平面力偶系的合成和平衡。 

    考试要求 

    1.理解力在坐标轴上投影的概念。理解力的投影与分力的联系和区别，进一步理解矢量在坐标轴

上的投影计算。 

    2.理解合力投影定理和力的多边形，掌握解析法和几何法求解平衡汇交力系的合成。 

3.理解平面汇交力系平衡的物理意义和几何意义，理解平衡汇交力系平衡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会

运用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方程。 

4.掌握运用解析法和几何法求解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问题。 

    5.掌握力对点的矩的计算，理解合力矩定理，会运用合力矩定理计算力对点的矩。 

    6.理解力矩的性质，会运用力矩的性质分析力矩的计算问题。 

    7.理解力偶的概念及其性质，运用力偶的性质理解平面力偶等效定理。 

    8.掌握平面力偶系的合成，理解平面力偶系平衡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9.掌握运用平衡方程求解平面力偶系的平衡问题。 

三、平面任意力系  

    考试内容 

    力线平移定理，平面任意力系向平面内一点的简化，主矢与主矩的概念，平面任意力系的合成结

果，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平面平行力系的平衡方程。平面简单桁架结构 

    考试要求 

    1.理解力线平移定理，并会灵活运用。 

    2.掌握平面任意力系向平面内一点的简化，理解主矢与主矩的概念，掌握主矢与主矩的计算。 

    3.理解平面任意力系向平面内一点的简化的最终结果。 

    4.理解平面任意力系平衡的充分与必要条件，会灵活建立平衡方程。 

    5.掌握运用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求解平衡问题。 

    6.掌握并能灵活求解物系的平衡问题。 

7.理解平面平行力系的平衡方程的建立，并会运用。 

8.掌握并灵活运用截面法和节点法计算平面简单桁架结构的内力。 



四、空间力系 

    考试内容 

    空间力在坐标轴上的投影，空间汇交力系的合成和平衡，空间力对点之矩和力对轴之矩的定义和

计算，空间力偶的定义，力偶矩的性质及其等效定理，空间力偶系的合成和平衡，空间力系的简化与

合成，力螺旋的概念，空间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物体重心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考试要求 

    1.理解空间力在坐标轴上的投影，及其计算。 

    2.掌握并会计算空间汇交力系的合成，理解空间汇交力系平衡的充分与必要条件，及其平衡方程。 

    3.掌握空间力对点之矩和力对轴之矩的定义和计算，理解空间力对点之矩与对轴之矩之间的关系，

理解并掌握合力矩定理。 

    4.理解空间力偶的定义，及力偶矩的性质和力偶矩等效定理，掌握空间力偶矩的合成计算。 

    5.理解空间力偶系平衡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掌握空间力偶系的平衡方程。 

    6.掌握空间力系向一点的简化计算，及其结果分析。了解力螺旋的概念，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7.理解空间力系平衡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掌握空间力系的平衡方程，并能灵活运用。 

8.掌握物体重心的概念及其计算。 

五、摩擦 

    考试内容 

    摩擦现象及其在工程中的重要性，静滑动摩擦与动滑动摩擦，库伦摩擦定律，全反力、摩擦角和

自锁现象，考虑摩擦时物体和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滚动摩阻的概念。 

    考试要求 

    1.正确理解摩擦现象及其在工程中的重要性。 

    2.理解滑动摩擦力的基本性质，理解库伦摩擦定律。 

    3.理解全反力和摩擦角的定义，理解自锁现象，掌握自锁条件。 

    4.能够应用摩擦角度概念和自锁条件，熟练运用几何法求解有摩擦的平衡问题，分析待求未知量

的平衡范围。 

5.熟练掌握使用解析法求解有摩擦的平衡问题。 

6.了解滚动摩阻的概念，能分析一些简单的工程现象。 

六、点的运动学 

    考试内容 

    描述点的运动的三种基本方法：矢径法、直角坐标法和自然法，点的运动方程，点的运动速度、

加速度的计算。 

    考试要求 

    1.理解运动的相对性，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必须选定一个参考坐标系（参考物体）。 

    2.掌握研究描述点的运动的三种基本方法：矢径法、直角坐标法和自然法。 

    3.会建立点的运动方程，并能够利用运动方程计算动点的轨迹、速度和加速度。 

    4.理解自然坐标系的建立，掌握自然坐标系下，动点的速度和加速度表示法及其计算方法。 

    5.熟练应用速度、加速度的计算公式分析工程实际中常见的点的运动学问题。 

七、刚体的基本运动 

    考试内容 

    刚体的平动，刚体的定轴转动，基本运动刚体内各点的速度和加速度计算，定轴轮系的传动比，

速度、加速度的矢积表示。 

    考试要求 

    1.理解刚体平动和定轴转动的概念，掌握运动特征，要求能熟练判断刚体做平动和定轴转动的情

况。 

    2.理解刚体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概念，并与点的速度和加速度定义进行区别和联系。 



    3.熟练掌握计算定轴转动刚体的角速度、角加速度以及刚体内任意点的速度和加速度。 

    4.掌握定轴轮系传动问题的分析方法。 

    5.掌握速度、加速度的矢积表示法。 

八、点的合成运动 

考试内容 

静参考系和动参考系，绝对运动、相对运动和牵连运动，点的速度合成定理，牵连运动为平动时的加

速度合成定理，牵连运动为转动时的加速度合成定理，科氏加速度。 

   考试要求 

1.正确理解一个动点、两种坐标系和三种运动，理解牵连点的概念。 

2.熟练掌握不同坐标系下三种速度和加速度的计算，尤其是牵连速度和牵连加速度的计算。 

3.掌握点的速度合成定理，熟练应用速度合成定理计算动点的三种速度和刚体的角速度。 

4.掌握牵连运动为平动时和牵连运动为转动时的加速度合成定理，并能够熟练应用加速度合成定

理计算点的各种加速度和刚体的角加速度。 

5.理解科氏加速度的定义，并能熟练计算。 

九、刚体的平面运动 

    考试内容 

    刚体的平面运动的概念，平面运动的分解，平面运动方程，平面图形内各点的速度分析方法：基

点法和瞬心法，平面图形内各点的加速度分析法：基点法，刚体绕平行轴转动的合成。 

    考试要求 

    1.理解刚体的平面运动的概念，掌握运动特征，正确理解平面运动的分解和运动方程。 

    2.熟练掌握平面图形内各点的速度分析方法，并且能够灵活运用基点法和瞬心法计算平面图形上

各点的速度和平面图形的角速度。 

    3.熟练掌握应用基点法计算平面图形上各点的加速度和平面图形的角加速度。 

    4.了解刚体绕平行轴转动的合成的研究方法，了解三种角速度的关系和计算方法。 

十、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程 

    考试内容 

    动力学的基本定律，质点运动微分方程（矢量形式、直角坐标形式、自然形式），质点动力学的两

类基本问题。 

    考试要求 

    1.理解动力学基本定律，并能熟练运用。 

    2.掌握在不同坐标系下建立质点运动微分方程。 

    3.熟练运用质点运动微分方程解决质点动力学的两类基本问题。  

十一、动量定理 

    考试内容 

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力的冲量，质点的动量定理，质点系的动量定理，质点系的动量守恒定理，质

点系的质量中心，质心运动定理。 

    考试要求 

    1.理解质点、质点系的动量和力的冲量的定义，掌握质点、质点系的动量和力的冲量的计算。 

    2.掌握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熟练应用定理求解动力学两类问题。 

    3.掌握质点系的动量守恒定理，熟练应用动量守恒定理求解动力学两类问题。 

4.理解质点系的质量中心定义，掌握质心运动定理，能熟练运用质心运动定理求解动力学两类问

题。 

十二、动量矩定理 

    考试内容 

    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矩，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矩定理，质点系动量矩守恒定理，转动惯量，刚体



的定轴转动微分方程，质点系相对于质心的动量矩定理，刚体的平面运动微分方程。 

    考试要求 

    1.正确理解质点和质点系对一点的动量矩的定义，掌握质点和质点系对一定点动量矩的计算，质

点系相对于质心和任一点的动量矩计算。 

    2.熟练掌握定轴转动刚体对转轴的动量矩计算，掌握转动惯量的定义和计算，掌握平行移轴定理，

并能够熟练应用。 

    3.掌握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矩定理，掌握质点系相对于质心的动量矩定理，并能够熟练运用动量

矩定理求解动力学的两类问题。 

4.掌握刚体的定轴转动微分方程和刚体的平面运动微分方程，并能熟练应用微分方程求解动力学

的两类问题。 

5.理解质点系动量矩守恒定理及其条件，熟练应用动量矩守恒定理求解动力学的两类问题。 

6.了解质点系对任意动点的动量矩定理形式。 

十三、动能定理 

    考试内容 

    力的功，质点和质点系的动能，质点和质点系的动能定理，功率和功率方程，机械能守恒定律，

普遍定理的综合应用。 

    考试要求 

    1.理解力的功的定义，掌握几种常见力（重力、弹性力、作用于定轴转动和平面运动刚体上的力）

的功的计算。 

    2.理解质点和质点系动能的概念，能熟练计算质点系的动能，尤其是刚体做平动、定轴转动和平

面运动时的动能计算。 

    3.理解质点和质点系的动能定理，能熟练应用动能定理求解动力学的两类问题。 

4.理解功率、有效功率、机械效率的定义，掌握功率方程，能够应用功率方程求解动力学的两类

问题。 

5.掌握机械守恒定律，理解守恒条件，能熟练应用守恒定律求解动力学的两类问题。 

6.理解动力学普遍定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能够熟练、灵活、综合应用普遍定理求解动力学的两

类问题。 

 

材料力学 

一、变形体力学概述 

考试内容 

工程力学的基本任务，变形固体的性质及基本假设，变形体力学主要研究对象，构件正常工作的

基本要求，杆件变形的基本形式。 

考试要求 

1.正确理解工程力学的基本任务、变形固体的性质及基本假设。 

2.理解变形体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构件正常工作的基本要求。 

3.理解杆件变形的基本形式，并掌握变形特点和受力特点。 

二、轴向拉伸和压缩 

    考试内容 

    轴向拉伸和压缩的概念，截面法，轴力和轴力图，应力及拉压杆内的应力，拉压杆的变形，虎克

定律，应变能，材料的力学性能，强度条件和许用应力，应力集中的概念。 

    考试要求 

    1.理解轴向拉伸和压缩的概念，掌握拉压时的受力特点。 

    2.掌握截面法，熟练应用截面法求内力。 

    3.掌握轴力的计算和作轴力图。 



    4.理解应力、正应力、切应力的概念，掌握杆件受拉压时横截面及任意斜截面上的应力计算。 

    5.理解杆件拉压变形时的变形特点，理解应变的概率，掌握拉压杆的变形计算，掌握拉压虎克定

律。 

6.理解应变能的概念，掌握杆件拉压变形时的应变能的计算。 

7.理解以低碳钢为代表的塑性材料和以铸铁为代表的脆性材料在拉伸和压缩试验中的变形特征，

理解其变形时的应力应变曲线，掌握不同材料的力学性能。 

8.理解强度条件，理解安全因素和许用应力的概念，掌握拉压杆的强度计算。 

9.了解应力集中的概念。 

三、扭转 

    考试内容 

    扭转的概念，薄壁圆筒扭转时的应力计算，扭矩及扭矩图，等直圆轴扭转时的应力和强度条件及

其变形和刚度条件，扭转时的应变能。 

    考试要求 

    1.理解扭转变形的概念，掌握变形特点和受力特点。 

    2.理解传动轴的外力偶矩的计算，掌握圆轴扭转时的内力（扭矩）的计算，掌握作扭矩图。 

    3.熟练掌握应力公式的推导思路和方法，掌握等直圆轴扭转时的应力计算和强度计算。 

    4.理解刚度条件，掌握等直圆轴扭转时的变形计算和刚度计算。 

5.掌握等直圆轴扭转时的应变能计算。 

三、弯曲 

    考试内容 

    平面弯曲、对称弯曲的概念，梁的计算简图，梁的剪力和弯矩及其剪力图和弯矩图，平面刚架和

曲杆的内力图，梁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及强度条件，梁横截面上的切应力及强度条件，梁的位移：转角

和挠度，梁的挠曲线近似微分方程及其积分，叠加原理计算梁的挠度和转角，梁的刚度校核，梁的合

理设计，梁内的弯曲应变能。 

    考试要求 

    1.理解弯曲变形的概念，掌握变形特点和受力特点，理解平面弯曲和对称弯曲的概念。 

    2.了解梁的计算简图，理解力学模型简化、约束简化。 

    3.熟练掌握梁的剪力和弯矩计算，及其作剪力图和弯矩图的各种方法：内力方程法、内力微分关

系法（简易法）、叠加法。 

    4.掌握平面刚架和曲杆的内力计算及其作内力图。 

5. 理解梁横截面上的正应力计算公式的推导思路和方法，熟练掌握正应力的计算及其强度计算。 

    6.理解梁横截面上的切应力计算公式的推导思路和方法，掌握切应力的计算及其强度计算。 

    7.理解挠度和转角的概念，理解梁的挠曲线近似微分方程，掌握应用积分法和叠加法计算梁的挠

度和转角，掌握梁的刚度校核。 

    8.从梁的强度和刚度两方面理解梁的合理设计，掌握提高梁的强度和刚度的常用措施。 

    9.掌握梁内的弯曲应变能的计算。     

四、应力状态 

考试内容 

应力状态的概念，平面应力状态的应力分析，主应力和主平面，广义虎克定律，应变能密度。 

考试要求 

1.理解应力状态的概念，掌握应用单元体表示应力状态，理解应力符号规定和下标的含义。 

2.熟练掌握平面应力状态的应力分析，理解主平面和主应力的概念，熟练掌握解析法计算主应力

和主方向。 

3.理解应力圆与微截面上的应力间的对应关系，掌握应力圆的作法，掌握图解法计算主应力和主

方向。 



4.理解叠加法推导广义虎克定律，能够熟练应用广义虎克定律。 

5.了解应变能密度的概念。 

五、强度理论 

考试内容 

构件破坏类型，强度理论及其相当应力，各种强度理论的应用。 

考试要求 

1.了解构件的破坏类型和破坏原因。 

2.理解强度理论的概念，掌握基本强度理论及其相当应力的计算。 

3.掌握各种强度理论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 

六、组合变形 

考试内容 

组合变形的概念，两相互垂直平面内的弯曲组合变形，拉压和弯曲组合变形，偏心拉压问题，扭

转和弯曲组合变形，拉、压、扭、弯组合变形。 

考试要求 

1.理解组合变形的概念，掌握组合变形的分析方法。 

2.掌握各种组合变形（两相互垂直平面内的弯曲，拉压和弯曲，偏心拉压问题，扭转和弯曲，拉、

压、扭、弯组合）的应力分析和计算。 

3.理解截面核心的概念。 

4.熟练掌握应用强度理论对各种组合变形进行强度计算。 

七、剪切实用计算 

考试内容 

剪切变形的概念，剪切面、挤压面及其剪切应力和挤压应力的概念，连接件的实用计算法。 

考试要求 

1.理解剪切变形的概念，了解变形特点和受力特点。 

2.理解剪切面、挤压面及其剪切应力和挤压应力的概念。 

3.掌握连接件的实用计算法。 

 

参考教材： 

        [1]理论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欧阳辉、李田军主编 

[2]材料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孙训方主编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现代安全管理》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一）内容比例：安全生产管理理论    约 30% 

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和安全生产监督监察   约 10% 

安全生产管理基本制度     约 20% 

职业危害与职业病管理     约 10% 

生产安全事故管理        约 20% 

安全目标管理        约 10% 



（二）题型比例：简答题    约 60% 

论述题    约 4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安全生产管理理论 

考试内容 

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概念，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安全，危险因素，有害因素，事故，

事故隐患，危险，危险源，重大危险源，安全，本质安全，安全生产管理原理与原则，系统原理，动

态相关性原则，整合分原则，反馈原则，封闭原则，人本原理，动力原则，能级原则，激励原则，预

防原理，偶然损失原则，因果关系原则，3E原则，本质安全化原则，强制原理，安全第一原则，监

督原则，，事故致因理论，，事故频发倾向理论，海因里希因果连锁理论，能量意外释放理论，系统安

全理论，事故预防的原理和基本原则，安全生产管理现状，安全生产管理方针，安全生产管理发展

历史，，国家安全生产政策措施，，安全生产目标体系。   

考试要求 

1.掌握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管理，事故，系统安全，危险因素，有害因素，事故隐患，危险，危

险源，重大危险源，安全，本质安全等基本概念。  

2.了解我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现状。 

3.熟悉我国安全生产管理方针。 

4.了解安全生产管理的发展历史。 

5.熟悉系统原理，人本原理，预防原理，强制原理等安全生产管理的原理。 

6.掌握动态相关性原则，整合分原则，反馈原则，封闭原则，动力原则，能级原则，激励原则，

安全第一原则，监督原则。 

7.熟悉事故频发倾向理论，海因里希因果连锁理论，能量意外释放理论，系统安全理论等事故致

因理论。 

8.熟练掌握偶然损失原则，因果关系原则，3E 原则，本质安全化原则。 

9.熟悉国家安全生产政策措施和安全生产目标体系。   

二、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和安全生产监督监察 

考试内容 

安全生产管理体制的概念和内涵，安全生产监督监察，煤矿安全生产监察，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考试要求 

1.掌握安全生产管理体制的概念和内涵。 

2. 熟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 

3.了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的职责。 

4.熟悉安全生产（包括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方式与内容。 

5.熟悉煤矿安全生产监察体制。 

6.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监察的方式与内容。 

7.熟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体制。 

8.了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方式与内容。 

三、安全生产管理基本制度 

考试内容 

安全规章制度的概念，安全规章制度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安全规章制度建设的依据，安全规章制

度建设的原则，安全规章制度体系内容，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组织保障设置及配备要求，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制度，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劳动

防护用品管理。 

考试要求 



1.掌握安全规章制度的概念。 

2.了解安全规章制度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3.掌握安全规章制度建设的依据和建设的原则。 

4.掌握安全规章制度体系的内容。 

5.熟悉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目的和意义。 

6.掌握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要求。 

7.掌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内容。 

8.熟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要求。 

9.掌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设置要求。 

10.熟悉编制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原则。 

11.熟悉编制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内容。 

12.掌握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编制方法。 

13.了解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基本要求。 

14.掌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对象和培训内容。 

15.掌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形式和方法。 

16.熟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制定的法律依据。 

17.掌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的概念和工作内容。 

18.熟悉安全生产检查的类型。 

19.掌握安全生产检查的内容及要求。 

20.掌握安全生产检查的方法及工作程序。 

21.熟悉劳动防护用品的分类。 

22.熟悉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原则及发放要求。 

23.了解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方法。 

四、职业危害与职业病管理 

考试内容 

职业病的概念和特点，职业危害因素的分类，职业病的预防和管理，职业危害申报内容和程序，

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及内容，职业病报告内容。 

考试要求 

1.掌握职业病的概念和特点。 

2.熟悉职业病目录清单的内容。 

3.掌握职业危害因素的分类。 

4.熟悉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产生的来源。 

5.了解影响职业病发生的因素。 

6.掌握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内容和程序。 

7.掌握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及内容。 

8.了解职业病报告内容。 

五、生产安全事故管理 

考试内容 

生产安全事故的概念， 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和分类，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调

查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原因分析，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分析，生产安全事故处理的规定，事故防范措

施的制定 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分析 

考试要求 

1.掌握生产安全事故的概念。 

2.熟练掌握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划分和事故的分类。 

3.熟悉事故快速报告的范围、时限、内容、方式。 



4.了解事故调查的目的。 

5.熟悉国家和部门有关事故调查的原则与程序。 

6.熟悉国家对事故调查组组成的有关规定。 

7.熟悉事故调查组的人员构成要求、工作程序、任务、责任和权力。 

8.掌握事故调查常用技术和工作方法。 

9.熟练掌握事故直接原因、间接原因的分析方法。 

10.了解事故性质认定的原则和程序。 

11.熟悉事故责任认定和事故处理的依据。 

12.掌握事故性质的认定方法。 

13.熟练掌握事故防范措施以及事故隐患整改的技术、管理、教育培训措施的制定。 

14.了解事故统计分析的作用和意义。 

15.熟悉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分析的主要指标。 

16.熟悉生产安全事故经济损失的计算分析。 

六、安全目标管理 

考试内容 

安全目标管理的概念， 安全目标管理的特点，安全目标管理的作用，安全目标体系的设定，安全

目标的实施，安全目标的考核与评价 

考试要求 

1.掌握安全目标管理的概念。 

2.熟悉安全目标管理的特点。 

3.熟悉安全目标管理的作用。 

4.掌握安全目标设定的依据和原则。 

5.掌握安全目标实施的步骤。 

6.熟悉安全目标考核与评价的原则。 

 

参考教材： 

[1]安全生产管理知识，中国安全生产协会注册安全工程师工作委员会，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

院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现代安全管理（第三版），罗云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3]安全管理学（第 2版），田水承、景国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4]安全管理学（第二版），作者:景国勋，杨玉中，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岩土工程勘察》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  约占 40% 

问答题（包括论述题） 约占 6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岩土工程勘察基本技术要求 

考试内容 

岩土工程勘察的分级、工程安全等级、场地与地基复杂程度的等级、岩土工程勘察的阶段划分、

岩土工程勘察的方法 

考试要求 

3、 了解岩土工程勘察的分级 

4、 熟悉场地条件、工程特点和设计要求，合理布置勘察工作 

二、工程地质测绘 

考试内容 

工程地质测绘的意义和特点、工程地质测绘的范围、比例尺和精度、工程地质测绘的研究内容、

遥感技术在工程地质测绘中的应用 

考试要求 

1、了解工程地质测绘的意义和特点 

2、掌握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的要求和方法 

3、掌握各类工程地质图件的编制。 

三、勘探与取样 

考试内容 

岩土工程勘察的任务、特点和手段、常用勘探技术的特点及技术要求（钻探工程、坑探工程、地

球物理勘探）、勘探工作的布置和施工顺序、采取土样 

考试要求 

1、了解工程地质钻探的工艺和操作技术 

2、熟悉岩土工程勘察对钻探、井探、槽探和洞探的要求 

3、熟悉岩石钻进中的 RQD 方法 

4、熟悉各级土样的用途和取样技术 

5、熟悉取土器的规格、性能和适用范围 

6、熟悉取岩石试样和水试样的技术要求 

7、了解主要物探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工程应用  

四、土体原位测试 

考试内容 

土体原位测试的优缺点和技术种类、常用土体原位测试技术的特点及技术要求（静力载荷试验、

静力触探试验、动力触探试验、旁压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场地波速试验） 

考试要求 

3、 了解土体原位测试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4、 熟悉常用土体原位测试技术的适用范围和成果的应用。 

五、岩体原位测试 

考试内容 

岩体原位测试的意义及类型、常用岩体原位测试技术的特点及技术要求（岩体变形试验、岩体强

度试验、岩体应力测试、岩体现场简易测试） 

考试要求 

1、了解岩体原位测试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2、熟悉常用岩体原位测试技术的适用范围和成果的应用。 

六、现场检验与监测 

考试内容 

现场检验与监测的意义和内容、地基基础的检验与监测、地基加固与改良的检验与监测、深基坑

开挖与支护的检验与监测、建筑物的沉降观测、岩土体性质与状态的监测、地下水的监测 



考试要求 

1、了解岩土工程检测的要求 

2、了解岩土工程检测的方法和适用条件 

3、掌握检测数据分析与工程质量评价方法 

4、了解岩土工程监测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5、掌握监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6、了解监测数据在信息化施工中的应用 

7、熟悉地下水的类型和运动规律 

8、熟悉地下水对工程的影响 

9、了解抽水试验、注水试验和压水试验的方法 

10、掌握现场检验与监测成果的应用。 

七、勘察成果整理 

考试内容 

岩土参数的分析与选定、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反分析问题、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考试要求 

1、掌握岩土工程特性指标的数据处理和选用 

2、熟悉场地稳定性的分析评价方法 

3、熟悉地基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的分析评价方法 

4、掌握勘察资料的分析整理和勘察报告的编写 

八、斜坡场地评价与勘察 

考试内容 

斜坡中的应力分布特征和斜坡变形破坏类型、崩塌、滑坡的形成条件和类型以及勘察要点、斜坡

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其评价方法、斜坡变形破坏的防治、斜坡岩土工程勘察要点 

考试要求 

1、了解影响斜坡稳定的因素与斜坡破坏的类型 

2、了解滑坡、危岩与崩塌的类型和形成条件 

3、掌握治理滑坡、危岩与崩塌的勘察及稳定性验算方法 

4、掌握治理滑坡、危岩与崩塌的设计、施工及动态监测方法 

5、掌握斜坡的稳定分析方法 

6、熟悉斜坡安全坡率的确定方法 

7、了解斜坡防护的常用技术 

8、熟悉不同防护结构的设计方法和施工要点 

9、熟悉挡墙的结构形式、设计方法和施工要点 

10、掌握斜坡排水工程的设计方法和施工要点 

九、泥石流场地评价与勘察 

考试内容 

泥石流的形成条件、特征和工程分类、泥石流勘察与场地（线路）评价、泥石流防治措施 

考试要求 

1、 了解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和分类 

2、 了解泥石流的计算方法 

3、 掌握泥石流的勘察和防治工程设计 

十、岩溶场地评价与勘察 

考试内容 

岩溶发育条件和特点、碳酸盐岩岩溶发育的机理、影响岩溶发育的因素、土洞和地面塌陷的成因

机制和研究意义、岩溶岩土工程评价、岩溶场地和地基的工程措施、岩溶场地的勘察要点 



考试要求 

1、了解岩溶与土洞的发育条件和规律 

2、了解岩溶的分类 

3、了解岩溶与土洞的塌陷机理 

4、掌握岩溶场地的勘察要求和评价方法 

5、了解岩溶与土洞的处理方法 

十一、高烈度地震区场地评价与勘察 

考试内容 

活断层基础知识、地震和地震波基础知识、强震区场地效应、地震液化、强震区场地和地基的工

程地震分析评价、场地条件对震害的影响及地震小区划、强震区抗震设计原则和建筑物抗震措施、强

震区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要点 

考试要求 

1、熟悉抗震设计的基本参数 

2、了解土动力参数的试验方法 

3、了解影响地震地面运动的因素 

4、了解设计地震反应谱 

5、掌握地震设计加速度反应谱的主要参数的确定方法及其对勘察的要求 

6、熟悉各类建筑场地地段的划分标准 

7、掌握建筑场地类别划分的方法 

8、了解建筑场地类别划分对抗震设计的影响 

9、了解土的液化机理及其对工程的危害 

10、掌握液化判别方法 

11、掌握液化指数的计算和液化等级的评价方法 

12、熟悉抗液化措施的选用 

13、熟悉地基基础需要进行抗震验算的条件和方法 

十二、房屋建筑与构筑物岩土工程勘察 

考试内容 

地基承载力的确定、地基沉降计算、桩基岩土工程问题分析、深基坑开挖的岩土工程问题、房屋

建筑与构筑物岩土工程勘察要点 

考试要求 

1、熟悉确定地基承载力的各种方法 

2、掌握地基应力计算和沉降计算方法 

3、了解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的共同作用分析方法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4、了解桩的类型及各类桩的适用条件 

5、熟悉桩的设计选型应考虑的因素 

6、掌握布桩设计原则 

7、了解单桩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荷载传递和破坏机理 

8、熟悉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确定方法 

9、掌握桩身承载力的验算方法 

10、了解竖向荷载作用下的群桩效应 

11、掌握群桩竖向承载力计算方法和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 

12、了解灌注桩、预制桩和钢桩的主要施工方法及其适用条件 

13、了解桩基施工中容易发生的问题及预防措施  

十三、地下洞室岩土工程勘察 

考试内容 



地下洞室围岩应力分布、地下洞室围岩变形与破坏、地下洞室围岩分类、地下洞室围岩压力、地

下洞室围岩稳定性评价、地下洞室位址选择的工程地质论证、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与支衬结构设计、

地下洞室岩土工程勘察要点、地下采空区场地评价与勘察 

考试要求 

1、了解影响洞室围岩稳定的主要因素 

2、熟悉围岩分类及支护、加固的设计方法 

3、熟悉新奥法的施工理念和技术要点 

4、了解开挖前后岩土体应力应变测试方法及检测与监测 

5、了解地下工程施工中常见的失稳类型及预报防护方法 

6、了解采空区地表移动规律、特征及危害 

7、了解采空区地表移动和变形的预测 

8、掌握采空区的勘察评价原则和处理措施 

十四、道路和桥梁岩土工程勘察 

考试内容 

道路工程岩土工程勘察及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桥梁岩土工程勘察问题及要点  

考试要求 

1、了解道路岩土工程勘察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和勘察方法 

2、熟悉桥梁建筑工程勘察要点 

3、掌握桥址选择工程地质论证 

4、了解桥基勘察中应注意的问题 

 

参考教材： 

[1]岩土工程勘察，项伟、唐辉明，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2]岩土工程勘察与评价，高金川、张家铭，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基础工程学》考试大纲 

题型比例: 

填空题与选择题  约 30% 

解答题（包括简答题、名词解释、计算题） 约 7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浅基础 

    考试内容 

    地基基础设计原则  常规设计法   浅基础的类型及其特点   基础埋深的定义及埋深的选择要

求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定义及确定方法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修正   地基变形验算：沉降量、

沉降差、倾斜、局部倾斜  确定基础底面尺寸  地基软弱下卧层承载力验算  无筋扩展基础设计  墙

http://bookask.com/book/771595.html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9%AB%98%E9%87%91%E5%B7%9D%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5%BC%A0%E5%AE%B6%E9%93%AD%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设计   柱下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设计  减轻不均匀沉降危害的措施 

    考试要求  

    1.理解常规设计方法，掌握地基基础设计中关于荷载取值的规定。 

    2.了解浅基础的分类型式，掌握各类浅基础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3.理解基础埋深的概念及埋深的选择要求。 

    4.理解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概念，掌握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方法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修正

公式。 

    5.理解地基的变形特征的概念,掌握地基的变形验算。 

    6.会根据持力层的承载力特征值计算基础底面尺寸，并进行地基承载力及软弱下卧层承载力的验

算。 

    7.掌握无筋扩展基础、墙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柱下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的设计及构造要求。 

    8.理解减轻不均匀沉降危害的各种措施。 

二、连续基础 

考试内容  

地基、基础、上部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及考虑相互作用分析的基本条件和常用方法，文克勒地基模

型，文克勒地基上无限长梁、有限长梁的计算，柱下条形基础的构造要求，条形基础内力的简化计算

法：静定分析法 、倒梁法，柱下交叉条形基础的简化计算法，筏形基础与箱形基础的设计计算 

考试要求 

1.理解地基、基础、上部结构间相互作用的概念，掌握考虑相互作用分析的基本条件和常用方法。 

2.理解文克勒地基模型的概念，掌握文克勒地基上无限长梁、有限长梁的计算方法。 

3.掌握柱下条形基础的构造要求，了解静定分析法的概念，理解倒梁法的概念，掌握倒梁法的设

计计算步骤。 

4.理解柱下交叉条形基础的简化计算方法 。 

5.了解筏形基础与箱形基础的设计计算方法。 

三、桩基础 

考试内容 

桩基础的概念  桩的类型及各类桩的特点、适用范围、成型方式效应、施工方法   单桩轴向荷

载的传递机理   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确定    竖向荷载下的群桩效应   群桩沉降的计算  桩的负摩

阻力   桩的平面布置原则   桩承台的设计  桩基础设计的一般步骤  

桩的平面布置及承载力验算   构造要求 

考试要求 

1.理解桩基础的概念，了解桩的类型及各类桩的特点、适用范围、成型方式效应、施工方法等，

掌握桩的挤土效应。 

2.理解单桩轴向荷载的传递机理，掌握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的规范经验公式、静载荷试验方法。 

3.理解竖向荷载下的群桩效应，掌握群桩沉降计算的实体深基础法。 

4.理解桩的负摩阻力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及负摩阻力的计算方法，了解减小负摩阻力的工程措施。  

5.掌握桩的平面布置原则、桩及承台的构造要求。 

6.掌握承台的受弯计算、受冲切计算、受剪切计算。  

7.会根据荷载、地层条件、施工能力等选择桩的类型、截面和桩长，确定承台的埋深及单桩的竖

向承载力。 

8.会进行桩的平面布置及承载力验算，以及桩身的结构设计。 

四、地基处理 

考试内容 

地基处理的概念、目的  地基处理方法的分类  垫层法    排水固结法   深层水泥搅拌法  高

压喷射注浆法  复合地基的概念及承载力的计算  强夯法  振冲法   挤密法 



考试要求 

1.理解地基处理的概念、目的，掌握地基处理方法的分类。 

2.理解复合地基的概念，掌握复合地基承载力的计算。 

3.掌握垫层法、排水固结法、深层水泥搅拌法 、高压喷射注浆法、强夯法、砂桩、碎石桩、CFG

桩的加固机理和适用范围。  

五、土工合成材料 

    考试内容 

    土工合成材料的概念、分类    土工合成材料的主要功能   土工合成材料的工程应用 

加筋的作用机理  加筋挡墙的设计 

考试要求 

1.了解土工合成材料的概念、分类，理解土工合成材料的主要功能、掌握土工合成材料在工程上

的应用。 

2．理解加筋的作用机理，理解加筋挡墙的设计原理。 

 

参考教材： 

[1]基础工程分析与设计，约瑟夫.E.波勒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桩基动力学，雷林源，冶金工业出版社 

[3]桩基工程手册，史佩栋，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钻井液与工程浆液》考试大纲 

题型比例: 

概念题 20%      

简答题 50% 

论述计算题 30% 

考试的内容范围： 

    钻井液与岩土工程浆液的功用与分类，钻井泥浆的基本性能，钻井液配方设计与分析，钻井液的

制备、循环参数与固控，气体型钻井循环介质，钻孔护壁堵漏与水泥，化学凝结钻井灌注浆材，保护

储层完井液，基础工程浆液。  

参考教材： 

钻井液与岩土工程浆材，乌效鸣、蔡记华、胡郁乐编著，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岩体力学》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问答及论述题  约 70%；计算题 约 3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岩体与岩块的地质与结构特征 

    考试内容 

    岩体力学、岩体、岩块和结构面的概念，岩块的物质组成与结构构造，岩石风化程度，结构面成

因、特征及其表示方法，软弱结构面，岩体与结构类型，岩体结构控制论。 

    考试要求 

1、充分理解岩体、岩块和结构面的概念，了解岩体与土体、岩体与岩块的区别； 

2、理解岩体力学的含义，了解岩体力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与方法； 

3、掌握岩块的物质组成及其对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 

4、掌握岩石结构构造各要素的含义及对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 

5、了解岩石风化及对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 

6、掌握结构面成因、特征对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 

7、掌握反映结构面特征的各种指标的含义及其表示方法 

8、了解软弱结构面的含义及其主要特征； 



9、了解岩体结构的含义及其主要结构类型的特征； 

10、了解岩体结构控制论的基本思想。 

二、岩块的物理力学性质 

    考试内容 

    岩石物理性质，水理性质，岩块的变形性质，岩石蠕变，岩块的强度性质，岩块三轴压缩强度公

式的含义及各种强度指标间的关系。 

    考试要求 

1、充分理解反映岩石物理、水理性质各种指标的含义，了解其用途、测定方法及其一般值范围； 

2、了解岩石热学性质及其在岩体力学研究中的作用； 

3、掌握岩块在单轴压缩条件下的应力-应变曲线特征、变形阶段划分及不同阶段的变形特征； 

4、掌握反映岩块变形性质的指标的含义、确定方法与一般值范围； 

5、了解围压、循环荷载对岩石变形性质的影响； 

6、理解岩石蠕变的概念，掌握岩石蠕变的阶段划分及其作用； 

7、理解岩块单轴抗压强度、单轴抗拉强度、三轴压缩强度和剪切强度的概念，掌握各种强度指

标的含义、测定方法、研究意义及一般值范围； 

8、掌握影响岩块强度与变形性质的主要因素； 

9、掌握岩块三轴压缩强度公式的含义及各种强度指标间的换算关系。 

三、结构面的变形与强度性质 

    考试内容 

    结构面的变形性质，结构面的强度性质。 

    考试要求 

1、掌握结构面在法向应力作用下闭合变形的特征，曲线形状和法向刚度的确定方法； 

2、掌握结构面在剪应力作用下剪变形的特征，曲线形状和剪切刚度的确定方法； 

3、掌握结构面抗剪强度特征及其表达方法； 

4、了解锯齿形结构面抗剪强度特征及佩顿公式的含义； 

5、了解不规则起伏结构面抗剪强度特征及巴顿公式的含义；  

6、了解影响软弱结构面抗剪强度的主要因素。 

四、岩体力学性质 

    考试内容 

    原位岩体力学试验，岩体变形性质，岩体强度性质，岩体动力学与水力学性质。 

    考试要求 

1、了解常见原位岩体变形试验与强度试验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掌握利用原位岩体力学试验确定

岩体力学参数的方法； 

2、掌握岩体变形曲线的主要类型与各自的特征； 

3、掌握岩体变形模量、泊松比的确定方法； 

4、了解岩体变形参数估算的主要方法； 

5、掌握岩体剪切强度的特征，剪切强度参数 c、φ值的变化范围，并与岩块 c、φ值比较其区

别； 

6、了解岩体强度参数估算的主要途径与方法； 

7、了解单结构面理论的含义与岩体强度估算方法； 

8、了解 Hock-Brown公式的含义与岩体强度参数估算方法； 

9、掌握岩体动力学的含义、影响因素及岩体变形参数动测法的原理与方法，并注意岩体变形参

数的动静对比； 

10、了解岩体水力学性质的含义，水对岩体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与研究意义； 

11、了解水、岩与应力耦合的含义和有效应力原理及其在工程岩体稳定性研究中的作用。 

五、工程岩体分类 

    考试内容 

    岩块工程分类，岩体工程分类。 

    考试要求 

1、充分理解工程岩体分类的含义、发展趋势及分类中考虑的主要因素； 

2、掌握现行国标中岩块工程分类指标与分类方法； 



3、掌握现行国标中岩体工程分类指标与分类方法，了解各种分类指标的确定方法； 

4、了解 RMR分类与 Q 分类两种方法的主要思想与方法； 

六、岩体天然应力 

    考试内容 

    岩体天然应力的概念与研究意义，岩体天然应力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岩体天然应力的实

测方法。 

    考试要求 

1、理解岩体天然应力的基本概念与天然应力的主要组成； 

2、了解岩体天然应力研究的工程意义； 

3、掌握岩体天然应力分布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重点掌握水平与铅直天然应力的特征； 

4、掌握应力解除法、水压致裂法和应力恢复法实测天然应力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5、了解表示高地应力现象的若干特征。 

七、岩体本构关系与强度理论 

    考试内容 

    岩体本构关系、强度理论的概念，岩石本构关系，岩石强度理论，岩体变形与破坏的概念，岩体

本构关系，岩体破坏判据。 

    考试要求 

1、充分理解本构关系、强度理论和破坏判据的概念； 

2、了解岩石本构关系有哪些？掌握岩石弹性本构关系的含义与表达式；  

3、掌握库仑、莫尔和格里菲斯强度准则的主要观点、表达式、适应条件及其使用方法；  

4、充分理解岩体变形的特殊性，掌握岩体变形机制与特征； 

5、掌握岩体破坏机理、破坏主要类型及其相关的破坏判据。 

八、边坡岩体稳定性分析 

    考试内容 

    边坡岩体中的应力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边坡变形与破坏的基本类型及其特征，稳定性系数、

安全系数的概念，边坡稳定性计算与评价的步骤，平面滑动、楔形体滑动的计算与评价。 

    考试要求 

1、了解块体极限平衡法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2、理解稳定性系数与安全系数概念与作用； 

3、掌握边坡岩体中应力分布特征（应力大小与方向、拉应力集中范围）及其影响因素； 

4、掌握边坡岩体变形与破坏的基本类型及各自的特征； 

5、掌握边坡岩体稳定性分析步骤及其含义； 

6、了解边坡岩体稳定性分析中几何边界条件、计算参数的基本含义与确定方法； 

7、掌握平面滑动稳定性计算方法，重点掌握单平面滑动稳定性系数公式的推导方法与计算方法； 

     8、掌握楔形体滑动稳定性系数计算的基本思路与计算方法。 

九、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分析 

    考试内容 

    地下洞室岩体力学问题，无压洞室围岩重分布应力计算，有压洞室围岩重分布应力特征，各类结

构岩体围岩的变形破坏特征，弹性围岩位移计算，围岩破坏范围确定，围岩压力概念，围岩压力计算，

围岩抗力与极限承载力的概念与确定。 

    考试要求 

1、了解地下开挖的岩体力学作用过程及其存在的岩体力学问题； 

2、了解利用柯西课题计算地下洞室围岩重分布应力的基本思路与公式，掌握无压洞室重分布应

力的若干特征； 

3、掌握圆形无压洞室硐壁重分布应力计算公式的含义与计算方法，以及当 ）（1 vh  

时围岩重分布应力的计算方法，同时掌握其围岩稳定性的评价方法； 

    4、了解有压洞室围岩重分布应力的特征以及由于内水压力形成的附加应力的特征； 

5、了解各类结构岩体围岩的变形破坏特征，包括围岩变形破坏形式与常用的分析方法； 

6、了解围岩弹性位移计算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7、掌握利用弹性力学方法确定洞室围岩破坏范围的方法； 

8、掌握计算塑性松动圈的修正芬纳-塔罗布公式的含义及其洞室围岩破坏圈厚度的确定方法； 



9、了解围岩压力的概念，掌握围岩压力的类型及其形成机理； 

10、掌握形变围岩压力计算公式的含义及围岩压力与塑性位移间的关系； 

11、理解普氏理论的基本观点，掌握利用普氏理论计算松动围岩压力的方法； 

12、掌握块体极限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松动围岩压力的计算步骤与方法； 

13、理解围岩抗力、抗力系数的概念，掌握围岩抗力系数的确定方法； 

14、理解围岩极限承载力的概念，掌握围岩极限承载力的确定方法。 

十、地基岩体稳定性分析 

    考试内容 

    地基岩体应力分布特征，地基岩体承载力确定，坝基岩体抗滑稳定性。 

    考试要求 

1、了解地基岩体内应力分布的特征，并注意与均质土体地基应力分布间的区别； 

2、了解地基岩体承载力的确定方法；  

3、了解坝基岩体所受荷载的特点；  

4、掌握坝基岩体滑动破坏的主要形式与主控因素； 

5、掌握坝基岩体平面滑动稳定性计算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参考教材： 

岩体力学，刘佑荣、唐辉明，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电气安全》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1、选择题：约 10% 

2、简答题：约 50% 

3、解答分析题：约 4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电气安全基本知识 

考试内容 

    电气事故的类型，电气事故的特点以及电气事故发生的规律。工频交流电流和直流对人体作用分

析。电力系统的组成，工业企业供配电系统的组成，工业企业供电电压的选择，电力负荷的分级。接

地电网和不接地电网单相触电危险性、抑制过电压能力、系统间相互影响分析，接地电网和不接地电

网一相接地故障时的安全性分析。 

考试要求 

1、了解电气事故的类型，电气事故的特点以及电气事故发生的规律。 

2、了解工频交流电流和直流对人体作用分析。 

3、了解工业企业供电电压的选择，电力负荷的分级。 

4、接地电网和不接地电网单相触电危险性、抑制过电压能力、系统间相互影响分析， 接地电网



和不接地电网一相接地故障时的安全性分析。 

二、电击防护技术 

    考试内容 

直接接触电击防护：绝缘击穿、绝缘老化、绝缘损坏的机理及预防对策，绝缘电阻的测试、兆欧

表原理及使用，吸收比测定的概念及目的，常用设备的绝缘电阻指标；屏护定义、分类及应用，屏护

的安全条件，线路、设备、检修间距的概念及其规定。 

间接接触电击防护：接地基本概念，保护接地定义，IT系统的安全原理，保护接地应用及接地电

阻的确定；TT系统的概念，TT系统的安全原理，TT系统的应用；TN系统安全原理及类别，TN系统速

断和限压要求，保护接零应用范围，重复接地概念、作用、应用和接地电阻的确定；保护导体的组成，

保护导体的截面积，等电位联结；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的结构，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的安全条件，不

导电环境的概念及其安全条件；安全电压的概念及其应用，特低电压防护的类型及安全条件，安全电

源及回路配置，功能特低电压及补充安全要求；漏电保护装置的原理、类型、主要技术参数、选用、

安装和运行，漏电保护装置的检查、误动作和拒动作的原因。 

    考试要求 

1、熟悉绝缘破坏的机理及预防对策，掌握常用设备的绝缘电阻指标。 

2、了解屏护定义、分类及应用，屏护的安全条件及其规定。 

3、掌握 IT系统、TT 系统、TN系统的安全原理及应用。 

4、了解保护导体的组成及要求。 

5、熟悉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的结构及安全条件。 

6、掌握安全电压的概念及其应用。 

7、掌握漏电保护装置的原理、类型、主要技术参数、选用、安装和运行。 

三、电气设备安全 

    考试内容 

用电设备的环境条件及外壳防护等级，电动机的选用、不对称运行、安全运行条件及故障处理，

单相电气设备的通用安全要求及防触电分类，电气照明的安全要求，移动式电气设的安全使用；低压

开关电器一般安全要求，刀开关、低压断路器的安全使用，低压熔断器的结构、特性及应用、熔体更

换的安全要求。 

    考试要求 

1、熟悉用电设备的环境条件及外壳防护等级。 

2、了解电动机的选用、不对称运行，掌握其安全运行条件及故障处理。 

3、掌握低压开关电器一般安全要求，刀开关、低压断路器的安全使用，低压熔断器的结构、特性

及应用、熔体更换的安全要求。 

4、掌握单相电气设备的通用安全要求及防触电分类。 

四、雷电和静电防护 

    考试内容 

    雷电种类、危害，防雷措施分类，内部过电压产生原因，避雷针、避雷线、避雷网、避雷带、避

雷器、消雷器的保护原理及应用，人身防雷；静电的产生、危害，屏蔽和接地，增湿和抗静电剂，工

艺过程控制。 

    考试要求 

1、了解雷电种类、危害，掌握防雷措施的原理及应用。 

2、了解静电的产生、危害，掌握屏蔽和接地，增湿和抗静电剂，工艺过程控制。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起重与机械安全》考试大纲 

试卷结构： 

一、填空、名称解释   30% 

二、简答题           50% 

三、计算题           20%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机械安全概述 

考试内容 

机械安全设计思想、运动零部件设计、控制系统安全防护设计。可靠性技术、系统或产品的可

靠性设计、机械设备结构可靠性设计要点（零件安全系数、冗余设计、耐环境设计、简单化与标准

化设计、结构安全设计、人机界面设计）。结构的维修性设计、维修性设计与可靠性设计的关系 

考试要求 

1、了解安全系统的认识方法 

2、掌握机械产生的危险 

3、掌握机械设备的安全卫生要求 

4、熟练掌握设计与制造的本质安全措施 

5、掌握安全防护措施 

6、了解机械安全标准 

二、起重机 



    考试内容 

   起重机的分类方法、主要技术参数（额定起重量、起升高度、跨度、幅度、工作速度）。起重机

工作类型及其与安全的关系、起重机工作级别与机构工作级别的确定方法。 

考试要求 

1、了解起重伤害事故的特点和形式 

2、掌握起重机主要技术参数 

3、熟练掌握起重机工作级别的划分原则 

4、了解起重机载荷分类与计算原则 

三、起重机易损零部件安全技术 

    考试内容 

    吊钩的种类、危险断面、安全检验、报废标准、抓斗类型与安全检查，电磁吸盘工作特点与安

全要求。钢丝绳的种类、破断拉力、选择方法、标记、报废标准及安全要求。滑轮种类、尺寸选

择、安全检查与报废标准；卷筒安全检查与安全圈、减速器的安全检查。带式制动器、块式制动

器、盘式制动器、蹄式制动器的结构、工作原理与安全检查要求。 

考试要求 

1、掌握吊钩的工艺和材料要求 

2、熟练掌握吊钩危险断面的计算方法 

3、掌握钢丝绳的报废标准 

4、了解滑轮与卷筒的报废标准 

5、了解制动器的工作原理和报废标准 

四、起重机安全防护装置 

    考试内容 

机械式、液压式、电子式超载限制器的结构、工作原理与使用范围。力矩限制器的功能要求、

电子式力矩限制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上极限位置、运行极限位置限制器的结构、工作原理。橡

胶、弹簧、液压及球状介质缓冲器的结构、工作原理与使用条件、防碰撞装置的工作原理与使用环

境要求。动臂凸轮式防偏斜装置及电动式偏斜指示装置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夹轨钳的类型与工作原

理；锚定装置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考试要求 

1、了解起重机的安全防护装置 

2、掌握起重机高处作业的安全防护技术 

3、掌握各种安全防护装置的工作原理 

4、了解起重机安全信息的使用 

五、起重机的安全技术要求 

考试内容 

桥式起重机运行机构故障、原因及消除方法、桥式起重机的试验鉴定。自行式起重机的稳定性

与安全管理。塔式起重机试验规范、事故原因分析。 

考试要求 

1、了解桥式起重机常见的运行机构故障 

2、掌握引起桥式起重机运行机构故障的原因与消除方法 

3、了解自行式起重机的稳定性计算方法 

4、了解塔式起重机的工作原理、常见事故的原因与控制技术 

六、压力机安全技术 

    考试内容 

压力加工危害、压力机结构、工作原理与安全要求。栅栏式、双手操作式、推手式、拉手式、

检测式、翻板式安全装置的工作原理与设计原则。 



考试要求 

1、了解压力加工与冲压事故 

2、掌握压力机的工作原理及主要技术参数 

3、掌握压力机作业区的安全防护装置的工作原理 

4、掌握压力机的安全使用和管理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