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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教育

80教育（www.80jiaoyu.cn）是一家专业从事网络在线培训公司，由一群青春有活力具有

多年培训经验的80后注考精英组建而成，萌芽于2015年，2017年正式注册成立，师资由名牌大

学授课老师以及具有丰富工程设计经验的高工、总工等组成，老师均已通过注册勘察设计考试。

现有专业老师、助教、办公人员共80多人。

80教育网校（www.80education.cn）汇集注册勘察工程师基础、注册一二级结构工程师

（基础+专业）、注册岩土工程师（基础+专业）、注册公用设备（暖通空调、动力、给水排水）

工程师（基础+专业）、注册电气工程师（基础+专业）、注册环保工程师（基础+专业）、注册

环评工程师、一级消防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造价师等注册考试，努力创建一个全专业、

全方位的培训平台，为学员提供全面的服务。

80教育以学员为上帝，以授课质量第一，讲义精美易懂，答疑专业及时，资料独家原创，

服务贴心，为广大注考考友打造一流的学习平台。

关于80



80特色

手机APP、电脑客户端、考试题库三重服务

口碑相传，连续3年破4000人，
2021再创辉煌！

全程直播、视频回看

学员专享讲义、教辅、
真题、模拟题等海量资料

注册专业老师、学霸助教、
班主任督学

学员VIP群、实时答疑

强大的师资力量，是培训的基本

保证，专注培训，做好做精做强

直播讲课，实时交流互动，重点

难点随时回放学习，非录制视频

粗方式培训

强大的学习平台，使学习更方便

更快捷，随时随地刷题学习

学员专属学习群，老师助教实时

在线，交流更高效更便捷

独家专业资料，全部是团队自己

编写，节省学员大量学习时间

优质的服务，获得好评如潮，学

员推荐比例高达50%



天锅：主讲土力学、勘察。

注册岩土工程师、造价工程师、

一级注册建造师，某高校教师。

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表达、互动能力强，思维活跃、

耐心细致，善于将知识点系统

化、形象化，受到广大学员的

喜爱和好评。

宣言：专业、专注、专心，重

在交流与提高，做最极致的培

训。

清风：主讲基坑、边坡、特殊土。注册

岩土工程师，同济大学毕业，高级工程

师，一次性高分通过注册岩土工程师考

试。专业知识扎实，擅长举一反三，并

具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希望通过自己平

时的理解和总结，帮助学员高效备考，

在有效的时间带来最大收益。

借最喜欢的诗人的一句诗与大家共勉：大鹏

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

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希望自己

和80教育成为大家借力的东风，扶摇直

上，鹏程万里。

师资团队



青藤：主讲桩基础、地基处理、

抗震、岩土工程检测。一级注册

结构工程师、注册岩土工程师，

某高校老师。讲课通俗易懂，深

入浅出；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深入浅出，具有极强的责任心，

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宣言：天道酬勤，贵在坚持

浙江陈工：注册岩土工程师，主讲

岩土专业案例提升班。基本功扎实，

思路敏捷，待人热忱，乐于助人。多

年从事岩土工程设计工作，实践经验

丰富。善于总结和挖掘坑点，希望能

通过自己总结的注册考试经验，给其

他考友以帮助 。

宣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

师资团队



铁蛋：主讲浅基础。毕业于北京交通大

学，注册岩土工程师、二级结构工程师、

一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铁路路基、桥梁的设计施工技

术咨询工作。 有长期一线的工作实践经

验，善于总结，深入浅出，寓教于乐，

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潜心研究历年

来的岩土考试动向，熟悉规范，善于发

掘考点。视考生如同自己，想考生之所

想，把帮助考生顺利通过考试为己任，

竭尽所能，为学员服务。

宣言:持之以恒,水滴石穿;奇迹,由永不

服输的人创造!

师资团队

河北王工：助教，配合主讲老

师进行教学工作，为考友解惑答疑。

注册岩土工程师（一次通过考试），

注册一级建造师，从事岩土工程勘

察，岩土工程设计工作。秉持热心

真诚，虚心求知的态度，尽自己最

大的力量，为大家解惑答疑！

宣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伐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注册岩土专业案例历年真题解析

清华大学李广信《土力学》（2版）和清华大学周

景星《基础工程》（3版）配套习题解析

教辅资料（www.80jiaoyu.cn查看详情）



注册岩土专业案例真题分类题集

注册岩土专业知识历年真题解析

教辅资料（www.80jiaoyu.cn查看详情）



注册岩土专业考试法律法规汇编

注册岩土专业案例模拟题集

教辅资料（www.80jiaoyu.cn查看详情）



培训计划

五轮复习法

土力学夯实阶段

规范精讲阶段

冲刺阶段
案例提升阶段

模拟串讲阶段

1月前 2-5月 6-7月 8月-9月 10月

岩土专业
VIP全程班班



土力学习题夯实班1 2 精讲班

 课程特色：带领大家学习土力学，
讲解课后习题、经典例题及相关真题，
使考生快速入门专业复习，夯实基本
功，理顺岩土知识脉络，让学员分清
常考点、难点和重点，为下一轮复习
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时：30课时
 授课时间：

周二、五、日晚19:30–21:30授课

 课程特色：梳理知识脉络框架，重
点讲解土力学、基础工程、手册、
规范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感受典型真题，通过真题上下扩
展来整体把握各本规范重点、要
点，展示重点考点及解题技巧。

 课时： 120课时
 授课时间：

周二、五、日晚19:30–21:30授课

培训计划



冲刺班3 4 案例提升班

 课程特色：深度研读规范条文，系统
归纳历年真题高频考点，详细讲解
历年真题重点题目的知识点出处、
陷阱设置思路、解题方法等

 课时：105课时
 授课时间：

周二、五、日晚19:30–21:30授课

课程特色：串讲各科目知识点，树立岩
土知识体系，建立知识树，并讲解案
例答题技巧和方法，总结坑点，让学
员对土力学、规范、真题、模拟题融
会贯通，灵活运用，并模拟考场环境，
强化学员心理素质。
课时： 25课时
 授课时间：

周二、五、日晚19:30–21:30授课

培训计划



模拟串讲班5
 课程特色：全真模拟专业考试，考

前体验真实考场氛围，便于及时
掌握答题技巧和调整答题策略，
同时辅以题目解析及串讲规范。

 课时：20课时
 授课时间：

周二、五晚19:30–21:30授课

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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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声



说明：1.为保证学习质量，我们只提供全程班次服务；

2.报名赠送2020年培训视频、2021年精讲班彩色印刷打印版讲义、专业案例真题解析、专业知识真题解析；

3.2020年11月开课，具体课表在学员VIP群公布；

4.本次价格为2021年1月1日（即元旦出成绩前）价格，元旦后价格上涨，详情关注群公告。

5.服务期限从报名起算截止到2021.12.31，最终解释权归八零教育；

班次 课时 基础老学员 专业老学员 新学员 2年连读班

全程

直播班

土力学夯实班 30h

2480元 1580元 2980元 3980元
精讲班 120h

冲刺班 105h

案例提升班 25

模拟班 20

学员类型

基础老学员：
参加过岩土
基础培训的
考友

专业老学员：
参加过岩土
专业培训的
考友

新学员:未参
加任何岩土
培训的考友

2年班:未参
加任何岩土
培训的考友

班次价格

扫二维码，直接报名



八零
2021

奋斗的路上，有80教育陪伴您们！

公众号：zhukao80

注考咨询天锅：

QQ：2876401492

微信：tianguo-80jiaoyu

400-128-8080

联系我们

注册岩土专业考试群：66830561 天锅微信 天锅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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