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岩土工程师专业考试大纲 

一、岩土工程勘察   

1.1 勘察工作的布置   

 熟悉根据场地条件、工程特点和设计要求，合理布置勘察工作。   

1.2 岩土的分类和鉴定 

掌握岩土的工程分类和鉴别，熟悉岩土工程性质指标的物理意义及其工程应用。 

1.3 工程地质测绘与调查   

 掌握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的技术要求和工作方法；掌握各种工程地质测绘图件的编制。   

1.4 勘探与取样   

 了解工程地质钻探的工艺和操作技术；熟悉岩土工程勘察对钻探、井探、槽探、洞探的要

求；熟悉岩石钻进中的 RQD 方法；熟悉土样分级，各级土样的用途和取样技术；熟悉各种

取土器的规格、性能和适用范围；掌握取岩石试样和水试样的技术要求；了解主要物探方法

的基本原理、适用范围和成果的应用。    

1.5 室内试验   

 了解岩土和水的各种试验方法；熟悉岩土试验指标间的关系；熟悉根据场地地基条件和工

程特点，提出岩土和水试验的技术要求；熟悉水和土对工程材料腐蚀性的评价方法。   

1.6 原位测试   

掌握载荷试验、静力触探、圆锥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现场直剪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

旁压试验和波速测试的方法和技术要求；熟悉以上原位测试的适用范围和成果的应用。   

1.7 地下水   

熟悉地下水的类型、运动规律及对工程的影响；熟悉抽水试、注水试验、压水试验的方法及

其成果的应用。   

《1.8 特殊性岩土的勘察：掌握软土、湿陷性土、膨胀土、红粘土、填十、盐渍土、多年冻

土、混合土、风化岩和残积土等特殊性岩土的勘察要求和分析评价。》    

1.9 岩土工程评价   

掌握岩土力学基本概念在岩土工程评价中的应用；掌握岩土工程特性指标的数据处理和选

用；熟悉场地稳定性的分析评价方法；熟悉地基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的分析评价方法；熟

悉勘察资料的整理和勘察报告的编写。   



 

二、岩土工程设计基本原则 

2.1 设计荷载 

 了解各类土木工程对设计荷载的规定及其在岩土工程中的选用原则。 

2.2 设计状态 

 了解岩土工程各种极限状态和工作状态的设计方法。 

2.3 安全度 

 了解各类土木工程的安全度控制方法;熟悉岩土工程的安全度准则。 

三、浅基础   

3.1 各类浅基础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了解各种类型浅基础的受力特性和构造特点、适用条件；掌握浅基础方案选用和方案比较

的方法   

3.2 地基承载力计算 

  熟悉不同结构对地基条件的要求；熟悉确定地基承载力的各种方法；掌握地基承载力深

宽修正与软弱下卧层强度验算的方法。 

3.3 地基变形分析 

  了解各种建(构)筑物对变形控制的要求；掌握地基应力计算和沉降计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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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基础设计   

了解各种类型浅基础的设计要求和设计步骤；熟悉基础埋置深度与基础底面积的确定原则；

掌握基础底面压力分布的计算方法；《正确理解控制刚性基础台阶宽高比的意义？？；熟悉

各种基础的构造要求？？》；熟悉各种类型浅基础的设计计算内容；掌握浅基础内力计算的

方法。   

3.5 动力基础设计   

了解各种动力基础的设设计要求；了解天然地基动力参数的测定方法。   

3.6 减小不均匀沉降对建筑物损害的措施   

了解建筑物的变形特征以及不均匀沉降对建筑物的各种危害；了解产生不均匀沉降的原因，

防止和控制不均匀沉降对建筑物损害的建筑措施和结构措施。    

《2.6 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共同作用的概念：了解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共同作用的概念及

进行共同分析的意义。》   



 

四、深基础   

4.1 桩的类型、选型与布置   

了解桩的类型及各类桩的适用条件，熟悉桩的设计选型应考虑的因素，掌握布桩的设计原

则。   

4.2 单桩竖向承载力   

 了解单桩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荷载传递机理和破坏机理；熟悉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确定方法;

掌握桩身承载力的验算方法。 

《掌握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的概念及如何根据静载试验结果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

熟悉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的常规计算式；掌握常用的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的静载试验

法、静力触探法、物理指际经验法的要点，并应用其成果；掌握单桩竖向出承载力设计值

与极限承载力标准值之间的关系；掌握嵌岩桩单极竖向极限承载力的计算；掌握大直径桩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考虑尺寸效应的计算；掌握敞口和闭口钢管桩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的

计算；掌握桩身承载力（桩身强度）验算要点。？？》  

4.3 群桩的竖向承载力  

了解竖向荷载作用下的群桩效应;掌握群桩竖向承载力计算方法。  

 《了解竖向荷载下的群桩效应及基桩、复合基桩的概念；掌握荷载效应基本组合及地震作

用效应基本组合条件下的复合基桩或基桩的竖向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熟悉复合基

桩或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的计算；熟悉何种条件下不应考虑承台效应；了解桩基软弱下

卧层的验算。》 

4.4 负摩阻力 

   了解负摩阻力的发生条件；掌握负摩阻力的确定方法。 

4.5 桩的抗拔承载力 

  了解抗拔桩基的适用条件；掌握单桩及群桩的抗拔承载力计算方法。 

《特殊条件下桩基的设计及其竖向承载力： 

负摩阻力：了解负摩阻力发生机理与条件及哪些情况下应计算桩基的负摩阻力；了解中性点

的物理意义；掌握负摩阻力标准值的计算方法；掌握考虑群桩效应基桩下拉荷载标准值的计

算及摩擦型基桩和端承型基桩考虑负摩阻力的承载力验算方法；了解消减负摩阻力和避免发

生负摩阻力的技术措施。 

抗拔桩基：了解桩基出现拔力的条件及受拔桩基承载力验算；掌握单桩及非整体破坏群桩中



 

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计算；掌握呈整体破坏群桩中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计

算。  》 

4.6 桩基沉降计算 

  熟悉桩基沉降计算的基本假定和计算模式；掌握桩基沉降计算方法。 

《掌握桩基沉降变形的 4 个控制指标及不同建筑物的容许值，熟悉等效作用分层总和法的

基本假定、计算式、荷载与土参数取值及具体运算方法。 》   

4.7 桩基水平承载力和水平位移   

了解桩基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荷载传递和破坏机理；熟悉桩基水平承载力的确定方法;了

解桩基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位移计算方法。 

  《熟悉单桩水平静载试验方法及根据静载试验结果如何确定临界荷载和极限荷载；掌握按

强度和位移控制的单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计算方法；掌握考虑群桩效应的群桩基础中复合基

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计算方法。》   

4.8 承台设计计算   

  熟悉承台形式的确定方法；掌握承台的受弯、受冲切和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 

《根据布桩情况合理确定承台形式并掌握各类承台的有关构造及配筋要求，了解承台的受

弯计算、受冲切计算及受剪计算。 》 

4.9 桩基施工   

  了解灌注桩、预制桩和钢桩的主要施工方法及其适用条件；了解桩基施工中容易发生的问

题及预防措施。 

《掌握灌注桩、预制混凝土桩和钢桩的主要施工方法和适用条件、工艺要点及质量标准；

了解各类灌注桩容易发生的质量问题及其发生原因与预防措施。 》  

《3.9 基桩检测与验收：掌握各种基桩承载力及桩身完整性检测方法的基本原理与适用条件，

了解基桩验收应提供的基木资料。》   

4.10 沉井基础   

 了解沉井基础的应用条件：掌握沉井设计方法；了解沉井下沉施工方法和主要工序；了解

沉井施工中常见的问题与处理方法。 

《掌握沉井基础的应用条件及沉井施工下沉的原理与方法；掌握沉井施工的主要工序及沉

井施工中常见的问题与处理方法。》 

 



 

五、地基处理   

5.1 地基处理方法   

 熟悉常用地基处理方法的机理、施工工艺、适用范围及质量检测方法。《掌握其设计计算方

法。》   

5.2 复合地基 

熟悉复合地基的形成条件：掌握常用复合地基承载力和沉降计算方法。 

《 地基处理原理 ：掌握常用地基处理方法的加固原理；了解复合地基加固原理；掌握复合

地基承载力和沉降什算方法。》   

5.3 地基处理设计 

  了解各类软弱地基和不良地基的加固机理；熟悉地基处理方案的选用；掌握地基处理设

计计算方法。 

《掌握地基处理规划程序，根据具体工程情况，提出合理的地基处理方案，进行地基处理

设计。》 

5.4 土工合成材料 

 了解常用土工合成材料的性质及其工程应用。 

5.5 防渗处理 

 了解防渗处理技术及其工程应用。 

5.6 既有工程地基加固与基础托换技术   

了解既有工程地基加固要求和加固程序；了解常用加固技术及应用范围 ，根据具体工程情

况，提出合理的加固方案，进行加固设计；了解既有工程基础托换的常用方法和 适用范围。

了解建筑迁移常用的方法。   

5.7 坝基处理   

了解岩石和沙粒地基的防渗处理技术以及软土坝基的加固技术。   

六、土工结构及边坡防护 

6.1 土工结构  

熟悉路基、堤坝和土石坝的设计原则及计算方法；熟悉土工建筑物的防护与加固措施；了解

土工建筑物填料的选用及填筑标准；熟悉土工建筑物施工质量控制及监测检测方法； 熟悉

不同土质及不同条件下土工结构的设计要求及设计方法。   

6.2 边坡 稳定性  



 

了解边坡稳定影响因素与边坡破坏的类型和特征；掌握边坡的稳定分析方法；熟悉边坡坡率

的确定方法。《掌握土质边坡的稳定分析方法 熟悉土质边坡坡度的确定方法 熟悉岸坡的防护

和设计 熟悉土质和岩石边坡破坏的防治措施。》   

6.3 边坡防护 

了解边坡防护的常用技术：熟悉不同防护结构的设计方法和施工要点；熟悉挡墙的结构形

式、设计方法和施工要点；掌握边坡排水工程的设计方法和施工要点。 

七 基坑工程及地下工程 

7.1 基坑工程   

 了解基坑工程的特点及支护方案的选用原则；掌握常用支护结构的设计和计算方法；了解

基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及应采取的技术措施。 

《熟悉基坑支护设计依据及设计标准；熟悉各类支护结构体系的总体布置形式及选型原则；

熟悉基坑开挖及支撑施工方法；掌握基坑支护结构、地基加固及施工方案的总体设计。熟悉

作用于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熟悉各种土、水压力计算方法及适用条件；

掌握各种基坑稳定性验算的内容及相应计算方法。掌握排桩支护结构、地下连续墙、水泥土

墙及土钉墙等常用支护类型（包括悬臂结构、锚杆和内支撑结构）的设设计步骤，计算方法，

构造措施和施工要点。熟悉支护结构质量检验和开挖监测的内容以及常用监测方法。熟悉常

见险情的预防和抢险措施。》    

7.2 地下工程   

了解影响洞室围岩稳定的主要因素；熟悉围岩分类及支护、加固的设计方法；熟悉新奥法施

工理念和技术要点；了解矿山法、掘进机法、盾构法的特点及适用条件；了解开挖前后岩土

体应力应变测试方法及检测与监测：了解地下工程施工中常见的失稳类型及预报防护方法。 

《了解新奥法、沉井法、盾构法等施工方法；了解影响洞室围岩稳定的主要因素，熟悉各种

围岩压力理论及其适用条件；了解围岩压力的分类法计算；了解太沙基理论和普氏理论的计

算方法。熟悉岩土体应力、应变原位测试仪器设备及测试方法。掌握弹性波测试的基本原理，

测试仪器及其应用。》    

7.3 地下水控制   

熟悉各地下水控制的各种措施的适用条件；掌握其设计计算方法；熟悉各种防渗和排水技术

及其适用条件；了解各种地下水控制的施工方法；了解地下水控制对环境的影响与防治措

施。   



 

八、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   

8.1 特殊性岩土 

熟悉软土、湿陷性土、膨胀性岩土、盐渍岩土、多年冻土、风化岩和残积土等特殊性岩土的

基本特征、勘察要求、试验方法和分析评价；掌握特殊性岩土的工程设计计算及工程处理方

法。 

8.2 岩溶与土洞   

了解岩溶与土洞的发育条件和规律；了解岩溶的类分类；了解岩溶与土洞的塌陷机理；掌握

岩溶地区勘察要求和评价方法；了解岩溶与土洞的处理方法。    

8.3 滑坡、危岩与崩塌   

了解滑坡、危岩与崩塌的类型及形成条件；《掌握滑坡的判别标志和方法》；掌握滑坡、危岩

及崩塌的勘察及稳定性的验算方法；掌握治理滑坡、危岩与崩塌的设计、施工及动态监测方

法。   

8.4 泥石流   

了解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和分类方法 ；了解泥石流的计算方法；掌握泥石流的勘察和防治泥

石流的工程设计。   

8.5 采空区   

了解采空区的地表移动规律、特征及危害；了解采空区地表移动和变形的预测；掌握采空区

的勘察评价和处理措施。   

8.6 地面沉降    

了解地面沉降的危害及形成原因 ；了解地面沉降的估算和预测方法；掌握地面沉降地区的

评价方法；了解防止地面沉降的主要措施。  

 8.7 废弃物处理场地 

了解废弃物处理工程的特点；了解尾矿处理和垃圾填埋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设计要点和评价

方法。 

8.8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了解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范围、内容和分级标准；掌握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建设

项目重要性分类及其内容; 

 了解地质灾害调查的重点、内容和要求；熟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方法及评估报告编制要

求。 



 

九、地震工程   

9.1 抗震设防的基本知识   

了解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基本内容；了解建筑抗震设防三个水准要求；掌

握抗震设计基本参数；了解土的动力参数的试验方法及这些参数的主要影响因素；了解影响

地震地面运动的因素；《熟悉场地与地基的地震效应》。   

9.2 地震作用与地震反应谱   

了解设计地震反应谱的基本概念；掌握地震设计加速度反应谱的主要参数的确定方法及对勘

察的要求。   

9.3 建筑场地的地段与类别划分 

熟悉进行建筑场地地段的划分标准；《了解建筑场地划分的意义及其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掌

握建筑场地类别的划分方法。 了解建筑场地类别划分对抗震设计的影响。 

9.4 土的液化   

了解土的液化原理及危害；掌握液化的判别方法：指数的计算和液化等级的评价方法；掌握

地基抗液化措施及选择依据。   

9.5 地基基础抗震验算   

熟悉地基基础需要进行抗震验算的条件和方法。 

《熟悉可不进行地基基础抗震验算的建筑条件；掌握经过调整后的地基土抗震承载力设计值

的确定方法；掌握天然地基在地震作用下的竖向承载力验算要求；熟悉可不进行桩基抗震验

算的土质、荷载和建筑条件；熟悉考虑地裟作用标准荷载组合时，桩基础竖向和横向承载力

标准值的验算方法。》    

9.6 土石坝的抗震验算   

熟悉土石坝的抗震措施；掌握土石坝抗震稳定性计算的方法。 

《了解土石坝抗震计算所必需的参数以及抗震计算的主要方法。》   

十、岩土工程检测与监测 

10.1 岩土工程检测 

了解岩土工程检测的要求；了解岩土工程检测的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检测数据分析与工程

质量评价方法。 

10.2 岩土工程监测 

了解岩土工程监测(包括地下水监测)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监测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了



 

解监测数据在信息化施工中的应用。 

十一、工程经济与管理   

11.1 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 

了解工程项目总投资的构成及其所包含的内容。《投资、工性项目报资的含义，进入固定资

产的费用、进入核销投资的费用、进入核销费用的费用和流动资金所包含的项目。》   

11.2 建设工程程序与岩土工程技术经济分析 

了解建设工程的管理程序；了解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作用与内容；熟悉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及

治理(施工)技术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和一般程序。 

11.3 岩土工程概预算及收费标准 

了解岩土工程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岩土工程治理(施工)预算的作用：了解其编制依据、

步骤、方法及特点：掌握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监测、检测及监理的收费标准。 

11.4 岩土工程招标与投标 

了解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主要内容；掌握投标报价的依据和基本方法：掌

握岩土工程标书的编制。 

11.5 岩土工程合同 

了解岩土工程勘察、工程物探、岩土工程设计、治理、监测、检测及监理合同的主要内容。 

11.6 岩土工程咨询和监理 

了解岩土工程咨询和监理的内容、业务范围、基本特点和依据；熟悉主要工作目标和工作方

法。 

11.7 有关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主要行政法规 

了解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法规体系的有关内容。 

11.8 现行 IS09000 族标准 

了解现行 IS09000 族标准及其与国家标准的对应关系；熟悉八项质量管理原则的内容。 

11.9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了解建设项目法人的职责；了解总承包工程管理的组织系统；了解项目管理的基本内容、组

织原则和项目动态管理信息系统。 

11.10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的权利与义务 

熟悉全国勘察设计行业从业公约和全国勘察设计行业职业道德准则；熟悉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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