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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大纲

法律法规与工程管理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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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法基础
1.1 法、法律与法律规范
1.1.1 了解法律本质、作用与法律渊源
1.1.2 熟悉我国法律体系架构
1.2 行政法基础知识
1.2.1 了解行政法学概念与原则
1.2.2 了解行政法关系主体和行政行为内涵
1.2.3 熟悉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
1.2.4 熟悉行政立法的程序与相关知识
1.2.5 熟悉行政许可的程序与相关知识
1.2.6 熟悉行政复议的程序与相关知识
1.2.7 熟悉行政处罚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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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物保护法律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1.1 熟悉受国家保护的文物的分类
2.1.2 掌握文物的权属类型
2.1.3 熟悉各级人民政府在文物保护工作中所应承担的职责
2.1.4 掌握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定程序
2.1.5 熟悉文物保护工作的奖励措施和各类法律责任
2.1.6 掌握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与公布程序及强制性
要求
2.1.7 掌握各类文物保护工程的强制性要求
2.1.8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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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物保护行政法规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3.1.1 掌握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专门管理机构等工作
的基本要求
3.1.2 掌握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原则和公布程序
3.1.3 熟悉违法、违规开展文物保护工程的法律责任
3.2 文物保护其他行政法规
3.2.1 熟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3.2.2 了解《长城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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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物保护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
4.1 我国文物保护部门规章
4.1.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
4.1.2 了解《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2007 年）
4.1.3 熟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 年）
4.1.4 熟悉《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2009 年）
4.1.5 了解《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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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家文物局规范性文件
4.2.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2014 年）
4.2.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2014 年）
4.2.3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2014 年）
4.2.4 熟悉《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9 年）
4.2.5 熟悉《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2011 年）
4.2.6 熟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
工作规范（试行）》（1991 年）
4.2.7 熟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管理办法（试行）》
（2016
年）
4.2.8 熟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2016
年）
4.2.9 了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试行）》（2003 年）
4.2.10 了解《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2006 年）
4.2.11 熟悉《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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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行业政策方针
5.1 国务院文件与公报
5.1.1 掌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 年）
5.1.2 掌握《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2018-2022 年）的意见>》（2018 年）
5.1.3 掌握《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
若干意见>》（2018 年）
5.1.4 熟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7 年）
5.1.5 熟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2012 年）
5.1.6 熟悉《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 年）
5.1.7 熟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我国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2004 年）
5.2 国家文物局政策性文件
5.2.1 掌握《关于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
通知》（2017 年）
5.2.2 掌握《关于进一步优化文物保护项目审批的通知》（2016 年）
5.2.3 掌握《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2016 年）
5.2.4 了解《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工程申报审批与管理工作
的通知》（2014 年）
5.2.5 了解《关于加强 20 世纪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8 年）
5.2.6 了解《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 年）
5.2.7 了解《关于加强乡土建筑保护的通知》（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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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工程的行政管理
6.1 文物保护工程的现行工作框架
6.1.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管理办法
5

6.1.2 掌握勘察设计方案报批及审批程序
6.1.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实施程序要求
6.1.4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程序要求
6.1.5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档案和竣工报告的编写要求
6.1.6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经费管理要求
6.2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6.2.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的分类和定义
6.2.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与基本要求
6.2.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监理与验收工作的程序与基本要求
6.2.4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的奖励与处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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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7.1 相关法律法规
7.1.1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7.1.2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7.1.3 熟悉《风景名胜区条例》
7.1.4 熟悉《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7.1.5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7.1.6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7.1.7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7.1.8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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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专业人员执业准则
8.1 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的执业准则
8.1.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应当具备的职业素质
8.1.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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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长城保护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管理办法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试行）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案件督察督办管理规定(试行)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试行）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建筑防雷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违法行为举报管理办法（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管理办法（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
作规范（试行）
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
国务院文件与公报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我国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
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2018－2022 年）的意见》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掌握
7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家文物局政策性文件与研究成果
关于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通
知
关于进一步优化文物保护项目审批的通知
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工程申报审批与管理工作的
通知
关于加强 20 世纪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乡土建筑保护的通知
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
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风景名胜区条例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熟悉
掌握
掌握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掌握
了解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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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通论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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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
1.1 我国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当代理念
1.1.1 了解我国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
1.1.2 熟悉我国的文物保护理念的演变过程
1.2 国际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当代理念
1.2.1 了解国际文物保护的重要流派
1.2.2 了解国际文物保护理念的演变过程
1.2.3 熟悉《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
1.2.4 熟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1.2.5 熟悉《奈良真实性文件》
1.2.6 了解《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华盛顿宪章）》
1.2.7 了解《西安宣言》
1.2.8 了解《会安草案》
1.2.9 了解《北京文件》
1.2.10 了解《文化线路宪章》
1.2.11 了解《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
1.2.12 了解《下塔吉尔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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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2.1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编制与修订
2.1.1 了解《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编制与修订过程
2.1.2 熟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文物保护工程中的指导意义
2.2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
2.2.1 掌握文物古迹的定义与分类
2.2.2 掌握文物古迹本体与环境的区分和界定
2.2.3 掌握文物古迹价值的分类及评估标准
2.2.4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原则
2.2.5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和管理的工作程序
2.2.6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措施的分类及实施准则
2.2.7 掌握文物古迹合理利用的意义及实施准则
2.2.8 熟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对条款内容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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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常识
3.1 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常识
3.1.1 熟悉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层级
3.1.2 掌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信息
3.1.3 了解我国文物普查工作相关成果
3.2 我国文物保护单位重要实例

3.2.1 熟悉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各类型的典型实例
3.2.2 了解我国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新类型和代表性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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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基本常识
4.1 世界遗产基本常识
4.1.1 熟悉世界遗产的分类
4.1.2 了解《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
4.1.3 了解世界遗产保护的国际动态
4.1.4 熟悉我国重要世界遗产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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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工作基础知识
5.1 中国古建史基础知识
5.1.1 熟悉中国古建史及其经典案例
5.1.2 熟悉中国古建筑不同建筑类别的区分
5.1.3 了解中国古建筑构件名称
5.1.4 了解《营造法式》、
《园冶》、
《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建筑
典籍
5.2 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5.2.1 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5.2.2 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代表性实例
5.3 中国科技史基础知识
5.3.1 了解中国科技史
5.3.2 了解见证中国科技史重要发展成就的文物古迹
5.4 中国美术史基础知识
5.4.1 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历程
5.4.2 了解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特征
5.5 考古学基础知识
5.5.1 了解我国考古学诞生与发展的过程和主要成就
5.5.2 了解考古学文化的基础知识
5.5.3 了解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
5.5.4 熟悉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基本概念
5.5.5 了解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及相关图纸的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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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业务通识
6.1 文物保护工程前期勘察研究
6.1.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中保护对象价值评估的目的和方法
6.1.2 熟悉中国古文献资源在勘察研究中的应用
6.1.3 掌握对文物原状特征的研究判断原则和方法
6.1.4 掌握文物古迹测绘的基本知识和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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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了解卫星影像遥感及摄影测量等技术在文物古迹测绘勘察中的
应用
6.1.6 掌握对文物古迹残损病害及致因分析的技术路线
6.2 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6.2.1 掌握根据勘察、评估结论制定保护措施的技术路线
6.2.2 掌握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技术要求与规范
6.2.3 熟悉保护工程概算、预算的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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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三防工程
7.1 文物三防工程的管理
7.1.1 熟悉文物三防工程的资质管理要求
7.1.2 熟悉文物三防工程的申报、审批管理要求
7.2 文物三防工程的技术要求与规范
7.2.1 熟悉《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7.2.2 了解《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
7.2.3 了解《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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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行业标准与规范
8.1 行业规范性文件
8.1.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
8.1.2 熟悉《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
8.1.3 了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试行）》
8.1.4 了解《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试行）》
8.1.5 了解《文物建筑防雷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8.2 行业标准
8.2.1 了解《文物保护单位标志》(GB/T 22527-2008)
8.2.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WW/T 0024-2010)
8.2.3 了解《文物保护项目评估规范》(WW/T 0070-2015)
8.3 相关行业标准
8.3.1 熟悉《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2010）
8.3.2 了解《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2005)
8.3.3 熟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8.3.4 了解《建筑设计抗震规范》(GB 50011-2010)
8.3.5 了解《近景摄影测量规范》(GBT 12979-2008)
8.3.6 了解《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CHZ 3017-2015)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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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试行）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防雷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
构工作规范（试行）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古建筑保养维护操作规程
国家文物局政策性文件与研究成果
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工程申报审批与管理工
作的通知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1931 年 雅典）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 年 威尼斯）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 年）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16 年）
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1987 年 华盛顿)
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 年 奈良）
国际文化旅游宪章（1999 年）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1999 年）
关于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2003 年）
西安宣言（2005 年 西安）
会安草案（2005 年 会安）
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北京文件》
（2007 年 北京）
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宪章（2008 年）
文化线路宪章（2008 年）
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2011 年）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熟悉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13

行业标准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GB/T 22527-2008
《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服务规范》GB/T 22528-2008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WW/T 0024-2010
《文物保护项目评估规范》WW/T 0070-2015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相关行业标准
《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2010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2005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近景摄影测量规范》GBT 12979-2008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CHZ 3017-2015

了解
熟悉
熟悉
掌握
熟悉
熟悉
掌握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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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大纲

施工通论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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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
1.1 我国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当代理念
1.1.1 了解我国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
1.1.2 了解我国的文物保护理念的演变过程
1.2 国际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当代理念
1.2.1 了解《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
1.2.2 了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1.2.3 了解《奈良真实性文件》
1.2.4 了解《北京文件》

2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2.1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
2.1.1 熟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文物保护工程中的指导意义
2.1.2 熟悉文物古迹的定义及其分类
2.1.3 了解文物古迹本体与环境的区分和界定
2.1.4 掌握文物古迹价值的分类及评估标准
2.1.5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原则
2.1.6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和管理的工作程序
2.1.7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措施的分类及实施准则
2.1.8 了解文物古迹合理利用的意义及其实施准则
2.1.9 熟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对条款内容的阐释

3

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常识
3.1 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常识
3.1.1 熟悉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层级
3.1.2 掌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信息
3.1.3 了解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相关成果
3.2 我国文物保护单位重要实例
3.2.1 熟悉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和重要实例
3.2.2 了解我国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新类型和代表性实例

4

世界遗产基本常识
4.1 世界遗产基本常识
4.1.1 了解世界遗产的分类
4.1.2 了解我国重要世界遗产实例

5

文物保护工作基础知识
16

5.1 中国古建史基础知识
5.1.1 熟悉中国古建史及其经典案例
5.1.2 熟悉中国古建筑不同建筑类别的区分
5.1.3 熟悉中国古建筑构件名称
5.1.4 了解《营造法式》、
《园冶》、
《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建筑
典籍
5.2 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5.2.1 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5.2.2 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代表性案例
5.3 中国科技史基础知识
5.3.1 了解中国科技史
5.3.2 了解见证中国科技史重要发展成就的文物古迹
5.4 中国美术史基础知识
5.4.1 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历程
5.4.2 了解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特征
5.5 考古学基础知识
5.5.1 了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术语
5.5.2 了解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及相关图纸的阅读方法

6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基础知识
6.1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基础概念
6.1.1 熟悉施工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的定义
6.1.2 掌握施工单位项目部组成及其主要人员的主要职责
6.1.3 熟悉总体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定义与区别
6.1.4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的主要工程阶段及其基本工作内容
6.2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的一般规定
6.2.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的主要依据
6.2.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的主要原则
6.2.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对传统工艺做法的要求
6.2.4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对科研工作的要求
6.2.5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对施工记录、资料整理的要求
6.2.6 了解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对公众开放的要求
6.2.7 掌握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及业主方在施工过程中
的相互关系
6.2.8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中对传统材料的质量要求
6.3 相关技能
6.3.1 熟悉文物古迹测绘的基本方法
6.3.2 掌握配合工序记录的影像采集要求和技术方法

7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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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现场复核
7.1.1 熟悉设计文件的确认流程
7.1.2 掌握现场复核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7.1.3 掌握复核情况记录的方法和要点
7.2 图纸会审与设计交底
7.2.1 掌握文物保护勘察设计文件的类别及其读图方法
7.2.2 了解图纸会审的主要内容及确认流程
7.2.3 了解设计交底的组织方式、参加人员和流程
7.2.4 掌握设计交底的主要内容
7.3 施工组织设计
7.3.1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方法、内容和报审流程
7.3.2 掌握施工总进度计划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并会绘制进度计划网络
图
7.3.3 熟悉项目施工各项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编写要求
7.4 现场布置
7.4.1 掌握现场平面布置的各主要分区及其要求
7.4.2 掌握现场文物的文字、影音录像记录和临时性保护的要求
7.4.3 熟悉现场围挡和标识的基本要求
7.4.4 熟悉现场临时用水用电、消防和其它临时设施的基本要求
7.5 组织项目部
7.5.1 了解项目部的主要职责
7.5.2 熟悉项目施工管理人员的主要分工和岗位职责
7.5.3 掌握文明施工、安全施工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7.6 上岗培训和安全防护
7.6.1 熟悉上岗培训的主要分类和培训时间与内容的要求
7.6.2 掌握人员上岗安全防护的要求
7.7 技术准备
7.7.1 了解专项施工技术方案的内容
7.7.2 熟悉准备阶段安全交底和技术交底的内容和要求
7.8 专业分包
7.8.1 熟悉可进行专业分包的条件及内容
7.8.2 熟悉对专业分包单位资质、人员的要求

8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的实施阶段
8.1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的一般流程
8.1.1 熟悉新老材料的处理原则和要求
8.1.2 掌握保护罩棚及脚手架搭设的要求
8.1.3 掌握施工拆卸的顺序、步骤和拆卸构件保护的要求
8.1.4 了解样板制作及报验的要求
8.1.5 掌握施工组织与实施的步骤和突发事件的处置原则
8.1.6 熟悉施工技术、质量检查的分类与要求
18

8.1.7 掌握各类工程验收的步骤和要求
8.2 设计变更和工程洽商
8.2.1 掌握设计变更的条件、步骤和要求
8.2.2 掌握工程洽商的条件、步骤和要求
8.2.3 掌握必须上报文物主管部门（原审批单位）的变更及洽商
8.3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8.3.1 了解安全管理的方针和内容
8.3.2 掌握安全管理的实施要点
8.3.3 熟悉安全检查的形式与要求
8.3.4 熟悉安全应急预案的要求和安全问题的处置方法
8.4 施工过程中的进度管理
8.4.1 熟悉施工进度管理的方法
8.4.2 熟悉施工延误的处理方法及上报流程
8.5 造价管理
8.5.1 熟悉造价管理的内容
8.5.2 熟悉工程结算的内容与步骤

9

文物保护工程的竣工验收
9.1 基本概念
9.1.1 了解竣工验收的主要分类和作用
9.1.2 熟悉不同级别保护单位竣工验收的组织部门
9.1.3 熟悉竣工验收时应到场的各单位人员构成
9.1.4 掌握竣工验收报告的主要编制内容及合同履约情况
9.2 竣工验收的程序和要求
9.2.1 掌握竣工验收的实施步骤和要求

10 文物保护工程的保修
10.1 保修期限与制度
10.1.1 了解文物保护工程的保修期限
10.1.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保修阶段的巡查制度
10.2 对施工质量缺陷的修复
10.2.1 了解质量缺陷的发现与责任判断流程
10.2.2 了解施工单位的保修义务和需承担的费用
10.2.3 了解施工单位的保修工作流程

11 工程档案与工程资料
11.1 工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11.1.1 熟悉工程资料的收集、整理要求
11.1.2 掌握工程资料的收集、整理方法
19

11.1.3 了解工程各阶段工程资料的管理要求
11.2 工程档案
11.2.1 熟悉工程档案的组成内容
11.2.2 熟悉工程文件的归档范围及质量要求
11.2.3 掌握重要备案归档资料表格的填写要求
11.2.4 了解工程档案移交程序
11.2.5 了解工程档案与四有档案的关系
11.3 工程报告
11.3.1 了解工程报告的提交方式
11.3.2 了解工程报告的出版要求

12 文物古迹的三防工程
12.1 文物三防工程的管理
12.1.1 熟悉文物三防工程的资质管理要求
12.1.2 了解文物三防工程的申报、审批管理要求
12.2 文物三防工程的技术要求与规范
12.2.1 了解文物三防工程的技术规范
12.2.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与三防工程实施的衔接要点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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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建筑防雷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管理办法（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古建筑修缮项目施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要求
古建筑保养维护操作规程
国家文物局政策性文件与研究成果
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工程申报审批与管理工
作的通知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 年 威尼斯）
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 年 奈良）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16 年）
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北京文件》
（2007 年 北京）
行业标准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WW/T 0024-2010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掌握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掌握
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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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通论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22

1

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1.1 我国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当代理念
1.1.1 了解我国文物保护发展的历程
1.1.2 了解我国文物保护理念的演变过程
1.1.3 熟悉保护理念在我国文物保护工程实践中的体现及指导意义
1.2 国际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当代理念
1.2.1 了解《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
1.2.2 了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1.2.3 了解《奈良真实性文件》
1.2.4 了解《北京文件》
1.3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主要内容
1.3.1 熟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文物保护工程中的指导意义
1.3.2 熟悉文物古迹的定义及其分类
1.3.3 了解文物古迹本体与环境的区分及界定
1.3.4 掌握文物古迹价值的分类及评估标准
1.3.5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原则
1.3.6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和管理的工作程序
1.3.7 掌握文物古迹保护措施的分类及实施准则
1.3.8 了解文物古迹合理利用的意义及实施准则
1.3.9 熟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对条款内容的阐释

2

文物保护行业基础知识
2.1 中国建筑史基础知识
2.1.1 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
2.1.2 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各时代的主要特征
2.1.3 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历史
2.2 考古学基础知识
2.2.1 了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术语
2.3 文物古迹测绘制图
2.3.1 了解文物古迹测绘的基本知识与技术方法
2.4 我国文物保护单位与世界遗产基础知识
2.4.1 了解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与重要实例
2.4.2 了解我国世界遗产的重要实例

3

文物保护工程基础知识
3.1 文物保护工程概况
3.1.1 熟悉我国文物保护工程分类标准
3.1.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目标和任务
3.1.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主要实施步骤
3.2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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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了解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成果文件的评析原则
3.2.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成果文件的核心内容
3.3 文物保护工程实施
3.3.1 熟悉各主要类别文物古迹的病害类型及其工程措施
3.3.2 熟悉各主要文物构成材料的材料特性、病害原理及其维修工程措
施
3.3.3 熟悉各类文物保护材料的基础知识及其使用方法
3.3.4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的阅读要点
3.3.5 掌握图纸会审的流程及技术交底的要点

4

工程监理概论
4.1 工程监理的基本概念
4.1.1 熟悉工程监理的含义与性质
4.1.2 掌握工程监理的相关法规与制度
4.2 工程监理的基本内容
4.2.1 熟悉工程监理的基本任务
4.2.2 掌握工程监理的行为规范
4.2.3 掌握工程监理的组织形式
4.2.4 掌握工程监理的基本要素
4.2.5 掌握工程监理的实施依据

5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通论

5.1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基本概念
5.1.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的概念、性质和任务
5.1.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的主要术语及其定义
5.1.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工作的主要人员构成、分工与职责
5.2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的一般性要求
5.2.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的主要依据
5.2.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监理的实施程序和实施原则
5.2.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监理的组织理论和组织管理
5.2.4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工作的主要阶段和工作内容
5.2.5 熟悉监理单位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业主的关系以及在重要工
程节点中的工作配合流程
5.3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的特殊性
5.3.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与现代建设工程监理的一致性
5.3.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监理的特殊性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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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建筑防雷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文物违法行为举报管理办法（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管理办法（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古建筑修缮项目施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要求
国家文物局政策性文件与研究成果
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工程申报审批与管理
工作的通知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 年 威尼斯）
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 年 奈良）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16 年）
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北京文件》
（2007 年 北京）
行业标准
《古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监理规范》WW/T 0034-2012
相关行业标准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 50319-2013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掌握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掌握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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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实务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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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工作实施要点
1.1 监理规划与监理实施细则
1.1.1 掌握监理规划的编制内容以及报送与修改程序
1.1.2 掌握监理实施细则的必要性、编制依据和主要内容
1.2 文物保护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1.2.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招投标的程序和要求
1.2.2 掌握对施工方合同管理的基本要求
1.2.3 掌握对分包方资格审查的主要内容
1.2.4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合同管理的要求和争议处理方式
1.3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机构设置及人员职责
1.3.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机构及人员设置原则
1.3.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人员职责
1.4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监理
1.4.1 熟悉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的监理工作内容
1.4.2 熟悉施工组织设计的评析原则
1.4.3 掌握施工审批的程序及要求
1.4.4 掌握图纸会审的主要内容和磋商内容
1.4.5 掌握工程开工的基本条件
1.5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阶段监理
1.5.1 掌握在工程实施过程对设计确定的保护原则的把握
1.5.2 掌握在工程实施中施工方案的选择
1.5.3 掌握文物拆卸阶段的主要工程内容
1.5.4 掌握旁站监理的工作内容
1.5.5 掌握修缮阶段的监理内容
1.5.6 掌握工程实施中工程资料的记录内容和编制办法
1.6 工程变更管理
1.6.1 掌握工程发生变更时的处理原则
1.6.2 掌握工程变更的处理方法
1.6.3 掌握工程变更涉及费用、工期变化的处理方式
1.6.4 掌握工程暂停令的发出条件和程序
1.6.5 掌握工程变更相关合同争议的处理原则
1.7 文物保护工程质量控制
1.7.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关注的重点
1.7.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各阶段的质量控制
1.7.3 掌握对于施工单位管理体系检查及施工过程巡视检查的内容
1.7.4 掌握检验批、分项、隐蔽工程、分部和单位工程质量验收的内容、
程序和组织
1.7.5 掌握对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认可和批准程序
1.7.6 掌握工程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的处理办法
1.8 文物保护工程进度控制
1.8.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进度控制内容和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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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熟悉文物保护施工的方式及其特点
1.8.3 掌握施工进度滞后的应对处理方式
1.9 文物保护工程投资控制
1.9.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投资控制的依据及主要任务
1.9.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投资构成
1.9.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量审核与工程量清单的签署要求
1.9.4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竣工决算
1.9.5 熟悉费用索赔的内容和确认程序
1.10 文物保护工程信息收集与管理
1.10.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信息收集的内容
1.10.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信息收集与管理的方法和要点
1.11 文物保护工程验收阶段监理
1.11.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的基本程序和监理工作内容
1.11.2 掌握验收阶段的整改内容和要求
1.11.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竣工报告的编制办法
1.12 文物保护工程保修期阶段监理
1.12.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保修阶段的工作内容
1.12.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质量缺陷责任的确认
1.12.3 了解文物保护工程绩效考评的意义
1.12.4 了解文物保护工程绩效考评的方法
1.13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安全监理
1.13.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安全组织与安全制度
1.13.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安全监理的基本要求
1.13.3 掌握重要阶段与部位施工时的监理要求
1.14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文件编写
1.14.1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工地测绘纪要编写要求
1.14.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月报、工作总结、阶段性报告、专项报告
等文件的编写要求
1.14.3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中各项通知的发出及收回
1.14.4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各种表格的应用
1.15 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单位组织协调
1.15.1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工程合同相关方的协调方式
1.15.2 掌握工地会议的分类和参会人员要求
1.15.3 掌握工地例会的主要内容

2

文物保护工程资料档案及竣工验收
2.1 文物保护工程资料档案工作
2.1.1 了解文物保护工程档案资料的重要性
2.1.2 熟悉文物保护工程档案资料的主要内容
2.1.3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档案资料的记录与编制方法
2.1.4 掌握监理工作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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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资料档案的整理及保存规则

3

文物三防工程
3.1 文物三防工程的管理
3.1.1 熟悉文物三防工程的资质管理要求
3.1.2 了解文物三防工程的申报、审批管理要求
3.2 文物三防工程的技术要求与规范
3.2.1 了解文物三防工程的技术规范
3.2.2 掌握文物保护工程与三防工程实施的衔接要点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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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古建筑修缮项目施工规程（试行）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行业标准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WW/T 0024-2010
《古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监理规范》WW/T 0034-2012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规范》WW/T 0040-2012
《土遗址保护试验技术规范》WW/T 0039-2012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 50165-92
《古建筑彩画保护修复技术要求》WW/T 0037-2012
《石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规范》WW/T 0063-2015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WW/T 0051-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瓦》WW/T 0050-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砖》WW/T 0049-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清代官式建筑修缮材料 琉璃瓦》WW/T0073-2017
《干燥类土遗址保护加固工程设计规范》WW/T 0038-2012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相关行业标准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 50319-2013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掌握
掌握
掌握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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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设计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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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古建筑基本知识
1.1 中国古建史
1.1.1 熟悉中国古建史
1.1.2 熟悉中国古建史经典案例（含传统建筑中的乡土类型）
1.2 古建筑基本常识
1.2.1 掌握不同类别古建筑区分方法
1.2.2 掌握古建筑构件的构件名称与识别方法
1.2.3 熟悉《营造法式》、
《园冶》、
《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建筑
典籍
1.2.4 了解其他类型文物基本知识

2

古建筑保护工程概要
2.1 古建筑保护工程基本情况
2.1.1 熟悉我国古建筑保护工程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2.1.2 了解多学科在古建筑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2.2 古建筑保护工程的要求
2.2.1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2.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古建筑保护工程中
的应用
2.2.3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的程序
2.2.4 熟悉古建筑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古建筑病害原理
3.1 古建筑材料特性
3.1.1 熟悉古建筑常用木材的材料特性
3.1.2 熟悉古建筑常用砖石材料与勾缝砂浆材料的材料特性
3.1.3 熟悉古建筑常用瓦件的材料特性
3.1.4 熟悉古建筑常用油饰彩画材料的特性
3.1.5 熟悉生土文物建筑常用材料的材料特性
3.2 古建筑常用材料的病害原理
3.2.1 掌握古建筑常用木材的病害原理
3.2.2 掌握古建筑常用砖石材料与勾缝砂浆材料的病害原理
3.2.3 掌握古建筑常用瓦件的病害原理
3.2.4 掌握古建筑常用油饰彩画材料的病害原理
3.2.5 掌握生土文物建筑常用材料的病害原理
3.3 古建筑基本病害类型
3.3.1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2 熟悉砖石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3 熟悉生土类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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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
4.1 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
4.1.1 熟悉调研测绘前期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4.1.2 掌握古建筑价值载体的认定和特征判断的原则和方法
4.1.3 掌握古建筑勘察记录测绘方法
4.1.4 了解三维激光扫描、摄影测量在古建筑勘察中的运用
4.1.5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结构可靠性的鉴定方法
4.1.6 掌握古建筑价值载体保存状况的勘察与评估要点
4.1.7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报告的编制要求

5

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5.1 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程序、框架及方法
5.1.1 熟悉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程序
5.1.2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框架
5.1.3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方法
5.1.4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设计文件调整、变更的要求和程
序
5.2 古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
5.2.1 掌握根据勘测、评估、鉴定结果制定古建筑保护工程技术路线与
技术措施
5.2.2 掌握古建筑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
5.3 文物保护工程概算、预算
5.3.1 熟悉古建筑保护工程概算、预算的编制

6

古建筑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6.1 木构文物建筑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6.1.1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木作维修技术
6.1.2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砖瓦作维修技
6.1.3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石作维修技术
6.1.4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夯土维修技术
6.1.5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油漆作维修技术
6.1.6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彩画作维修技术
6.1.7 了解木构文物建筑其他类型工种工程维修技术
6.2 砖石文物建筑工程维修技术
6.2.1 熟悉砖石砌体结构的裂缝修补及砌体加固技术
6.2.2 熟悉砖石拱券及穹隆的维修技术
6.2.3 熟悉砖石文物建筑的基础维修技术
6.3 生土文物建筑维修工程技术
6.3.1 熟悉生土文物建筑的维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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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预防性保护
6.4.1 熟悉古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6.4.2 熟悉古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7

文物保护材料
7.1 木质文物保护材料和技术
7.1.1 熟悉木质文物常用保护材料类别与原理
7.1.2 掌握木材的防虫、防腐及加固处理方法
7.2 砖瓦石文物保护材料和技术
7.2.1 熟悉砖瓦石文物常用保护材料类别与原理
7.2.2 熟悉石材的加固及表面封护技术
7.2.3 熟悉砖瓦质材料的加固处理方法
7.3 土质文物保护材料和技术
7.3.1 了解土质文物常用的保护材料类别与原理
7.3.2 了解土质文物表面加固、封护技术

8

相关工程
8.1 古建筑三防工程要求
8.1.1 了解三防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要求
8.1.2 了解三防工程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8.2 古建筑相关工程实施要求
8.2.1 了解与古建筑相关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工程的衔接实施要点
8.2.2 了解古建筑周边环境整治工程的实施要求
8.2.3 了解古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衔接实施要求与原则

9

文物建筑的开放
9.1 开放要求
9.1.1 熟悉古建筑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原则要求
9.1.2 熟悉古建筑对外开放相关工程的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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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古建筑修缮项目施工规程（试行）
古建筑保养维护操作规程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1999 年）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行业标准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 50165-92
《古建筑彩画保护修复技术要求》WW/T 0037-2012
《石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规范》WW/T 0063-2015
《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GB/T 50452-2008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WW/T 0051-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瓦》WW/T 0050-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砖》WW/T 0049-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清代官式建筑修缮材料 琉璃瓦》WW/T0073-2017
《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名人故居》WW/T 0076-2017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室外铁质文物缓蚀工艺规范》WW/T0074-2017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预算定额(南方地区) WW/T0084-2017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预算定额(北方地区) WW/T0085-2017
相关行业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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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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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古建筑基本知识
1.1 中国古建史
1.1.1 了解中国古建史
1.1.2 了解中国古建筑经典案例
1.2 古建筑基本常识
1.2.1 掌握不同类型古建筑的构造形式、时代特点及材料要求
1.2.2 熟悉古建筑构件名称与类别
1.2.3 熟悉古建筑构件构造特性
1.2.4 熟悉古建筑构件材料特性

2

古建筑保护工程概要
2.1 古建筑保护工程的要求
2.1.1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1.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古建筑保护工程中
的应用
2.1.3 掌握古建筑保护工程的程序
2.1.4 熟悉古建筑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古建筑病害原理
3.1 古建筑材料特性
3.1.1 熟悉古建筑常用木材的材料特性
3.1.2 熟悉古建筑常用砖石材料与勾缝砂浆材料的材料特性
3.1.3 熟悉古建筑常用瓦件的材料特性
3.1.4 熟悉古建筑常用油饰彩画材料的特性
3.1.5 熟悉生土文物建筑常用材料的材料特性
3.2 古建筑常用材料的病害原理
3.2.1 了解古建筑常用木材的病害原理
3.2.2 了解古建筑常用砖石材料与勾缝砂浆材料的病害原理
3.2.3 了解古建筑常用瓦件的病害原理
3.2.4 了解古建筑常用油饰彩画材料的病害原理
3.2.5 了解生土文物建筑常用材料的病害原理
3.3 古建筑基本病害类型
3.3.1 了解木构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2 了解砖石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3 了解生土类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4

古建筑保护材料
4.1 针对古建筑不同材质的保护材料的相关技术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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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4.1.2
4.1.3
4.1.4
4.1.5

5

掌握木材的防虫、防腐及加固处理方法
掌握石材的加固及表面封护技术
掌握砖、瓦（琉璃构件）、木质材料的加固材料及处理方法
掌握土质材料的加固材料及病害处理方法
掌握裱糊材料的加固材料及处理方法

古建筑保护工程实施
5.1 木构文物建筑维修工程技术
5.1.1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木作维修技术及补配构件、材料的制作方法
5.1.2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瓦作维修技术及补配构件、材料的制作方法
5.1.3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石作维修技术及补配构件、材料的制作方法
5.1.4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油漆维修技术
5.1.5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彩画作维修技术
5.1.6 了解木构文物建筑裱糊作维修技术
5.2 砖石文物建筑维修工程技术
5.2.1 掌握砖石文物建筑基础的维修技术
5.2.2 掌握砖石文物建筑中瓦木油画油饰彩画的维修技术
5.2.3 掌握砖石砌体结构的裂缝修补及砌体加固技术
5.2.4 掌握砖石塔的维修技术
5.2.5 掌握砖石拱券及穹隆的维修技术
5.3 生土类文物建筑维修工程技术
5.3.1 掌握生土类建筑的维修工程技术
5.3.2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夯土维修技术
5.4 古建筑保护工程中的特殊类型
5.4.1 了解古建筑抬升、平移、解体搬迁等工程的实施原则和技术要点
5.5 预防性保护
5.5.1 了解古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5.5.2 了解古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6

古建筑三防工程
6.1 消防工程
6.1.1 了解古建筑消防工程的主要类型
6.1.2 了解古建筑消防的相关规范和保护工程的衔接组织
6.2 安防工程
6.2.1 了解古建筑安防工程的主要类型
6.2.2 了解古建筑安防的相关规范
6.3 防雷工程
6.3.1 了解古建筑防雷工程的主要类型
6.3.2 了解古建筑防雷的相关规范和保护工程的衔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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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管理
7.1 施工准备
7.1.1 熟悉设计交底的要点和程序
7.1.2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内容以及调整、上报要求
7.1.3 掌握文物建筑维修脚手架工程技术
7.2 施工现场管理
7.2.1 熟悉工程现场组织与管理
7.2.2 熟悉现场试验与取样规则
7.2.3 熟悉工程记录档案的记录和整理要求
7.3 竣工验收
7.3.1 掌握竣工验收流程
7.3.2 掌握竣工验收报告的相关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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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古建筑修缮项目施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要求
古建筑保养维护操作规程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行业标准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 50165-92
《古建筑彩画保护修复技术要求》WW/T 0037-2012
《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GB/T 50452-2008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WW/T 0051-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瓦》WW/T 0050-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砖》WW/T 0049-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清代官式建筑修缮材料 琉璃瓦》WW/T0073-2017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室外铁质文物缓蚀工艺规范》WW/T0074-2017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预算定额(南方地区) WW/T0084-2017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预算定额(北方地区) WW/T0085-2017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掌握
熟悉
掌握
掌握
掌握
了解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了解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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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及石刻（设计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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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石窟寺及石刻基本知识
1.1 我国石窟寺发展史
1.1.1 熟悉我国石窟寺发展史
1.2 我国石质文物概况
1.2.1 熟悉我国石窟寺的重要类型和经典案例
1.2.2 熟悉我国石刻类（包括岩画）文物的类型和典型案例
1.3 美术史基本常识
1.3.1 了解石窟寺涉及的中国美术史的内容
1.3.2 熟悉石窟寺造像的类型和主要辨别方法

2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概要
2.1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基本情况
2.1.1 熟悉我国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发展历程及经典案例
2.1.2 了解多学科在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2.1.3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保护的经验教训
2.2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要求
2.2.1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2.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石窟寺及石刻保护
工程中的应用
2.2.3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程序
2.2.4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石窟寺及石刻病害原理
3.1 石窟寺及石刻的环境特征
3.1.1 熟悉我国石窟寺及石刻分布的集中区域及自然环境条件
3.1.2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岩石类型与地质环境的关系
3.1.3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常见不良地质现象和自然灾害威胁因素
3.2 石窟寺及石刻基本病害类型
3.2.1 掌握岩石的材料特性和地质特征
3.2.2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2.3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赋存岩体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2.4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相关木结构的病害类型和成因分析
3.2.5 掌握石窟寺内壁画和彩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4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
4.1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测绘
4.1.1 熟悉调研测绘前期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4.1.2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价值载体的认定和特征判断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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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掌握崖壁、洞窟等类型石质文物本体测绘内容和技术要求
4.1.4 掌握碑刻和单体石刻测绘内容和技术要求
4.1.5 掌握石窟寺内壁画彩塑的勘察记录测绘方法
4.1.6 熟悉数字化和近景摄影测量在石窟寺及石刻勘察中的运用
4.2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
4.2.1 掌握岩土工程勘察的内容、方法与技术要求
4.2.2 熟悉环境工程地质问题的勘察内容及要求
4.2.3 掌握石质文物常见病害的勘察方法与技术要求
4.2.4 掌握岩体稳定性的勘察方法与技术要求
4.2.5 掌握渗漏病害的勘察方法与技术要求
4.2.6 掌握石质文物表面劣化病害的勘察方法与技术要求
4.2.7 熟悉岩石材料室内环境模拟加速劣化试验的原理和方法
4.2.8 熟悉石刻现场保护实验的技术与材料
4.2.9 熟悉石窟寺内壁画和彩塑的病害勘察方法与技术要求
4.2.10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报告的编写要求

5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5.1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程序、框架及方法
5.1.1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程序
5.1.2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框架
5.1.3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方法
5.1.4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设计文件调整、变更的要
求和程序
5.2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
5.2.1 掌握根据勘测、评估、鉴定结果制定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技术
路线与技术措施
5.2.2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技术要求
5.3 文物保护工程概算、预算
5.3.1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概算、预算的编制

6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6.1 石窟寺及石刻岩体加固与防风化技术
6.1.1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的岩体加固技术
6.1.2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的岩体防渗治理技术
6.1.3 熟悉灌浆锚固工程技术及其应用
6.1.4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表面封护技术
6.1.5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文物常用保护材料与原理
6.2 石窟寺内壁画和彩塑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6.2.1 熟悉石窟寺内壁画和彩塑保护工程技术及其应用
6.2.2 熟悉石窟寺内壁画和彩塑保护材料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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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预防性保护
6.3.1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6.3.2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6.3.3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预防性保护所需实施的监测技术与方法

7

三防工程
7.1 石窟寺及石刻三防工程要求
7.1.1 了解三防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要求
7.1.2 了解三防工程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8

石窟寺及石刻的保护性建筑
8.1 保护性建筑概述
8.1.1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的类型
8.1.2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各类保护性建筑的利弊
8.1.3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的经典案例
8.2 保护性建筑实施要点
8.2.1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的实施原则和要点
8.2.2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的对监测工作的要求

9

石窟寺及石刻的开放
9.1 开放要求
9.1.1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的开放政策与原则
9.1.2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对外开放对若干指标的控制要求
9.1.3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对外开放相关工程的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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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古建筑修缮项目施工规程（试行）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壁画保护、修复和保存原则》
行业标准
《石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规范》WW/T 0063-2015
《砖石质文物吸水性能测定表面毛细吸收曲线法》WW/T 00652015
《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GB/T 50452-2008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WW/T 0051-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相关行业标准
《近景摄影测量规范》GBT 12979-2008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了解
掌握
熟悉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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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及石刻（工程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46

1

我国石窟寺及石刻基本知识
1.1 我国石窟寺发展史
1.1.1 了解我国石窟寺发展史
1.2 我国石质文物概况
1.2.1 熟悉我国石窟寺的重要类型和经典案例
1.2.2 熟悉我国石刻类（包括岩画）文物的类型和典型案例
1.3 美术史基本常识
1.3.1 了解石窟寺涉及的中国美术史的内容
1.3.2 了解石窟寺造像的类型和主要辨别方法

2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概要
2.1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要求
2.1.1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1.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石窟寺及石刻保护
工程中的应用
2.1.3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程序
2.1.4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石窟寺及石刻病害原理
3.1 石窟寺及石刻的环境特征
3.1.1 了解我国石窟寺及石刻分布的集中区域及自然环境条件
3.1.2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赋存岩体岩石类型与地质环境的关系
3.1.3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常见的不良地质现象和自然灾害威胁因素
3.2 石窟寺及石刻基本病害类型
3.2.1 熟悉岩石的材料特性和地质特征
3.2.2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2.3 熟悉石窟寺石刻赋存岩体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2.4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相关木结构的病害类型和成因分析
3.2.5 熟悉石窟寺内壁画和彩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4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4.1 石窟寺及石刻岩体保护加固技术
4.1.1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的岩体治理加固技术
4.1.2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的岩体防渗治理技术
4.1.3 掌握灌浆锚固工程技术及其应用
4.2 石窟寺及石刻岩体表面防风化加固技术
4.2.1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常用保护材料类别与原理
4.2.2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表面封护技术
4.2.3 掌握石窟寺及石刻的加固技术
4.3 石窟寺内壁画和彩塑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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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掌握石窟寺内壁画和彩塑保护工程技术及其应用
4.4 预防性保护
4.4.1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4.4.2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4.4.3 熟悉石窟寺及石刻的监测技术

5

石窟寺及石刻的保护性建筑
5.1 保护性建筑概述
5.1.1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的类型
5.1.2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各类保护性建筑的利弊
5.1.3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的经典案例
5.1.4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对监测工作的要求

6

石窟寺及石刻的三防工程
6.1 消防工程
6.1.1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消防工程的主要类型
6.1.2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消防的相关规范
6.2 安防工程
6.2.1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安防工程的主要类型
6.2.2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安防的相关规范
6.3 防雷工程
6.3.1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防雷工程的主要类型
6.3.2 了解石窟寺及石刻防雷的相关规范

7

工程管理

7.1 施工准备
7.1.1 熟悉设计交底的要点和程序
7.1.2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以及调整、上报要求
7.1.3 掌握维修脚手架工程技术
7.2 施工现场管理
7.2.1 熟悉工程现场组织与管理
7.2.2 熟悉现场试验与取样规则
7.2.3 熟悉工程记录档案的记录和整理要求
7.3 竣工验收
7.3.1 掌握竣工验收流程
7.3.2 掌握竣工验收报告的相关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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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要求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壁画保护、修复和保存原则》
行业标准
《石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规范》WW/T 0063-2015
《砖石质文物吸水性能测定表面毛细吸收曲线法》WW/T 00652015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WW/T 0051-2014
《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GB/T 50452-2008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掌握
掌握
了解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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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遗址古墓葬（设计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50

1

考古学概论
1.1 考古学史基本常识
1.1.1 了解考古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
1.1.2 熟悉我国考古学诞生与发展的过程和主要成就
1.2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1.2.1 了解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知识
1.2.2 熟悉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
1.2.3 了解考古类型学及其基本原理
1.2.4 熟悉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方法
1.2.5 掌握考古发掘报告、简报的阅读方法
1.2.6 掌握考古相关图纸的阅读方法与信息的获取途径
1.2.7 熟悉考古发掘过程中对遗址现场保护的技术要求
1.3 我国古遗址古墓葬概要
1.3.1 熟悉我国古遗址古墓葬的类型和特征
1.3.2 熟悉我国古遗址古墓葬的重要案例

2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概要
2.1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基本情况
2.1.1 熟悉我国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发展历程及经典案例
2.1.2 熟悉我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和环境整治的各类工程处理方式
2.1.3 熟悉我国考古遗址保护的技术流程和基本要求
2.1.4 了解多学科在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2.1.5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保护的经验教训
2.2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要求
2.2.1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2.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古遗址古墓葬保护
工程中的应用
2.2.3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程序
2.2.4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2.2.5 熟悉考古工作在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作中各个阶段发挥的作用
2.2.6 了解考古遗址特有的保护与展示工程理念
2.2.7 了解基本建设等人为影响因素下古遗址古墓葬保护的基本方法

3

古遗址古墓葬病害原理
3.1 古遗址古墓葬保存的环境影响因素
3.1.1 熟悉各类气候条件下古遗址古墓葬保存特征
3.1.2 熟悉水文地质条件影响古遗址古墓葬保存的基本原理
3.2 古遗址古墓葬常见材料的材料特性
3.2.1 熟悉土质材料的主要类型和材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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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熟悉砖石材料的主要类型和材料特性
3.2.3 熟悉木质材料的主要类型和材料特性
3.3 古遗址古墓葬常见材料的病害原理
3.3.1 掌握土质材料的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2 掌握砖石材料的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3 掌握木质材料的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4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常见不良地质现象和自然灾害威胁因素

4

古遗址古墓葬勘察
4.1 古遗址古墓葬勘察
4.1.1 熟悉调研测绘前期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4.1.2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价值载体的认定和特征判断的原则和方法
4.1.3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勘察阶段划分和任务深度
4.1.4 熟悉配合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开展的补充性考古勘察工作内
容和基本要求
4.1.5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勘察记录测绘方法
4.1.6 了解倾斜摄影测量在考古遗址勘察中的运用
4.1.7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结构稳定性的勘察与评估方法
4.1.8 掌握水文地质勘察等古遗址古墓葬载体环境勘察内容和技术要
求
4.1.9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价值载体保存状况的勘察与评估要点
4.1.10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赋存载体以及相关环境要素的勘察内容和技
术要求
4.1.11 掌握勘察报告编制的内容和深度要求

5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设计勘察文件编制
5.1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程序、框架及方法
5.1.1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保护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程序
5.1.2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框架
5.1.3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方法
5.1.4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设计文件调整、变更的要
求和程序
5.2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设计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
5.2.1 掌握根据勘察、评估、鉴定结果制定保护工程技术路线与技术措
施的方法
5.2.2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技术要求
5.3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概算、预算
5.3.1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概算、预算的编制

6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技术和保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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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土遗址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6.1.1 熟悉土遗址保护性回填的技术要求
6.1.2 熟悉土遗址的本体加固工程技术
6.1.3 熟悉土遗址的载体加固工程技术
6.1.4 熟悉土遗址的保护性试验技术
6.2 砖石文物工程维修技术
6.2.1 熟悉砖石砌体结构的裂缝修补及砌体加固技术
6.2.2 熟悉砖石拱券及穹隆的维修技术
6.2.3 熟悉砖石基础的维修技术
6.3 木质文物工程维修技术
6.3.1 了解木质文物的加固维修技术
6.3.2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中木材的脱盐技术
6.4 保护材料
6.4.1 掌握土遗址常用的保护材料和技术手段
6.4.2 掌握砖石文物常用的保护材料和技术手段
6.4.3 了解木质文物常用的保护材料和技术手段
6.5 保护材料的检测
6.5.1 掌握保护材料检测的原则和基本要求
6.5.2 熟悉保护材料实验室实验的工作流程与方法
6.5.3 熟悉保护材料现场试验的工作流程与方法

7

古遗址古墓葬的预防性保护
7.1 预防性保护的原则策略
7.1.1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7.1.2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7.2 保护性设施
7.2.1 熟悉保护性设施建设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7.2.2 掌握保护性设施建设过程中对考古遗址保护的技术要求
7.2.3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性设施设计方案评析原则与方法
7.3 灾害与风险防护措施
7.3.1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防渗排水工程的技术要求和实施要点
7.4 监测
7.4.1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的监测任务
7.4.2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监测工作的技术要点
7.4.3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监测指标的运用方法

8

相关工程
8.1 古遗址古墓葬的展示利用工程
8.1.1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展示体系的评估方法与评估要点
8.1.2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展示体系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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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展示设施的设计要求
8.2 古遗址古墓葬三防工程要求
8.2.1 了解三防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要求
8.2.2 了解三防工程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8.3 古遗址古墓葬的环境整治工程
8.3.1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环境整治工程设计方案的工程设计对象（或工
程范围）与设计原则
8.3.2 掌握古墓葬环境整治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要求
8.3.3 熟悉古墓葬环境整治工程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8.4 古遗址古墓葬相关基础设施工程实施要求
8.4.1 了解与古遗址古墓葬相关的基础设施工程实施的要求

9

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
9.1 大遗址保护工作概要
9.1.1 熟悉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
9.1.2 熟悉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成果
9.1.3 了解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经费来源
9.2 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
9.2.1 熟悉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
9.2.2 掌握大遗址保护工作的特殊工作要求
9.2.3 熟悉大遗址考古与大遗址保护之间的重要关系

10 考古遗址公园
10.1 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概要
10.1.1 了解我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
10.1.2 了解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展的目的和意义
10.1.3 了解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录和管理体系现状
10.2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0.2.1 了解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程序及申报文件要求
10.2.2 了解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标准与评估细则
10.2.3 了解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原则及其经费来源
10.2.4 了解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行管理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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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导则（试行）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家文物局政策性文件与研究成果
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及运行管理指南（试行）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塞拉莱建议（2015 年）
行业标准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规范》WW/T 0040-2012
《土遗址保护试验技术规范》WW/T 0039-2012
《砖石质文物吸水性能测定表面毛细吸收曲线法》WW/T 00652015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干燥类土遗址保护加固工程设计规范》WW/T 0038-2012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了解
掌握
了解
了解
掌握
熟悉
了解
了解
掌握
掌握
了解
了解
掌握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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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遗址古墓葬（工程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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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古学概论
1.1 考古学史基本常识
1.1.1 了解考古学发展历程
1.1.2 了解我国考古学诞生与发展的过程和主要成就
1.2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1.2.1 了解考古学基本理论
1.2.2 了解考古学基本术语
1.2.3 了解考古发掘报告、简报的阅读方法
1.2.4 熟悉考古相关图纸的阅读方法与信息的获取途径
1.2.5 了解考古发掘过程中对遗址现场保护的技术要求
1.3 我国古遗址古墓葬概要
1.3.1 了解我国古遗址古墓葬的类型和特征
1.3.2 了解我国古遗址古墓葬的重要案例

2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概要
2.1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要求
2.1.1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1.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古遗址古墓葬保护
工程中的应用
2.1.3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程序
2.1.4 熟悉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古遗址古墓葬病害原理
3.1 古遗址古墓葬保存的环境影响因素
3.1.1 熟悉各类气候条件下古遗址古墓葬保存特征
3.1.2 熟悉水文地质条件影响古遗址古墓葬保存的基本原理
3.2 古遗址古墓葬常见材料的材料特性
3.2.1 熟悉土质材料的主要类型和材料特性
3.2.2 熟悉砖石材料的主要类型材料特性
3.2.3 熟悉木质材料的主要类型材料特性
3.3 古遗址古墓葬常见材料的病害原理
3.3.1 了解土质材料的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2 了解砖石材料的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3 了解木质材料的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4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常见不良地质现象和自然灾害威胁因素

4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工程技术和保护材料
4.1 土遗址保护工程维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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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掌握土遗址的本体加固维修技术
4.1.2 掌握土遗址的载体加固维修技术
4.1.3 掌握土遗址的保护试验技术
4.2 砖石文物工程维修技术
4.2.1 掌握砖石砌体结构的裂缝修补及砌体加固技术
4.2.2 掌握砖石拱券及穹隆的维修技术
4.2.3 掌握砖石基础的维修技术
4.3 木质文物工程维修技术
4.3.1 掌握木质文物的加固维修技术
4.3.2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中木材的脱盐技术
4.4 古遗址古墓葬保护材料
4.4.1 掌握土遗址常用的保护材料和技术手段
4.4.2 掌握砖石文物常用的保护材料和技术手段
4.4.3 掌握木质文物常用的保护材料和技术手段
4.5 保护材料的检测
4.5.1 掌握保护材料检测的原则和基本要求
4.5.2 掌握保护材料实验室实验的工作流程与方法
4.5.3 掌握保护材料现场试验的工作流程与方法

5

古遗址古墓葬的预防性保护
5.1 预防性保护的原则策略
5.1.1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5.1.2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5.2 保护性设施
5.2.1 了解保护性设施建设的原则和基本要求
5.2.2 掌握保护性设施建设过程中对考古遗址保护的要求
5.3 灾害与风险防护措施
5.3.1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防渗工程的技术要求和实施要点
5.4 监测
5.4.1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的监测任务
5.4.2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监测工作的技术要点
5.4.3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监测指标的运用方法

6

相关工程
6.1 古遗址古墓葬的相关工程
6.1.1 掌握古墓葬环境整治工程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6.1.2 掌握古遗址古墓葬展示利用工程的实施要求与原则
6.1.3 了解古遗址古墓葬安防工程的相关要求
6.1.4 了解与古遗址古墓葬相关的基础设施工程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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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管理
7.1 施工准备
7.1.1 熟悉设计交底的要点和程序
7.1.2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内容以及调整、上报要求
7.1.3 掌握维修脚手架工程技术
7.2 施工现场管理
7.2.1 熟悉工程现场组织与管理
7.2.2 熟悉现场试验与取样规程
7.2.3 熟悉工程记录档案的记录和整理要求
7.3 竣工验收
7.3.1 掌握竣工验收流程
7.3.2 掌握竣工验收报告的相关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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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要求
国家文物局政策性文件与研究成果
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行业标准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规范》WW/T 0040-2012
《土遗址保护试验技术规范》WW/T 0039-2012
《砖石质文物吸水性能测定表面毛细吸收曲线法》WW/T 00652015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干燥类土遗址保护加固工程设计规范》WW/T 0038-2012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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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设计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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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基本知识
1.1 近现代建筑史
1.1.1 熟悉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1.1.2 熟悉中国近现代建筑代表性实例
1.1.3 了解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1.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基本常识
1.2.1 了解我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分类
1.2.2 了解我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2.3 熟悉近现代砖石建筑的营造技术

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概要
2.1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基本情况
2.1.1 熟悉我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发展历程及
现状
2.1.2 了解多学科在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2.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要求
2.2.1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2.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2.2.3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程序
2.2.4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病害原理
3.1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材料特性
3.1.1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砖石材料的材料特性
3.1.2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木材的材料特性
3.1.3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混凝土的材料特性
3.1.4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钢材的材料特性
3.1.5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瓦件的材料特性
3.1.6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生土文物建筑材料特性
3.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材料的病害原理
3.2.1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砖石材料的病害原理
3.2.2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木材的病害原理
3.2.3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混凝土的病害原理
3.2.4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钢材的病害原理
3.2.5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瓦件的病害原理
3.2.6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生土文物建筑的病害原理
3.3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基本病害类型
3.3.1 熟悉砖石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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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3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生土文物建筑的主要病害
类型和成因
3.3.4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场地（含地基）的病害类型

4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勘察
4.1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勘察
4.1.1 熟悉调研测绘前期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4.1.2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价值载体的认定和特征判断
的原则和方法
4.1.3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勘察记录测绘方法
4.1.4 了解三维激光扫描、摄影测量在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
护工程勘察中的运用
4.1.5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价值载体保存状况的勘察与
评估要点
4.1.6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勘察报告的编制要
求
4.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结构安全评估
4.2.1 熟悉结构安全评估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4.2.2 掌握地基基础构件安全性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4.2.3 掌握上部结构构件安全性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4.2.4 掌握结构安全性综合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4.2.5 掌握重点保护部位完损等级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4.2.6 熟悉建筑抗震性能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5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5.1 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程序、框架及方法
5.1.1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的基本工作程序
5.1.2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的基本工作框架
5.1.3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的基本工作方法
5.1.4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设计文
件调整、变更的要求和程序
5.2 勘察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
5.2.1 掌握根据勘测、评估、鉴定结果制定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保护工程技术路线与技术措施
5.2.2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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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概算、预算
5.3.1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概算、预算的编制

6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工程维修技术
6.1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工程维修技术
6.1.1 熟悉主要结构类型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的结构加固技术
6.1.2 熟悉砌体外墙面清洗及修复技术
6.1.3 熟悉混凝土保护技术
6.1.4 熟悉典型屋面修缮技术
6.1.5 熟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门窗保护修复技术
6.1.6 熟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楼面、地面保护修复技术
6.1.7 熟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典型装饰装修部件保护修复技术
6.1.8 了解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平移技术
6.2 木构文物建筑工程维修技术
6.2.1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木作维修技术
6.2.2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砖瓦作维修技术
6.2.3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石作维修技术
6.2.4 熟悉木构文物建筑油漆作维修技术
6.3 生土文物建筑维修工程技术
6.3.1 熟悉生土文物建筑的维修技术
6.4 预防性保护
6.4.1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6.4.2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7

保护材料
7.1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保护材料和技术
7.1.1 熟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常用保护材料类别与原理
7.1.2 熟悉石材的加固及表面封护技术
7.1.3 熟悉砖瓦质材料的加固处理方法
7.1.4 熟悉混凝土材料的加固处理方法
7.1.5 熟悉钢材构件的加固处理方法
7.1.6 熟悉木材的防虫、防腐及加固处理方法
7.1.7 了解土质文物表面加固、封护技术

8

相关工程
8.1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三防工程要求
8.1.1 了解三防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要求
8.1.2 了解三防工程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8.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相关工程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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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了解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相关的基础设施工程的实
施要求
8.2.2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周边环境整治工程的实施要
求
8.2.3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内部装修与改造工程的实施
要求与原则

9

文物建筑的开放
9.1 开放要求
9.1.1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开放政策和原则要求
9.1.2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对外开放相关工程的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65

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国务院文件与公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1999 年）
关于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2003 年）
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2011 年）
行业标准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 50165-92
《古建筑彩画保护修复技术要求》WW/T 0037-2012
《石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规范》WW/T 0063-2015
《砖石质文物吸水性能测定表面毛细吸收曲线法》WW/T 00652015
《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GB/T 50452-2008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WW/T 0051-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瓦》WW/T 0050-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砖》WW/T 0049-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名人故居》WW/T 0076-2017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范》WW/T 0078-2017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WW/T 0048-2014
相关行业标准
《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2010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2005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了解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熟悉
掌握
了解
掌握
熟悉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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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熟悉
熟悉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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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工程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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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基本知识
1.1 近现代建筑史
1.1.1 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1.1.2 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代表性实例
1.1.3 了解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1.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基本常识
1.2.1 了解我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分类
1.2.2 了解我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2.3 熟悉近现代砖石建筑、钢结构建筑、水泥结构建筑的营造技术

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概要
2.1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要求
2.1.1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1.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2.1.3 掌握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程序
2.1.4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病害原理
3.1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材料特性
3.1.1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砖石材料的材料特性
3.1.2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木材的材料特性
3.1.3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混凝土的材料特性
3.1.4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钢材的材料特性
3.1.5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瓦件的材料特性
3.1.6 熟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生土文物建筑材料特性
3.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材料的病害原理
3.2.1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砖石材料的病害原理
3.2.2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木材的病害原理
3.2.3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混凝土的病害原理
3.2.4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钢材的病害原理
3.2.5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常用瓦件的病害原理
3.2.6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生土文物建筑的病害原理
3.3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基本病害类型
3.3.1 了解砖石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2 了解木构文物建筑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3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生土文物建筑的主要病害
类型和成因
3.3.4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场地（含地基）的病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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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工程维修技术
4.1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工程维修技术
4.1.1 掌握主要结构类型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的结构加固技术
4.1.2 掌握砌体外墙面清洗及修复技术
4.1.3 掌握混凝土保护技术
4.1.4 掌握典型屋面修缮技术
4.1.5 掌握近现代代表性建筑门窗保护修复技术
4.1.6 掌握近现代代表性建筑楼地面保护修复技术
4.1.7 掌握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典型装饰装修部件保护修复技术
4.1.8 掌握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的临时支顶及抢险加固技术
4.1.9 了解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平移技术
4.2 木构文物建筑工程维修技术
4.2.1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木作维修技术
4.2.2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砖瓦作维修技术
4.2.3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石作维修技术
4.2.4 掌握木构文物建筑油漆作维修技术
4.3 生土文物建筑维修工程技术
4.3.1 掌握生土文物建筑的维修技术
4.4 预防性保护
4.4.1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4.4.2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5

保护材料
5.1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保护材料和技术
5.1.1 掌握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常用保护材料类别与原理
5.1.2 掌握石材的加固及表面封护技术
5.1.3 掌握砖瓦质材料的加固处理方法
5.1.4 掌握混凝土材料的加固处理方法
5.1.5 掌握钢材构件的加固处理方法
5.1.6 熟悉木材的防虫、防腐及加固处理方法
5.1.7 掌握土质文物表面加固、封护技术

6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三防工程
6.1 消防工程
6.1.1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消防工程的主要类型
6.1.2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消防的相关规范
6.2 安防工程
6.2.1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安防工程的主要类型
6.2.2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安防的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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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防雷工程
6.3.1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防雷工程的主要类型
6.3.2 了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防雷的相关规范

7

工程管理
7.1 施工准备
7.1.1 熟悉设计交底的要点和程序
7.1.2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内容以及调整、上报要求
7.1.3 掌握文物建筑维修脚手架工程技术
7.2 施工现场管理
7.2.1 熟悉工程现场组织与管理
7.2.2 熟悉现场试验与取样规则
7.2.3 熟悉工程记录档案的记录和整理要求
7.3 竣工验收
7.3.1 掌握竣工验收流程
7.3.2 掌握竣工验收报告的相关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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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要求
古建筑修缮项目施工规程（试行）
国务院文件与公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关于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2003 年）
行业标准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WW/T 0024-2010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 50165-92
《砖石质文物吸水性能测定表面毛细吸收曲线法》WW/T 00652015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WW/T 0051-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瓦》WW/T 0050-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青砖》WW/T 0049-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石材》WW/T 0052-2014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范》WW/T 0078-2017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WW/T 0048-2014
《室外铁质文物缓蚀工艺规范》WW/T0074-2017
相关行业标准
《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2010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2005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掌握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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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设计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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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壁画类文物基本知识
1.1 我国壁画发展史与基本常识
1.1.1 熟悉我国壁画发展史
1.1.2 熟悉我国壁画的基本类型
1.1.3 熟悉我国壁画的经典案例
1.1.4 掌握壁画各重要组成部分的名称及基本特性
1.1.5 熟悉中国古代壁画的制作材料和技术
1.2 美术史基本常识
1.2.1 了解重要壁画中的美术史内容
1.2.2 了解壁画的题材内容

2

壁画保护工程概要
2.1 壁画保护工程基本情况
2.1.1 熟悉我国壁画保护工程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2.1.2 了解我国壁画保护工程的经典案例
2.1.3 了解多学科在壁画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2.1.4 了解壁画保护的经验教训
2.2 壁画保护工程的要求
2.2.1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2.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壁画保护工程中的
应用
2.2.3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的程序
2.2.4 熟悉壁画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壁画病害原理
3.1 壁画材料特性
3.1.1 熟悉壁画地仗层的材料特性
3.1.2 熟悉壁画颜料层的材料特性
3.2 壁画常用材料的病害原理
3.2.1 掌握壁画地仗层的病害原理
3.2.2 掌握壁画颜料层的病害原理
3.3 壁画基本病害类型
3.3.1 熟悉壁画病害机理的研究方法
3.3.2 熟悉壁画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3 熟悉壁画支撑体和保存环境特性对壁画的影响类型和成因

4

壁画保护工程勘察
4.1 壁画保护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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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1.10

5

熟悉调研测绘前期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掌握壁画价值载体的认定和特征判断的原则和方法
掌握壁画勘察记录测绘方法
了解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在壁画保护工程勘察中的运用
了解不同材料检测方法
了解壁画检测近年来的新技术
掌握壁画价值载体保存状况的勘察与评估要点
掌握壁画调查中病害详细调查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掌握壁画现状调查中环境调查与监测的重要指标项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勘察报告的编制要求

实验室与现场实验
5.1 针对壁画保护问题的实验室和现场实验
5.1.1 掌握实验材料的遴选方法
5.1.2 掌握实验室和现场实验的方法与措施
5.1.3 掌握实验过程中对壁画赋存环境指标的确定方法

6

壁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
6.1 壁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程序、框架及方法
6.1.1 熟悉壁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程序
6.1.2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框架
6.1.3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工作方法
6.1.4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设计文件调整、变更的要求和程序
6.2 壁画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
6.2.1 掌握根据勘测、评估、鉴定结果制定壁画保护工程技术路线与技
术措施的方法
6.2.2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
6.3 壁画保护工程概算、预算
6.3.1 熟悉壁画保护工程概算、预算的编制

7

壁画保护工程维修技术与材料
7.1 壁画保护工程维修技术与材料
7.1.1 熟悉空鼓壁画的修复技术与材料
7.1.2 熟悉起甲和粉化壁画的保护修复技术与材料
7.1.3 熟悉壁画脱盐的技术与材料
7.1.4 熟悉酥碱加固技术与材料
7.1.5 熟悉壁画的揭取、搬迁保护技术
7.1.6 熟悉壁画的复原技术
7.1.7 熟悉壁画边缘加固技术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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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熟悉缺损壁画的修补技术与材料
7.1.9 熟悉壁画表面污染物清除技术与材料
7.2 预防性保护
7.2.1 熟悉壁画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7.2.2 熟悉壁画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8

相关工程
8.1 壁画三防工程要求
8.1.1 了解三防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要求
8.1.2 了解三防工程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8.2 壁画相关工程实施要求
8.2.1 掌握壁画相应载体的各类工程实施中对壁画的防护措施要求

9

壁画的开放与展示
9.1 开放与展示要求
9.1.1 熟悉壁画的开放与展示政策与原则要求
9.1.2 了解壁画对外开放与展示过程中对若干指标的控制要求
9.1.3 熟悉壁画对外开放与展示过程中对相关防护设施的要求
9.1.4 熟悉壁画相关展示利用工程的实施要求

10 壁画数字化与档案建设
10.1 壁画数字化规程
10.1.1 熟悉壁画数字化的工作规程
10.1.2 了解壁画数字化元数据标准
10.1.3 熟悉壁画数字化摄影采集与数据处理的规程
10.2 壁画档案建设
10.2.1 了解壁画数字化信息存储与管理规范
10.2.2 熟悉壁画档案记录规范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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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壁画保护、修复和保存原则》
行业标准
《古建筑壁画数字化测绘技术规程》WW/T 0082-2017
《古代壁画现状调查规范》 WW/T 0006-2007
《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GB/T 30237-2013
《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GB/T 30236-2013
《古代壁画可溶盐测定 离子色谱法》WW/T 0079-2016
相关行业标准
《近景摄影测量规范》GBT 12979-2008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了解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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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工程师）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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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壁画类文物基本知识
1.1 我国壁画发展史
1.1.1 了解我国壁画发展史
1.1.2 了解我国壁画的经典实例
1.1.3 了解壁画各重要组成部分的名称及基本特性
1.1.4 熟悉中国古代壁画的制作材料和技术
1.2 美术史基本常识
1.2.1 了解重要壁画中的美术史内容
1.2.2 了解壁画的题材内容

2

壁画保护工程概要
2.1 壁画保护工程的要求
2.1.1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的主要目的、任务
2.1.2 掌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保护原则在壁画保护工程中的
应用
2.1.3 掌握壁画保护工程的程序
2.1.4 熟悉壁画保护工程的规范和技术要求

3

壁画病害原理
3.1 壁画材料特性
3.1.1 熟悉壁画地仗层的材料特性
3.1.2 熟悉壁画颜料层的材料特性
3.2 壁画常用材料的病害原理
3.2.1 了解壁画地仗层的病害原理
3.2.2 了解壁画颜料层的病害原理
3.3 壁画基本病害类型
3.3.1 了解壁画病害机理的研究方法
3.3.2 了解壁画主要病害类型和成因
3.3.3 了解壁画支撑体和保存环境特性对壁画的影响类型和成因

4

实验室与现场实验
4.1 针对壁画保护问题的实验室和现场实验
4.1.1 掌握实验材料的遴选方法
4.1.2 掌握实验室和现场实验的方法与措施
4.1.3 掌握实验过程中对壁画赋存环境指标的确定方法

5

壁画保护工程维修技术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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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壁画保护工程维修技术与材料
5.1.1 掌握空鼓壁画的修复技术与材料
5.1.2 掌握起甲及粉化壁画的保护修复技术与材料
5.1.3 掌握壁画脱盐的技术与材料
5.1.4 掌握酥碱加固技术与材料
5.1.5 掌握壁画的揭取、搬迁保护技术
5.1.6 熟悉壁画的复原技术
5.1.7 掌握壁画边缘加固技术与材料
5.1.8 掌握缺损壁画的修补技术与材料
5.1.9 掌握壁画表面污染物清除技术与材料
5.2 预防性保护
5.2.1 了解壁画预防性保护的原则
5.2.2 了解壁画预防性保护的实施要点

6

壁画的防护工程
6.1 壁画防护工程
6.1.1 掌握壁画相应载体的各类工程实施中，对壁画的防护措施要求
6.1.2 熟悉壁画对外开放与展示过程中相关防护设施的建设要求

7

工程管理
7.1 施工准备
7.1.1 熟悉设计交底的要点和程序
7.1.2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内容以及调整、上报要求
7.1.3 掌握文物维修脚手架工程技术
7.2 施工现场管理
7.2.1 熟悉工程现场组织与管理
7.2.2 熟悉现场试验与取样规则
7.2.3 熟悉工程记录档案的要求和整理要求
7.3 竣工验收
7.3.1 掌握竣工验收流程
7.3.2 掌握竣工验收报告的相关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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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要求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壁画保护、修复和保存原则》
行业标准
《古建筑壁画数字化测绘技术规程》WW/T 0082-2017
《古代壁画现状调查规范》 WW/T 0006-2007
《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GB/T 30237-2013
《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GB/T 30236-2013
《古代壁画可溶盐测定 离子色谱法》WW/T 0079-2016
相关行业标准
《近景摄影测量规范》GBT 12979-2008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掌握
熟悉
掌握
掌握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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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规划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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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物保护规划概要
1.1 文物保护规划基本情况
1.1.1 了解我国文物保护规划工作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1.2 了解多学科在文物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1.2 文物保护规划的作用
1.2.1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的主要目的、任务
1.2.2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的作用

2

文物保护规划编制与审批程序
2.1 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程序、框架及方法
2.1.1 熟悉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工作程序
2.1.2 熟悉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工作框架
2.1.3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工作方法
2.2 文物保护规划现状调查
2.2.1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现状调查的内容
2.2.2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现状调查的方法
2.3 文物保护规划的审批与公布
2.3.1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的审批程序与基本要求
2.3.2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公布的程序和基本要求

3

文物保护规划的技术要点
3.1 文物保护规划前期调查与信息采集
3.1.1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所需基础信息的内容与采集渠道
3.1.2 熟悉各类保护对象文物保护规划前期调查的内容与工作要点
3.1.3 熟悉文物保护规划利益相关者的认定及其意见收集方式
3.1.4 熟悉各类文物保护规划多学科合作的需求
3.1.5 了解卫星影像、航空摄影等技术在文物保护规划前期信息采集工
作中的应用
3.2 文物保护规划的评估
3.2.1 掌握价值评估在文物保护规划中的指导作用
3.2.2 掌握各类保护对象价值评估的要点
3.2.3 掌握根据价值评估确定保护对象及其特征的方法
3.2.4 掌握根据价值评估判断现状评估重点的方法
3.2.5 掌握对各类影响价值的威胁因素的判断和评估方法
3.3 规划策略与规划措施的制定
3.3.1 掌握根据评估制定规划目标和愿景的技术路线
3.3.2 掌握根据评估结论制定规划策略的方法
3.3.3 掌握保护区划的划定原则和技术要点
3.3.4 掌握各项规划措施的技术要点与评估结论的衔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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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掌握制定各项规划措施及实施要点的评估依据和可行性分析方
法
3.4 规划沟通与衔接
3.4.1 掌握规划编制各阶段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工作要点
3.4.2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要点

4

文物保护规划文件的编制与要求
4.1 文物保护规划文本的编制
4.1.1 掌握总则的编制内容
4.1.2 掌握专项评估的编制内容与深度要求
4.1.3 掌握规划框架的编制内容
4.1.4 掌握保护区划的编制内容与深度要求
4.1.5 掌握保护措施的编制内容与深度要求
4.1.6 掌握环境规划的编制内容与深度要求
4.1.7 掌握展示利用规划的编制内容与深度要求
4.1.8 掌握管理规划的编制内容与深度要求
4.1.9 掌握分期规划的编制内容与深度要求
4.1.10 掌握投资估算的编制内容
4.1.11 掌握附则的编制内容
4.1.12 熟悉专项规划的编制内容
4.2 文物保护规划图纸的编制
4.2.1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的基本图纸绘制内容与要求
4.2.2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的说明图纸与内容与要求
4.2.3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的补充性图纸与内容与要求
4.3 文物保护规划说明的编制
4.3.1 掌握保护对象说明的编制内容
4.3.2 掌握专项评估报告的编制内容
4.3.3 掌握专项规划说明的编制内容
4.3.4 掌握规划实施保障建议的编制内容
4.4 文物保护规划基础资料汇编的编制
4.4.1 掌握文物保护规划基础资料汇编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4.5 大遗址保护规划
4.5.1 掌握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特殊内容与要求
4.5.2 掌握大遗址保护规划中需要收集的基础材料内容

5

行业内其他重要规划的编制与要求
5.1 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要求
5.1.1 熟悉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总体编制要求
5.1.2 熟悉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成果中规划说明的编制内容与方法
5.1.3 熟悉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成果中规划图纸的编制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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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熟悉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成果中附件的编制内容与方法
5.2 世界遗产管理规划
5.2.1 熟悉《实施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对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的要求
5.2.2 熟悉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及其所涉及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
区别及其衔接关系

6

规划评析
6.1 文物保护规划评析
6.1.1 熟悉文物保护规划评析的内容与要点
6.2 遗址考古公园规划评析
6.2.1 了解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评析的内容与要点
6.3 遗产地管理规划评析
6.3.1 了解遗产地管理规划评析的内容与要点

7

其他重要规划的相关知识
7.1 城乡规划
7.1.1 熟悉城乡规划的分类及基本编制内容
7.1.2 掌握城乡规划中与文物保护相关的各类控制内容与要求
7.1.3 熟悉城乡规划中各类强制性内容与要求
7.1.4 熟悉城乡规划、土地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土地分类及土地利
用方式
7.2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
7.2.1 掌握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编制要求与基本内容
7.2.2 掌握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与文物保护规划的相互支
撑和衔接关系
7.2.3 掌握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与要求
7.3 风景名胜区规划
7.3.1 熟悉风景名胜区规划的分类、编制要求与基本内容
7.3.2 掌握风景名胜区规划与文物保护规划的相互支撑和衔接关系
7.3.3 熟悉风景名胜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与要求

注：
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行业标准和准则均以现行版本为准。
了解：对该条目内容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该条目的基本知识点。
熟悉：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认知，知晓该条目的全部知识点。
掌握：对该条目内容有全面的理解，能灵活运用该条目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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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法规、重要文件与规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长城保护条例
部门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
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经营性活动管理规定（试行）
文物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
构工作规范（试行）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
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导则（试行）
国务院文件与公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
国家文物局政策性文件与研究成果
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及运行管理指南（试行）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掌握程度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掌握
熟悉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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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风景名胜区条例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行业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宪章、宣言和文件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16 年）
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1987 年 华盛顿)
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 年 奈良）
国际文化旅游宪章（1999 年）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1999 年）
关于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2003 年）
西安宣言（2005 年 西安）
会安草案（2005 年 会安）
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北京文件》
（2007
年 北京）
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宪章（2008 年）
文化线路宪章（2008 年）
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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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
《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服务规范》GB/T 22528-2008
《大遗址保护规划规范》WW/Z 0072-2015
《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名人故居》WW/T 0076-2017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熟悉
了解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6571-2012

熟悉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文物保护单位游客承载量评估规范》WW/T 008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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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制图标准》CJJ/T 97-2003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 50298-1999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 50357-2005

了解
熟悉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了解
掌握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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