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监理工程师考试《案例分析》模考试卷2

第 1 题：解析题

某实施监理的工程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了中标单位并签订合同。
该工程合同条款中部分规定如下：
(1)由于设计未完成，承包范围内待实施的工程虽然性质明确，但工程量还难以确定，双方商定拟采用总价
合同形式签订施工合同，以减少双方的风险。
(2)施工单位按建设单位代表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施工单位不承担因此引起的工期
延误和费用增加的责任。
(3)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供场地的工程地质和地下主要管网线路资料，供施工单位参考使用。
(4)施工单位不能将工程转包，但允许分包，也允许分包单位将分包的工程再次分包给其他施工单位。
在施工招标文件中，按工期定额计算，该工程工期为573天。但在施工合同中，双方约定：开工日期为
2007年12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09年7月25日，日历天数为586天。
在工程实际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下列情况：
工程进行到第6个月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出通知，指令压缩国家基建投资，要求某些建设项目暂停施
工。该工程项目属于指令停工下马项目，因此，业主向承包商提出暂时中止合同实施的通知。承包商按要
求暂停施工。
复工后在工程后期，工地遭遇当地百年罕见的台风的袭击，工程被迫暂停施工，部分已完工程受损，现场
场地遭到破坏，最终使工期拖延了2个月。
【问题】
1．该工程合同条款中约定采用的总价合同形式是否恰当?并说明理由。
2．该合同条款中存在哪些不妥之处?指正并说明理由。
3．本工程的合同工期应为多少天?说明理由。
4．对国务院指令暂时停工怎么处理?对不可抗力的暂时停工怎么处理? 

【试题解析】：

1．该工程合同条款中约定采用的总价合同形式不恰当。 理由：项目工程量难以确定，双
方风险较大，故不应采用总价合同。
2．该合同条款中存在的不妥之处及理由如下。
(1)不妥之处：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供场地的工程地质和地下主要管网线路资料，供施工
单位参考使用。
理由：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供保证资料真实、准确的工程地质和地下主要管网线路资
料，作为施工单位现场施工的依据。
(2)不妥之处：允许分包单位将分包的工程再次分包给其他施工单位。
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禁止分包单位将分包的工程再次分
包。
3．本工程的合同工期应为586天。
理由：根据施工合同文件的解释顺序，协议条款应先于招标文件来解释施工中的矛盾。
4．(1)对国务院指令暂时停工的处理：由于国家指令性计划有重大修改或政策上原因强制
工程停工，造成合同的执行暂时中止，属于法律上、事实上不能履行合同的除外责任，这
不属于业主违约和单方面中止合同，故业主不承担违约责任和经济损失赔偿责任。
(2)对不可抗力的暂时停工的处理：承包商因遭遇不可抗力被迫停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规定可以不向业主承担工期拖延的经济责任，业主应给予工期顺延。 

第 2 题：解析题

某一实施监理的高层商业大厦，其建设单位与甲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与乙监理单位签订了该工
程的委托监理合同。该工程项目为50层钢筋混凝土框剪结构，位于繁华的商业街区中心地段，施工场地狭
窄，高空作业多。
该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为此专门组织了项目监理机构有关人员学习《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文
件，在实施监理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对安全管理问题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
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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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提出了哪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用电方案时，对于哪些危险性较大的达到
一定规模的分部分项工程需要编制专项的施工方案，并应经总监理工程师签认后实施? 

【试题解析】：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对安全生产管理提出了14项制度。 (1)监督把关方
面：建设工程开工报告审批、拆除工程备案制度；施工起重机械及自升设备使用登记制
度；政府的安全监督管理制度；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审查制度，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任职制度；特殊作业人员执证上岗制度；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制度。
(2)安全生产责任方面：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3)安全保证方面：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处理制度；危及施工安全的
工艺、设备、材料淘汰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设置安全作业环境和措施费用保障
制度。
2．需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的分部分项工程有：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土方开挖工程；模
板工程；起重吊装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爆破工程；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第 3 题：解析题

某施工单位承建一住宅楼小区工程的施工。该工程其中一个单体栋号(5号楼)建筑面积为15720m2，地下二
层，地上十二(局部十七)层。建筑物占地面积为741．3m2。东西向长80．26m，南北向宽18．76m。基底
相对标高为-5．895m，+0．000相对标高为55．15m。
在施工前，施工单位编制了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其中包括《××住宅楼小区4号楼土方开挖施工方
案》。
在该施工方案中确定的工期计划及施工机具计划见表2-1。土方开挖工期8天。

1．施工步骤及方法说明
(1)开挖前应对施工现场地上障碍物和地下有关影响施工的各种管网清除和处理完毕。
(2)根据开挖图，测量员撒好开挖上口灰线，测定地表标高，确定开挖深度。采用放坡大开挖法进行施工，
按1：1进行放坡。
(3)整个基坑呈长方形，先挖第一步表面渣土，第二步用挖土机一次挖至基底标高上30cm，再人工清土至
基底标高，基底须清理平整。清理时由测量人员钉木桩，拉通线检查槽底平面尺寸和标高。
(4)按公司文明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要求，对基坑上口边缘设1．2m高防护栏杆，栏杆内挂密目网。
(5)进行第二步土方开挖时，马道留在基坑西南角，宽4m，坡度宜缓，满足运土车爬坡要求。从西向东进
行土方施工。
(6)基坑全部开挖后，应尽快进行垫层施工，尽量避免扰动基底。
(7)基坑四周安全范围内无建筑物，故对边坡不加支撑，边坡上方也不得堆放土方和材料。
(8)为防止现场和道路起尘污染环境，每班配备专用的水管在现场洒水。
2．施工顺序
(1)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机械挖土顺序为由西向东开挖，为防止挖掘过程中扰动老土，机械挖土时坑底预留
30cm左右用人工挖土至设计标高。
(2)施工分层，根据基槽开挖深度、土质水位等情况确定分两层开挖，第一层为从自然地平至一3．0，第二
层为一3．0至设计标高以上30cm。
在土方开挖施工完毕后，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等相关单位的项目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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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共赴现场，在项目经理的组织下进行了基坑验槽。
在基坑验槽过程中，各方对基坑的各个重点位置进行了重点观察，未发现异常。最终，此次基坑验槽合格
通过。
该栋号施工至地上三层时，施工单位又进行了土方回填的工作。
【问题】
1．土方开挖施工质量控制的要点是什么?
2．文中所述的基坑验槽工作有何不妥之处?
3．该施工单位进行土方回填工作的时候应当把握哪些施工质量控制要点? 

【试题解析】：

1．土方开挖施工质量控制的要点主要有：检查挖土的标高、放坡、边坡稳定状况、排
水、土质等。具体包括： (1)核对基坑位置、平面尺寸、坑底标高是否满足基础图设计和
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并检查边坡稳定状况，确保边坡安全。
(2)核对基坑土质和地下水情况是否满足地质勘察报告和设计要求。
(3)核对有无破坏原状土结构或发生较大土质扰动的现象。
(4)用钎探法或轻型动力触探法等检查基坑是否存在软弱下卧层及空穴、古墓、古井、防空
掩体、地下埋设物等及其相应的位置、深度、形状。
2．文中所述的基坑验槽工作有两处不妥：
(1)文中所述“在项目经理的组织下进行了基坑验槽”不妥。基坑验槽，应当由总监理工程
师或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
(2)文中所述“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等相关单位的项目和
生产负责人共赴现场”不妥。基坑验槽的工作应当由各单位项目和技术质量负责人参加。
3．施工单位进行土方回填工作的时候应当把握的施工质量控制要点包括：
(1)回填土的材料符合设计和规范的规定。
(2)填土施工过程中，应检查排水措施、每层填筑厚度、回填土的含水量控制和压实程序等
满足规定要求。
(3)基坑和室内的回填土，在夯实或压实后，要对每层回填土的质量进行检验，满足设计或
规范要求。
(4)回填土施工结束后应检查回填土料、标高、边坡坡度、表面平整度、压实程度等是否满
足设计或规范要求。 

第 4 题：解析题

某实施监理的工程，施工单位按合同约定将打桩工程分包。施工过程中发生如下事件：
事件1：打桩工程开工前，分包单位向专业监理工程师报送了《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及相关资料。专业
监理工程师仅审查了营业执照、企业资质等级证书，认为符合条件后即通知施工单位同意分包单位进场施
工。
事件2：专业监理工程师在现场巡视时发现，施工单位正在加工的一批钢筋未报验，立即进行了处理。
事件3：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专业监理工程师发现已浇筑的钢筋混凝土过程出现质量问题，经分析，有
以下原因：①现场施工人员未经培训；②浇筑顺序不当；③振捣器性能不稳定；④雨天进行钢筋焊接；⑤施工现场狭窄；⑥钢筋锈蚀严重。
事件4：施工单位因违规作业发生一起质量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万元。该事故发生后，总监理工程师
签发《工程暂停令》。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后，出具事故调查报告，项目监理机构接到事故调查报告后，
按程序对该质量事故进行了处理。
【问题】
1．指出事件1中专业监理工程师的做法有哪些不妥，说明理由。
2．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如何处理事件27
3．将项目监理机构针对事件3分析的①～⑥项原因分别归入影响工程质量的五大要因(人员、机械、材
料、方法、环境)之中，并绘制因果分析图。
4．按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划分，事件4中的质量事故属于哪一类?写出项目监理机构对该事故的处理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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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1．事件1中专业监理工程师的做法不妥之处及理由如下： (1)分包单位向专业监理师提交
《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的做法不妥。
理由：总包单位选定分包单位后，应由总包单位报审《分包单位报审表》及相关材料。
(2)专业监理工程师仅审查了营业执照、企业资质等级证书的做法不妥。
理由：专业监理工程师应该审查以下几点：①分包单位的资质等级是否满足分包工程的要
求；②分包单位是否具有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③分包单位是否具有相关的机械设备；④分包单位是否具有类似工程的施工经验或业绩证明。
(3)专业监理工程师认为符合条件后即通知施工单位同意分包单位进场施工的做法不妥。
理由：专业监理工程师认为符合条件后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书面确认，然后通知施工单位同
意分包单位进场施工。
2．专业监理工程师对事件2的处理：
监理单位应对运到施工现场的材料，构件和设备进行检查和确认，并应查验实验和化验报
告单，监理工程师有权禁止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材料和设备进入工地和投入使用。事件2
中，当在现场巡视时发现施工单位正在加工的一批钢筋未报验，专业监理工程师应立即报
告总监理工程师，并由总监理工程师下达《工程暂停批准》；然后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对该
批钢筋进行报验，并且见证取样送检，符合检测标准合格，向专业监理工程师报验收，同
时要求施工单位报送复工申请。
3．事件3中①～⑥项原因对应的要因分别为：①现场施工人员未经培训——人员；②浇
筑顺序不当一一方法；③振捣器性能不稳定——机械；④雨天进行钢筋焊接——环境；⑤施工现场狭窄一一环境；⑥钢筋锈蚀严重——材料。绘制的因果分析图如图16—3所
示：
4．按照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划分，本案例的经济损失为8万元，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经济损失大于5万元小于10万元的为严重质量事故。因此，事件4中的质量事故属
于严重质量事故。
工程质量发生后，项目监理机构处理程序：①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工程暂停令》；②责
成施工单位进行质量问题调查；③审核、分析质量问题调查报告，判断和确认质量问题产
生的原因；④审核签认质量问题技术处理方案；⑤指令

施工单位按既定的处理方案实施处理并进行跟踪检查；⑥组织有关人员对处理的结果进行
严格的检查、鉴定和验收，写出质量处理报告，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归档；⑦签发工程
复工令。 

第 5 题：解析题

某钢结构公路桥项目，业主将桥梁下部结构工程发包给甲施工单位，将钢梁制造、架设工程发包给乙施工
单位。业主通过招标选择了某监理单位承担施工阶段监理任务。监理合同签订后，总监理工程师组建了直
线制监理组织机构，并重点提出了质量目标控制措施如下。
(1)熟悉质量控制依据和文件；
(2)确定质量控制要点，落实质量控制手段；
(3)完善职责分工及有关质量监督制度，落实质量控制责任；
(4)对不符合合同规定质量要求的，拒签付款凭证；
(5)审查承包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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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出了项目监理规划编写的几点要求如下。
(1)为使监理规划具有针对性，要编写2份项目监理规划；
(2)监理规划要把握项目运行内在规律；
(3)监理规划的表达应规范化、标准化、格式化；
(4)监理规划根据大桥架设进展，可分阶段编写。但编制完成，由监理单位审核批准并报业主认可后，一经
实施，就不得再行修改；
(5)授权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主持监理规划的编制；
【问题】
1．画出总监理工程师组建的监理组织机构图。
2．监理工程师在进行目标控制时应采取哪些方面的措施?上述总监理工程师提出的质量目标控制措施各属
哪一种措施?
3．分析总监理工程师提出的质量目标控制措施哪些是主动控制措施，哪些是被动控制措施。
4．逐条回答总监理工程师提出的监理规划编制要求是否妥当，为什么? 

【试题解析】：

1．直线制监理机构图如图11—2所示。

2．监理工程师在进行目标控制时应采取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
总监理工程师提出的质量目标控制措施分别属于如下措施：
第(1)条措施属技术措施(或合同措施)；
第(2)条措施属技术措施；
第(3)条措施属组织措施；
第(4)条措施属经济措施(或合同措施)；
第(5)条措施属技术措施；
3．措施(2)、(3)、(5)属于主动控制；措施(4)属于被动控制。
4．要求(1)不妥当。1个委托监理合同，应编写1份监理规划。
要求(2)妥当。监理规划的指导作用决定的。
要求(3)妥当。可使监理规划的内容、深度统一。
要求(4)不妥。监理规划可以修改，但应按原审批程序报监理单位审批和经业主认可。
要求(5)不妥。总监理工程师此项权力不能授权总监理工程师代表。 

第 6 题：解析题

某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如下事件。
事件1：总监理工程师对项目监理机构的部分工作做出如下安排：(1)总监理工程师代表负责审核监理实施
细则，进行监理人员的绩效考核，调换不称职监理人员；(2)专业监理工程师全权处理合同争议和工程索
赔。
事件2：施工单位向项目监理机构提交了分包单位资格报审材料，包括：营业执照、特殊行业施工许可
证、分包单位业绩及拟分包工程的内容和范围。项目监理机构审核时发现，分包单位资格报审材料不全，
要求施工单位补充提交相应材料。
事件3：深基坑分项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审查该分项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后，即向项目监理机
构报送，在项目监理机构审批该方案过程中就组织队伍进场施工，并安排质量员兼任安全生产管理员对现
场施工安全进行监督。
事件4：项目监理机构在整理归档监理文件资料时，总监理工程师要求将需要归档的监理文件直接移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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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和城建档案管理机构保存。
【问题】
1．事件1中，总监理工程师对工作安排有哪些不妥之处?分别写出正确做法。
2．事件2中，施工单位还应补充提交哪些材料?
3．事件3中，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的做法有哪些不妥之处?分别写出正确做法。
4．事件4中，指出总监理工程师对监理文件归档要求的不妥之处，写出正确做法。 

【试题解析】：

1．(1)不妥之处：由总监理工程师代表负责审核监理实施细则。正确做法：由总监理工程
师负责审批监理实施细则。 (2)不妥之处：由总监理工程师代表进行监理人员的调配，调
换不称职的监理人员。
正确做法：由总监理工程师进行监理人员的调配，调换不称职的监理人员。
(3)不妥之处：由专业监理工程师全权处理合同争议和工程索赔。正确做法：由总监理工程
师负责处理合同争议、处理索赔。
2．施工单位还应补充提交：
(1)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国外(境外)企业在国内承包工程许可证；
(2)专职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证、上岗证。
3．(1)不妥之处：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审查该深基坑分项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后，即向项目
监理机构报送。正确做法：由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组织专家组对深基坑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
论证、审查；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报送项目监理机构。
(2)不妥之处：在项目监理机构审批方案过程中就组织队伍进场施工。正确做法：在项目监
理机构审批该方案过程中不得进场施工，在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方可实施。
(3)不妥之处：安排质量员兼任安全生产管理员对现场施工安全进行监督。正确做法：由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现场施工安全进行现场监督。
4．(1)不妥之处：项目监理机构负责整理资料。正确做法：应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和归
档监理文件资料，且由总监理工程师负责管理。
(2)不妥之处：总监理工程师把监理文档直接移交城建档案管理机构保存。正确做法：项目
管理机构向监理单位移交归档，监理单位向建设单位移交归档，建设单位向城建档案管理
机构移交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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