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招生简章
The 2020 enrollment brochure

（注册岩土专业）

80教育2020年招生开始了！

2019学员突破4000人，2020再创辉煌！



80教育简介

班次价格

独家教辅

团队介绍

目
录

C
O

N
TEN

TS

学员评价

培训课表

报名链接

80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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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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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精炼美观，服务贴心，答疑专业
及时，资料独家原创，为广大注考考友打造一流的学习平台。

一.80教育



一.80教育



专业老师、学霸助教、班主任督学

学员讲义、教辅、真题赠送

全程直播、回看视频

手机APP、电脑客户端双重服务

VIP群内在线答疑

80教育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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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力学与基础
工程习题班 30h

2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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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为保证学习质量，我们只提供全程班次服务；

2.服务期限从报名起算截止到2020.12.31；

3.2019年11月开课，具体课表在学员VIP群公布。

4.本次价格为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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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0年注册岩土专业培训班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习题班1 2 精讲班

 课程特色：带领大家学习土力
学与基础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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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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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2:00授课

二.2020年注册岩土专业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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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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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上午9:00–11:30授课

二.2020年注册岩土专业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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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2:00授课

二.2020年注册岩土专业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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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家教辅



注册岩土专业案例历年真题空白卷

注册岩土专业知识历年真题解析

三.独家教辅



注册岩土专业知识历年真题空白卷

三.独家教辅

2020年八零教育岩土团队还会出版以下书籍，值得期待：

1.注册岩土专业案例分类题集

2.注册岩土专业知识分类题集

3.2020版法律法规汇编及分类真题



天锅：主讲土力学、勘察、

特殊土、边坡、基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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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主讲浅基础、深基础、抗震、

地基处理 、岩土工程检测。注册岩

土工程师（一次性通过）、一级注册

结构工程师（一次性通过）、某企业

副总工程师，对规范理解透彻，讲课

思路清晰，重点、难点把握准确，责

任心强，享受传道授业解惑的快乐，

带领大家披荆斩棘，走向成功！

宣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

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

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四.团队介绍



浙江陈工：注册岩土工程师，

主讲岩土专业案例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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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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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团队介绍



合肥孙工：助教，注册岩土工程

师（一次性通过）、一级建造师（市

政公用工程专业）。某甲级设计院勘

察设计工程师，从事工程地质勘察多

年，实践经验丰富；对《土力学》、

《基础工程》理解深刻；为人幽默、

大方；知晓规范的来龙去脉。作为80

教师团队的一员，一定会尽自己最大

努力帮助学员求知解惑，在注考道路

上与学员一同成长。 ！

宣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四.团队介绍



Option 01Option 01

五.学员评价



Option 01Option 02

五.学员评价



Option 01Option 03

五.学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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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训课表

2020年新课表11月发授课群！

80教育承诺：
课时只增不减，每节课精心打磨。



【报名链接】 https://www.80education.cn
【试听地址】https://ke.qq.com/course/255008?tuin=b7c7aed3
【学习QQ群】岩土专业群号： 66830561

【详情咨询】天锅QQ：3083316947  河北王工QQ： 373937386  

合肥孙工QQ：562660778

报
名
咨
询QQ

二
维
码

试
听
课
二
维
码

七.报名链接

https://www.80education.cn/
https://ke.qq.com/course/254273?tuin=c3cb2a32


奋斗
人生没有不可逾越的
天堑，只要一步步走
过去，前方就是幸福
的彼岸。

选择
如果再给我再给我一
次选择的机会，我一
定选择毫不犹豫。

收获
准备种子，就收获果
实；准备努力，就收
获成功；准备今天，
就收获明天。

灯塔
为一切夜里不能航
行的人，用火光把
道路照明。

八.80寄语



好教育 八零造

奋斗的路上，
80教育很荣幸陪伴您们！

2019.10

80微信公众号:zhukao80
80网校:www.80education.cn
80商城:www.80jiaoy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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