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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

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

观需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

织有关专家，制定了《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以下

简称《大典》）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

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员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

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

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建工程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大

学、同济大学、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西火天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BENTLEY软件（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亿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云建科（天津）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益埃毕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慧筑信

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东洲际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达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重庆路先峰科技有限公司、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主要起草人有：张志宏、刘杰、胡晓光、张建奇、

霍光辉、徐旻洋、施文杰、邱奎宁、杨小玉、金睿、赵彬、郝学潮、刘广文、

李坤、张洪伟、张强、李卫东、侯子伟、曾开发、李保盛、樊艳妮、浮尔立、

程剑、于英汉、褚鑫良、刘保石、叶茂允、陈镇西、刘占省、罗兰、黄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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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艳薇、赵小龙、李慧、王金城、左文星、申静波、沈永然、李国华、刘广

军、孙寅鹏、刘学兵、于向荣、杨俊、黄琳婷、邹胜、汪丛军、倪树新、刘灵

俐、赵伟。

四、本《标准》审定人员有：高承勇、谢卫、王静、王广斌、索宁、张学

生、杨新新、陈震、周千帆、黄复搀。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葛恒双、宋晶梅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
①
起施行。

①
2021年12月2日，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网约配送员等18个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92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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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年版）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②

1.2 职业编码

4-04-05-04

1.3 职业定义

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工程实践过程中的模拟建造，以改进其全过程中工程工

序的技术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

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本职业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一级/高级技师不分方向；三级/高级

工、二级/技师分为建筑工程、机电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

程、铁路工程六个方向。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采光和照明良好的场所，配置计算机及建筑信息模型软件。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具有一定的学习、沟通、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 8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10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20

② 本职业分为建筑工程、机电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六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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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80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③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

取得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

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

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

③
相关专业：建筑学、建筑施工、土木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给排水、工程管理、建筑工程（管

理）、建筑经济管理、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建筑工程预决算、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交通土建工

程、机场建设、地下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建筑设计（技术）、城镇建设、建筑工程技术、建筑施工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建

筑装饰工程技术、室内设计技术、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基础工程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市政工

程（技术）、消防工程（技术）、空调工程、（城市）燃气工程、供热工程、公路施工与养护、

桥梁施工与养护、 铁路施工与养护、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环境设计、交通工程、岩土工程、公

路隧道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楼宇智能

化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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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

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大专

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

工作1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

作2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

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

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

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

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含）以

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考评

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 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 min；综合评审

时间不少于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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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及技能考核在配备符合相应等级考核需要的设备、工具（软

件）系统、网络环境等条件的教室、实训场所或线上平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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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2）诚实守信，认真严谨。

（3）尊重科学，精益求精。

（4）团结合作，勇于创新。

（5）终身学习，奉献社会。

2.2 基础知识

2.2.1 制图基本知识

（1）制图国家标准及相关行业标准。

（2）正投影、轴测投影、透视投影的相关知识及形体表示方法。

（3）工程图纸的识读方法。

2.2.2 建筑信息模型基础知识

（1）建筑信息模型概念及应用现状。

（2）建筑信息模型特点、作用及价值。

（3）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软硬件及分类。

（4）项目各阶段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5）建筑信息模型应用工作组织与流程。

2.2.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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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

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本职业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一级/高级技师不分方向；三级/高级

工、二级/技师分为A、B、C、D、E、F六个方向，其中，A 建筑工程，B 机电工

程，C 装饰装修工程，D 市政工程，E 公路工程，F 铁路工程。工作内容中标

注A、B、C、D、E、F的，根据相应方向进行选考，未标注的为共同考核项。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项

目

准

备

1.1 建模环境设置

1.1.1 能根据实际项目要求，

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建筑信息模型

软件

1.1.2 能识别建筑信息模型软

件的授权及注册情况

1.1.1 建筑信息模型

软件分类知识

1.1.2 建筑信息模型

软件授权及注册情况查

看方法

1.2 建模准备

1.2.1 能应用已设置好的模型

视图及视图样板

1.2.2 能解读实施方案并及时

反馈问题

1.2.3 能解读建模规则并及时

反馈问题

1.2.1 项目样板要求

1.2.2 实施方案要求

1.2.3 建模规则要求

2.

模

型

创

建

与

编

辑

2.1 模型浏览

2.1.1 能在平面、立面、剖

面、三维等视图查看模型

2.1.2 能对整体或局部模型进

行转动、平移、缩放、剖切等操

作

2.1.3 能通过不同视点浏览模

型

2.1.4 能隐藏、隔离模型构件

2.1.5 能整合、查看链接的相

关专业模型

2.1.1 各视图下查看

模型方法

2.1.2 模型构件隐

藏、隔离方法

2.1.3 链接模型查看

方法

2.2 模型编辑

2.2.1 能查看各类图元属性

2.2.2 能对各类图元进行移

动、复制、旋转、镜像、删除等

操作

2.2.3 能调整项目信息、项目

单位等参数

2.2.1 图元属性查看

方法

2.2.2 图元属性编辑

与修改方法

3.

模

型

注

释

3.1 标注

3.1.1 能查看不同类型标注，

如长度、角度、高程等

3.1.2 能创建简单的长度、角

度、高程标注

3.1.3 能调整标注的字体、大

小、颜色等显示样式

3.1.1 相关专业制图

尺寸标注知识

3.1.2 标注查看方法

3.1.3 标注创建与编

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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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出

图
3.2 标记

3.2.1 能查看不同类型标记与

注释

3.2.2 能对模型构件添加注释

和云线批注等标记

3.2.1 标记查看方法

3.2.2 标记创建与编

辑方法

4.

协

同

工

作

平

台

应

用

与

管

理

4.1 资料管理

4.1.1 能通过平台客户端或移

动端上传、下载文件

4.1.2 能通过平台客户端或移

动端查看文件

4.1.3 能创建新文件夹，分类

管理文件

4.1.1 平台资料管理

模块使用方法

4.1.2 资料管理知识

4.2 模型管理

4.2.1 能通过平台客户端或移

动端查看模型及构件属性

4.2.2 能通过平台客户端或移

动端进行模型的转动、平移、缩

放、剖切等操作

4.2.3 能通过平台客户端或移

动端测量及标注模型

4.2.4 能通过平台客户端或移

动端按报审流程提交模型

4.2.1 平台模型管理

模块使用方法

4.2.2 模型测量及标

注方法

4.2.3 模型管理知识

4.3 进度管理

4.3.1 能将进度计划导入平台

4.3.2 能将进度计划与模型关

联

4.3.1 平台进度管理

模块使用方法

4.3.2 进度管理知识

4.4 成本管理

4.4.1 能将造价信息导入平台

4.4.2 能将造价信息与模型关

联

4.4.1 平台成本管理

模块使用方法

4.4.2 成本管理知识

4.5 质量管理

4.5.1 能使用文字、图片、语

音、视频、附件和与之关联的模

型构件对质量问题进行描述

4.5.2 能通过移动端将现场发

现的质量问题上传至平台

4.5.1 平台质量管理

模块使用方法

4.5.2 质量管理知识

4.6 安全管理

4.6.1 能使用文字、图片、语

音、视频、附件和与之关联的模

型构件对安全问题进行描述

4.6.2 能通过移动端将现场发

现的安全问题上传至平台

4.6.1 平台安全管理

模块使用方法

4.6.2 安全管理知识

5.

成

果

输

出

5.1 模型保存

5.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保存模型文件

5.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协

同工作平台和建筑信息模型建模

软件输出不同格式的模型文件

5.1.1 模型保存方法

5.1.2 平台及建筑信

息模型建模软件输出不

同格式模型文件方法

5.2 图纸创建

5.2.1 能查看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的图纸

5.2.2 能对查看的图纸进行保

存

5.2.3 能在建筑信息模型建模

软件内重新命名创建的图纸并增

加备注信息

5.2.1 图纸查看方法

5.2.2 图纸名称及备

注信息修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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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效果展现

5.3.1 能直接查看渲染图和漫

游动画

5.3.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软

件打开已完成的渲染或漫游文件

查看局部细节

5.3.1 渲染图和漫游

动画查看方法

5.3.2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建模软件查看渲染

图和漫游动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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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项

目

准

备

1.1 建模环境设置

1.1.1 能独立安装、卸载建筑

信息模型建模软件

1.1.2 能设置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的授权配置

1.1.3 能选择并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建模软件中的样板文件

1.1.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添加项目信息

1.1.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设置项目基本参数

1.1.6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设置单位及比例

1.1.7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设置基准点

1.1.1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软件安装知识

1.1.2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软件授权配置方法

1.1.3 项目样板使用

方法

1.1.4 项目基本参数

设置方法

1.2 建模准备

1.2.1 能解读项目建模流程

1.2.2 能按照建模规则确定建

模精度和建模协同方式

1.2.3 能解读并整理建模所需

图纸

1.2.1 交付成果要求

1.2.2 建模流程要求

1.2.3 建模规则要求

1.2.4 建模图纸识别

及整理方法

2.

模

型

创

建

与

编

辑

2.1 创建基准图元

2.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标高、轴网等空间定

位图元

2.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参照点、参照线、参

照平面等参照图元

2.1.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2.1.2 建模规则要求

2.1.3 基准图元创建

方法

2.2 创建模型构件

2.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建筑物、构筑物各类

别模型构件，如：墙体、楼板、

楼梯、屋顶、门窗、栏杆、扶

手、结构柱、梁、基础、承台、

桁架、钢筋、预留孔洞、管道、

风管、桥架、弯头、变径连接

件、阀门、饰面板、吊顶、玻璃

幕墙、构造节点、龙骨、家具、

地形表面、盖梁、箱梁、道路垫

层、路堤、桥墩、隧道、站台、

衬砌、标线、护栏、钢轨、扣件

等，精度满足初步设计要求

2.2.2 能为模型构件设置长

度、高度等几何信息

2.2.3 能为模型构件添加材

质、标识等非几何信息

2.2.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2.2.2 建模规则要求

2.2.3 相关专业基础

知识

2.2.4 精度满足初步

设计要求的相关专业模

型构件创建方法

2.3 模型浏览

2.3.1 能过滤、筛分模型构件

并浏览各类别模型

2.3.2 能设置、切换多窗口形

式浏览并对比模型

2.3.1 通过过滤、筛

分查看模型构件的方法

2.3.2 多窗口浏览、

对比查看模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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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能通过视觉样式、详细

程度及视图样板的应用，控制模

型的显示样式

2.4 模型编辑

2.4.1 能对各类图元类型进行

选择与定义

2.4.2 能对各类图元属性进行

编辑与修改

2.4.3 能对各类图元进行对

齐、偏移、修剪、延伸、拆分等

操作

2.4.4 能正确调整各类图元的

连接关系

2.4.1 图元属性选择

与定义要求

2.4.2 图元属性编辑

与修改方法

3.

模

型

注

释

与

出

图

3.1 标注

3.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不同类型的标注，如

长度、角度、高程等

3.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对不同标注类型样式进行

编辑与修改，如修改样式中的图

形、文字等

3.1.1 相关专业制图

尺寸标注知识

3.1.2 标注类型及标

注样式设定方法

3.1.3 标注创建与编

辑方法

3.2 标记

3.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对构件类别进行标记

3.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对构件材质进行标记

3.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对构件属性进行标记

3.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对构件添加文字注释

3.2.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对构件添加详图注释

3.2.1 标记类型及标

记样式设定方法

3.2.2 标记创建与编

辑方法

3.3 创建视图

3.3.1 能使用和编辑视图样板

3.3.2 能创建平面视图

3.3.3 能创建立面视图

3.3.4 能创建剖面视图

3.3.5 能创建三维视图

3.3.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3.3.2 视图创建方法

4.

成

果

输

出

4.1 模型保存

4.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保存或另存模型文件

4.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输出不同格式模型文件

4.1.1 模型保存或另

存方法

4.1.2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建模软件输出不同

格式模型文件方法

4.2 图纸创建

4.2.1 能在图纸中设置图层、

线型、文字样式等内容

4.2.2 能通过提取模型中的构

件属性创建构件属性表

4.2.3 能编辑与修改构件属性

表

4.2.4 能按照相关专业需求布

置视图

4.2.5 能布置构件属性表

4.2.6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4.2.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4.2.2 图纸布局要求

4.2.3 图纸样式要求

4.2.4 图纸创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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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软件添加及修改图框

4.2.7 能设置图纸的显示范

围、显示内容

4.2.8 能设置图纸的相关属性

4.3 效果展现

4.3.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进行模型渲染及漫游

4.3.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输出渲染及漫游成果

4.3.1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建模软件创建渲染

图和漫游动画方法

4.3.2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建模软件输出渲染

图和漫游动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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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项

目

准

备

1.1 建模环境设置

1.1.1 能根据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要求选择合适的软硬件

1.1.2 能独立解决建筑信息模

型建模软件安装过程中的问题

1.1.3 能提出样板文件设置需

求

1.1.1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软硬件选择方法

1.1.2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软件安装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1.1.3 项目样板设置

方法

1.2 建模准备

1.2.1 能针对建模流程提出改

进建议

1.2.2 能解读建模规则并提出

改进建议

1.2.3 能审核相关专业建模图

纸并反馈图纸问题

1.2.1 交付成果要求

1.2.2 建模流程要求

1.2.3 建模规则要求

1.2.4 建模图纸审核

方法

2.

模

型

创

建

与

编

辑

2.1 创建基准图元

2.1.1 能根据专业需求，创建

符合要求的标高、轴网等空间定

位图元

2.1.2 能根据创建自定义构件

库要求，熟练创建参照点、参照

线、参照平面等参照图元

2.1.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2.1.2 建模规则要求

2.1.3 基准图元类型

选择与创建方法

2.2 创

建模型构

件

A

2.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建筑专业模型构件，

如：墙体、门窗、幕墙、建筑

柱、建筑楼板、天花板、屋顶、

楼梯、坡道、台阶、栏杆、扶手

等，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

设计要求

2.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结构专业模型构件，

如：结构柱、结构墙、梁、结构

板、基础、承台、桁架、网壳、

预制楼梯、预制叠合板、钢筋、

预留孔洞等，精度满足施工图设

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2.2.1 建筑工程制图

基本知识

2.2.2 建筑工程建模

规则要求

2.2.3 建筑专业知识

2.2.4 结构专业知识

2.2.5 精度满足施工

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的土建专业模型构件创

建方法

B

2.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机电各系统管路模型

构件，如：管道、风管、电缆桥

架、管件、阀门、仪表、喷头

等，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

设计要求

2.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机电各系统设备模型

构件，如：风机、消火栓、电气

机柜等，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

深化设计要求

2.2.1 机电工程制图

基本知识

2.2.2 机电工程建模

规则要求

2.2.3 给排水专业知

识

2.2.4 暖通专业知识

2.2.5 电气专业知识

2.2.6 精度满足施工

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的机电专业模型构件创

建方法

C 2.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2.2.1 装饰装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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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软件创建楼地面和门窗模型构

件，如：整体面层、块料面层、

木地板、楼梯踏步、踢脚板、成

品门窗套、成品门窗等，并完成

楼地面饰面层排版，精度满足施

工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2.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吊顶模型构件，如：

纸面石膏板、金属板、木质吊

顶、吊顶伸缩缝、阴角凹槽构造

节点、检修口、空调风口、喷

淋、烟感等，并完成吊顶饰面板

排版、内部支撑结构定位排布，

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设计

要求

2.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饰面模型构件，如：

轻质隔墙饰面板、纸面石膏板、

木龙骨木饰面板、玻璃隔墙、活

动隔墙、各类饰面砖设备设施安

装收口、壁纸、壁布等，并完成

饰面板排版、支撑结构定位排

布，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

设计要求

2.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幕墙模型构件，如：

玻璃幕墙、石材幕墙、金属幕

墙、玻璃雨檐、天窗、幕墙设备

设施安装收口等，精度满足施工

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2.2.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家具及各类装饰模型

构件，如：固定家具、活动家

具、淋浴房、洗脸盆、地漏、橱

柜、抽油烟机、装饰线条等，精

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

求

制图基本知识

2.2.2 装饰装修工程

建模规则要求

2.2.3 装饰装修专业

知识

2.2.4 精度满足施工

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的装饰装修专业模型构

件创建方法

D

2.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道路专业模型构件，

如：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挡墙、护栏、雨水口、标

志、标线、标牌等，精度满足施

工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2.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桥涵专业模型构件，

如：桩、承台、立柱、盖梁、箱

梁、钢梁、支座、垫石、伸缩缝

等，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

设计要求

2.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2.2.1 市政工程制图

基本知识

2.2.2 市政工程建模

规则要求

2.2.3 道路专业知识

2.2.4 桥涵专业知识

2.2.5 隧道专业知识

2.2.6 管道专业知识

2.2.7 精度满足施工

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的市政专业模型构件创

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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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软件创建隧道专业模型构件，

如组成坡面防护结构、隧道内防

排水、洞门结构、明洞结构、支

护、衬砌、隧道基底等模型的构

件，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

设计要求

2.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地下管网专业模型构

件，如：给水管道、雨水管道、

污水管道、消防管道、燃气管

道、供热管道、电力管道、通讯

管道等，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

深化设计要求

E

2.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公路路线专业模型构

件，如：路堤、路堑、边坡、道

路垫层、基层、面层、排水沟、

边沟等，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

深化设计要求

2.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桥涵专业模型构件，

如：桩、承台、立柱、盖梁、箱

梁、钢梁、支座、垫石、伸缩缝

等，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

设计要求

2.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隧道专业模型构件，

如组成坡面防护结构、隧道内防

排水、洞门结构、明洞结构、支

护、衬砌、隧道基底等模型的构

件，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

设计要求

2.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交安专业模型构件，

如：标线、标志、标牌、红绿

灯、护栏、路灯、人行横道等，

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深化设计

要求

2.2.1 公路工程制图

基本知识

2.2.2 公路工程建模

规则要求

2.2.3 道路专业知识

2.2.4 桥涵专业知识

2.2.5 隧道专业知识

2.2.6 交安专业知识

2.2.7 精度满足施工

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的公路专业模型构件创

建方法

F

2.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铁路站前工程各专业

模型构件，如组成线路、桥梁、

隧道、路基、站场、轨道等模型

的构件，精度满足施工图设计及

深化设计要求

2.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创建铁路站后工程各专业

模型构件，如组成接触网、牵引

变电、电力、通信、信号、信

息、自然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

2.2.1 铁路工程制图

基本知识

2.2.2 铁路工程信息

模型表达标准

2.2.3 铁路站前工程

各专业知识

2.2.4 铁路站后工程

各专业知识

2.2.5 精度满足施工

图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的铁路专业模型构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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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景观、综合维修工务

设备、给排水、机务、车辆设备

等模型的构件，精度满足施工图

设计及深化设计要求

建方法

2.3 创建自定义参

数化图元

2.3.1 能根据参数化构件用途

选择和定义图元的类型

2.3.2 能创建用于辅助参数定

位的参照图元

2.3.3 能运用参数化建模命令

创建子构件图元

2.3.4 能对自定义参数化构件

添加合适的参数

2.3.5 能删除自定义参数化构

件参数

2.3.6 能将自定义构件的形体

尺寸、材质等信息与添加的参数

关联

2.3.7 能通过改变参数取值，

获取所需的图元实例

2.3.8 能保存创建好的自定义

参数化图元

2.3.9 能在正确位置创建构件

连接件，并使其尺寸与构件参数

关联

2.3.10 能在项目模型中使用

自定义参数化图元

2.3.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2.3.2 建模规则要求

2.3.3 相关专业基础

知识

2.3.4 相关专业自定

义参数化图元创建方法

3.

模

型

更

新

与

协

同

3.1 模型更新

3.1.1 能根据设计变更方案在

建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中确定模

型变更位置

3.1.2 能在变更位置根据设计

变更方案对模型进行修改，形成

新版模型

3.1.1 模型变更位置

确定方法

3.1.2 模型更新完善

方法

3.2 模型协同

3.2.1 能通过链接方式完成专

业模型的创建与修改

3.2.2 能导入和链接建模图纸

3.2.3 能对链接的模型、图纸

进行删除、卸载等操作

3.2.4 能对同一专业多个拆分

模型进行协同及整合

3.2.5 能对多个不同专业模型

进行协同及整合

3.2.1 模型链接方法

3.2.2 模型协同及整

合方法

4.

模

型

注

释

与

出

图

4.1 标注

4.1.1 能定义不同的标注类型

4.1.2 能定义标注类型中文

字、图形的显示样式

4.1.1 相关专业制图

尺寸标注知识

4.1.2 相关专业图样

规定

4.1.3 标注类型及标

注样式设定方法

4.1.4 标注创建与编

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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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记

4.2.1 能定义不同的标记与注

释类型

4.2.2 能定义标记与注释类型

中文字、图形的显示样式

4.2.1 相关专业图样

规定

4.2.2 标记类型及标

记样式设定方法

4.2.3 标记创建与编

辑方法

4.3 创建视图

4.3.1 能定义项目使用的视图

样板

4.3.2 能设置平面视图的显示

样式及相关参数

4.3.3 能设置立面视图的显示

样式及相关参数

4.3.4 能设置剖面视图的显示

样式及相关参数

4.3.5 能设置三维视图的显示

样式及相关参数

4.3.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4.3.2 视图显示样式

及相关参数设置方法

5.

成

果

输

出

5.1 模型保存

5.1.1 能根据生成模型文件的

软件版本选择合适版本的建筑信

息模型建模软件打开模型

5.1.2 能按照建模规则及成果

要求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

保存模型文件

5.1.3 能按照成果要求使用建

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输出不同格

式的模型文件

5.1.1 不同软件版本

模型打开方法

5.1.2 符合建模规则

及成果要求的模型保存

方法

5.1.3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建模软件按成果要

求输出不同格式模型文

件方法

5.2 图纸创建

5.2.1 能定义满足专业图纸规

范的图层、线型、文字样式等内

容

5.2.2 能创建相关专业图纸样

板

5.2.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5.2.2 图纸布局要求

5.2.3 图纸样式要求

5.3 效果展现

5.3.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对模型进行精细化渲染及

漫游

5.3.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软件输出精细化渲染及漫游成

果

5.3.1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建模软件创建高质

量渲染图和漫游动画方

法

5.3.2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建模软件输出高质

量渲染图和漫游动画方

法

5.4 文档输出

5.4.1 能辅助编制碰撞检查报

告、实施方案、建模标准等技术

文件

5.4.2 能编制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汇报资料

5.4.1 工程项目建设

专业知识

5.4.2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汇报资料编制要求

6.

培

训

与

指

导

6.1 培训

6.1.1 能对四级/中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进行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培训

6.1.2 能制定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培训方案和计划

6.1.3 能编写建筑信息模型建

6.1.1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培训方案编写方法

6.1.2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培训教材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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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培训大纲和教材

6.2 指导

6.2.1 能指导四级/中级工完

成建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安装

6.2.2 能指导四级/中级工编

制相关技术文件

6.2.3 能指导四级/中级工梳

理工作内容及要求

6.2.4 能评估四级/中级工的

学习效果

6.2.1 培训质量管理

知识

6.2.2 培训效果评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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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项

目

准

备

1.1 建模环境设置

1.1.1 能根据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要求选择合适的软硬件

1.1.2 能独立安装建筑信息模

型应用软件

1.1.3 能独立解决建筑信息模

型应用软件安装过程中的问题

1.1.1 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软硬件选择方法

1.1.2 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软件安装知识

1.1.3 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软件安装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1.2 建模准备

1.2.1 能参与制定建模流程

1.2.2 能参与制定建模规则

1.2.3 能查找并解决建模图纸

存在的问题

1.2.1 交付成果要求

1.2.2 建模流程制定

方法

1.2.3 建模规则制定

方法

1.2.4 建模图纸审核

方法

2.

模

型

创

建

与

编

辑

2.1 创建自定义参

数化图元

2.1.1 能创建形体复杂的自定

义参数化图元

2.1.2 能创建功能复杂的自定

义参数化图元

2.1.3 能分辨自定义参数化图

元的参数类型、参数变化形式，

并解决参数化自定义过程中的各

种问题

2.1.4 能规划、组织创建自定

义参数化构件库

2.1.1 相关专业制图

基本知识

2.1.2 建模规则要求

2.1.3 相关专业基础

知识

2.1.4 相关专业自定

义参数化图元创建方法

2.1.5 相关专业自定

义参数化图元创建过程

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2.1.6 自定义参数化

构件库创建方法

2.2 模型编辑

2.2.1 能对既有复杂参数化构

件进行功能扩展

2.2.2 能对参数化构件中的参

数进行编辑与修改

2.2.3 能对参数化构件进行批

量或整体添加参数、设置材质、

连接、替换等操作

2.2.1 参数化构件编

辑方法

2.2.2 既有参数化构

件参数编辑与修改方法

3.

模

型

更

新

与

协

同

3.1 模型更新

3.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对模型进行冲突性及合规

性检查

3.1.2 能根据检查结果，对模

型进行更新、完善，形成新版模

型

3.1.1 模型检查方法

3.1.2 模型更新完善

方法

3.2 模型协同

3.2.1 能根据项目类型选择合

适的模型协同方式

3.2.2 能利用建筑信息模型协

同软件对同一专业多个拆分模型

进行协同及整合

3.2.3 能利用建筑信息模型协

同软件对多个不同专业模型进行

3.2.1 模型协同方法

3.2.2 模型整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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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及整合

4.

专

业

应

用

4.1 设

计阶段应

用

A

4.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建筑师进行可视化方

案比选，包括建筑造型、空间分

析及效果图制作

4.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建筑师进行性能分

析，如：风环境模拟、日照模

拟、疏散模拟等

4.1.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结构工程师进行结构

设计

4.1.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建筑、结构专业图模

审查，并编写图纸和模型问题报

告及专业间碰撞报告

4.1.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核查预留孔洞位置、大小

是否与机电管线相符

4.1.6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结构工程师和造价工

程师进行成本控制，如：限额设

计、工程量统计等

4.1.7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结构工程师进行装配

式建筑预制构件的深化设计

4.1.8 能基于专业模型进行设

计交底

4.1.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1.2 建筑设计专业

知识

4.1.3 结构设计专业

知识

4.1.4 建筑与结构设

计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要

点

B

4.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机电各专业设计师进

行可视化方案比选，制作渲染

图，进行相关分析和模拟，如能

耗分析、冷热负荷分析、管道压

力分析、建筑热工分析、通风模

拟等

4.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检查机电各专业间碰撞及

机电与土建专业碰撞，包括软碰

撞、硬碰撞

4.1.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核查预留孔洞位置、大小

是否与机电管线相符

4.1.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管线综合优化，并核

查管线走向、管线避让、管线间

距、安装空间、运维空间、管线

拆分的合理性

4.1.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核查室内净高是否满足建

4.1.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1.2 机电设计专业

知识

4.1.3 机电设计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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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使用要求

4.1.6 能基于专业模型进行设

计交底

C

4.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设计师深化初步设计

成果，解决施工中的技术措施、

工艺做法和用料问题

4.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设计师进行可视化方

案比选，完成装饰造型及装修效

果图制作

4.1.3 能在初步设计模型基础

上，进一步细化并创建关键部位

构造节点

4.1.4 能将装饰模型与土建、

机电等相关专业模型整合，进行

碰撞检查及净空优化，从而形成

装饰施工图设计模型

4.1.5 能基于装饰施工图设计

模型生成施工图，输出主材统计

表、工程量清单，并辅助造价工

程师完成工程预算

4.1.6 能基于专业模型进行设

计交底

4.1.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1.2 装饰装修设计

专业知识

4.1.3 装饰装修设计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D

4.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展示项目整体或局部设计

方案

4.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分阶段模拟管线搬迁

4.1.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分阶段模拟施工过程中的

道路保通过程，检查方案可行性

4.1.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检查设计存在的碰撞问题

4.1.5 能基于专业模型进行设

计交底

4.1.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1.2 市政设计专业

知识

4.1.3 市政设计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E

4.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对公路地形及周边环境进

行地势分析

4.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交

通流量、视距、日照等分析和可

视化方案比选，并输出相关分析

结果

4.1.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结构工程师进行结构

设计

4.1.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核查路线平纵要素、起始

4.1.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1.2 公路设计专业

知识

4.1.3 公路设计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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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号、断链的准确性

4.1.5 能配合设计师运用模型

优化并展示方案

4.1.6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估算项目工程量

4.1.7 能基于专业模型进行设

计交底

F

4.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可视化方案比选，制

作效果图

4.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配合结构工程师进行结构

设计

4.1.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冲突检查，编写图纸

和模型问题报告及专业间碰撞报

告

4.1.4 能根据线路设计规范及

线路技术参数要求，配合线路专

业相关人员选取简单合理的线路

方案

4.1.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估算项目工程量

4.1.6 能基于专业模型进行设

计交底

4.1.1 铁路工程信息

模型表达标准

4.1.2 铁路设计专业

知识

4.1.3 铁路工程设计

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4.2 施

工阶段应

用

A

4.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可视化施工交底

4.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土建深化设计，如：

节点深化设计、二次结构深化设

计等

4.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辅助计算和统计土方开挖

及回填工程量

4.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施工场地布置

4.2.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辅助统计施工工程量

4.2.6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对砌筑墙体进行排砖模拟

4.2.7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土建施工工序模拟，

并配合现场工程师进行工序合理

性验证，优化进度计划

4.2.8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

安装模拟

4.2.9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制作施工模拟动画

4.2.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2.2 土建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4.2.3 土建工程施工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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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可视化施工交底

4.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机电深化设计，根据

施工现场要求，完善机电管线及

末端模型

4.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生成机电深化图纸，如：

综合平面图、单专业平面图、剖

面视图、三维视图等

4.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生成构件加工图纸

4.2.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辅助统计施工工程量

4.2.6 能根据实际施工条件，

利用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软件进行

施工阶段机电管线排布

4.2.7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制作施工模拟动画

4.2.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2.2 机电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4.2.3 机电工程施工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C

4.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可视化施工交底

4.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和相关的硬件设备进行施

工现场测量，获取相关数据，并

与设计数据进行比对，为创建深

化设计模型提供原始数据

4.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创建装饰施工样板，进行

饰面排版

4.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辅助统计施工工程量

4.2.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装配式内装预制件预

拼装模拟

4.2.6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制作施工模拟动画

4.2.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2.2 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专业知识

4.2.3 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要点

D

4.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可视化施工交底

4.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辅助计算和统计土方开挖

及回填工程量

4.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施工场地布置

4.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辅助统计施工工程量

4.2.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制作施工模拟动画

4.2.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2.2 市政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4.2.3 市政工程施工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E
4.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可视化施工交底

4.2.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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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施工场地布置

4.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完成边坡防护、路基填筑

等重难点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的

可视化模拟

4.2.4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完成道路土方量、桥梁工

程量计算

4.2.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制作施工模拟动画

4.2.2 公路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4.2.3 公路工程施工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F

4.2.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可视化施工交底

4.2.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辅助计算和统计土方开挖

及回填工程量

4.2.3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施工场地布置

4.2.4 能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情

况，基于设计阶段模型进行深化

设计

4.2.5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进行施工方案、施工工

序、施工工艺三维可视化模拟

4.2.6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辅助统计施工工程量

4.2.7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制作施工模拟动画

4.2.1 铁路工程信息

模型表达标准

4.2.2 铁路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4.2.3 铁路工程施工

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4.3 运维阶段应用

4.3.1 能创建竣工模型

4.3.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软件添加运维信息，如：设备

采购信息、制造信息、维保信

息、空间位置信息等

4.3.3 能向运维管理平台传输

相关运维信息

4.3.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4.3.2 运维建筑信息

模型应用要点

5.

成

果

输

出

5.1 效果展现

5.1.1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效

果表现类软件进行精细化渲染及

漫游

5.1.2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效

果表现类软件输出精细化渲染及

漫游成果

5.1.1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效果表现类软件创

建高质量渲染图和漫游

动画方法

5.1.2 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效果表现类软件输

出高质量渲染图和漫游

动画方法

5.2 文档输出

5.2.1 能编制碰撞检查报告、

图纸问题报告、净高分析报告等

技术文件

5.2.2 能编制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汇报资料

5.2.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5.2.2 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汇报资料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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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

训

与

指

导

6.1 培训

6.1.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进行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培训

6.1.2 能制定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培训方案和计划

6.1.3 能编写建筑信息模型应

用培训大纲和教材

6.1.4 能审核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培训方案和计划

6.1.5 能审核建筑信息模型建

模培训大纲和教材

6.1.1 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培训方案编写方法

6.1.2 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培训教材编写要求

6.1.3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培训方案审核知识

6.1.4 建筑信息模型

建模培训教材审核知识

6.2 指导

6.2.1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完

成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软件安装

6.2.2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编

制相关技术文件

6.2.3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梳

理工作内容及要求

6.2.4 能评估三级/高级工的

学习效果

6.2.1 培训质量管理

知识

6.2.2 培训效果评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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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专

业

应

用

1.1 设计阶段应

用

1.1.1 能规划设计阶段的总体应

用目标和范围

1.1.2 能组织人员实施设计阶段

专业应用

1.1.3 能审核二级/技师设计阶

段专业应用成果

1.1.4 能解决设计阶段应用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

1.1.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1.1.2 项目设计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1.1.3 设计阶段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审核知识

1.2 施工阶段应

用

1.2.1 能规划施工阶段的总体应

用目标和范围

1.2.2 能组织人员实施施工阶段

专业应用

1.2.3 能审核二级/技师施工阶

段专业应用成果

1.2.4 能解决施工阶段应用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

1.2.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1.2.2 项目施工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1.2.3 施工阶段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审核知识

1.3 运维阶段应

用

1.3.1 能规划运维阶段的总体应

用目标和范围

1.3.2 能组织人员实施运维阶段

专业应用

1.3.3 能审核二级/技师运维阶

段专业应用成果

1.3.4 能解决运维阶段应用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

1.3.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1.3.2 项目运维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要点

1.3.3 运维阶段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审核知识

2.

协

同

工

作

平

台

应

用

与

管

理

2.1 平台管理

2.1.1 能依据不同阶段、不同参

与方的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要求选择

合理的平台

2.1.2 能定制平台中的进度、成

本、质量、安全、物资等管理流程

2.1.3 能建立组织架构，进行人

员角色管理，并根据用户角色分配

平台权限

2.1.1 项目管理知识

2.1.2 人员角色与权

限管理知识

2.2 平台应用

2.2.1 能在设计、施工、运维阶

段，组织各参与方通过平台协同工

作

2.2.2 能通过平台查看、分析、

审核项目的进度、成本、质量、安

全等数据，为项目决策提供支持

2.2.1 平台使用方法

2.2.2 项目管理知识

3.

实

施

策

划

3.1 需求分析

3.1.1 能根据项目类型确定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重难点

3.1.2 能根据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要求，选择合适的软硬件

3.1.3 能提出项目不同阶段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需求

3.1.4 能预测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投入产出比及综合效益

3.1.1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标准

3.1.2 需求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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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能分析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成熟度

3.2 实施方案策

划

3.2.1 能审核建模标准、交付标

准等项目标准

3.2.2 能合理制定建模、应用流

程

3.2.3 能根据项目需求设计人员

组织架构并合理安排人员

3.2.4 能合理制定人员权责分配

矩阵

3.2.5 能制定模型质量管理要求

3.2.6 能制定建筑信息模型执行

计划

3.2.1 技术文件编制

规范

3.2.2 项目管理要点

4.

成

果

输

出

4.1 效果展现

4.1.1 能审核二级/技师提交的

专业应用成果

4.1.2 能整合项目的效果展现成

果

4.1.3 能根据效果展现成果进行

汇报与宣传

4.1.1 效果展现成果

审核知识

4.1.2 效果展现成果

汇报要求

4.2 文档输出

4.2.1 能审核二级/技师提交的

各项技术文件

4.2.2 能审核二级/技师提交的

相关汇报资料

4.2.3 能编制实施方案策划、标

准等技术文件

4.2.4 能编制实施成果汇报文件

4.2.1 技术文件审核

知识

4.2.2 实施成果汇报

文件编制规范

5.

培

训

与

指

导

5.1 培训

5.1.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建筑信息模型管理培训

5.1.2 能制定建筑信息模型管理

培训方案和计划

5.1.3 能编写建筑信息模型管理

培训大纲和教材

5.1.4 能审核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培训方案和计划

5.1.5 能审核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培训大纲和教材

5.1.1 建筑信息模型

管理培训方案编写方法

5.1.2 建筑信息模型

管理培训教材编写要求

5.1.3 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培训方案审核知识

5.1.4 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培训教材审核知识

5.2 指导

5.2.1 能指导项目团队实施建筑

信息模型执行计划

5.2.2 能指导二级/技师编制相

关技术文件

5.2.3 能指导二级/技师梳理工

作内容及要求

5.2.4 能评估二级/技师的学习

效果

5.2.1 培训质量管理

知识

5.2.2 培训效果评估

方法



职业编码：4-04-05-04

27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0 20 20 20 20

相关知识

要求

项目准备 5 5 5 5 —

模型创建与编辑 15 50 35 10 —

模型更新与协同 — — 10 10 —

模型注释与出图 15 10 10 — —

专业应用 — — — 35 10

协同工作平台

应用与管理
30 — — — 20

实施策划 — — — — 25

成果输出 10 10 10 10 10

培训与指导 — — 5 5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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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要求

项目准备 5 5 5 5 —

模型创建与编辑 20 75 50 20 —

模型更新与协同 — — 20 10 —

模型注释与出图 20 10 10 — —

专业应用 — — — 50 20

协同工作平台

应用与管理
40 — — — 35

实施策划 — — — — 25

成果输出 15 10 10 10 10

培训与指导 — — 5 5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