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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Intelligent Constructor)是以土木工程专业为基

础，融合计算机应用技术、工程管理、机械自动化等发展而成的工程建造+数字

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新型高度融合型人才。

为加快推进工程建造技术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工

程专业技术人员理论与技能水平，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认证中心决定开

展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考评工作。为科学、规范地进行考评工作，我们组织了

有关专家，制定了《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考评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现

公布如下。

1.《大纲》以现阶段智能建造从业人员所需理论与技能水平为目标，充分考虑了

当前建筑行业的变革和发展，结合国际工程建设信息化人才培养方式和经验，对

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范围、技能要求和知识水平作了明确规定。

2.《大纲》的制定参照了有关技术规程的要求，既保证了《大纲》体系的规范化，

又体现了以就业为导向、以就业技能为核心的特点，同时也使其具有根据行业发

展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符合培训和考核的需要。

3.《大纲》将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分为三个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

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包含技术与管理层面，二者应相互融合，以促进建设工

程全寿命周期各相关方的协同工作与信息共享。

4.《大纲》内容包括技能概况、基础知识要求、考评要求和考评内容比重四个部

分。

5.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考试不属于职业资格类考试，通过考试仅表明学员掌握

了一定的智能建造技能知识。

6.《大纲》是在各有关专家和相关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7.《大纲》（第 1 版）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发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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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1.1 名称

智能建造，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1.2 定义

智能建造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程建造融合形成的工程建造创新模式，通过

应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系统，提高建造过程的智能化水平，通过规范化建

模、网络化交互、可视化认知、高性能计算以及智能化决策支持，减少对人的依

赖，不断拓展工程建造价值链、改造产业结构形态，向用户交付以人为本、绿色

可持续的智能化工程产品与服务。

1.3 专业技术人员等级划分

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现行等级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1.4 培训要求

1.4.1 培训时间

推荐的培训时间为：一级不少于 42 课时，二级不少于 38 课时，三级不少于

32 课时。

1.4.2 培训教师

智能建造的授课老师应具备高级职称，具有丰富的国内外智能建造技术的实

践和理论知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8%83%BD%E5%8C%96%E7%B3%BB%E7%BB%9F/20704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8%83%BD%E5%8C%96/60846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7%BA%A7%E6%99%BA%E8%83%BD%E5%BB%BA%E9%80%A0%E5%B8%88/511519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7%BA%A7%E6%99%BA%E8%83%BD%E5%BB%BA%E9%80%A0%E5%B8%88/5113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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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培训方式及要求

培训可采取线下或网络课程的方式进行。采用线上或线下培训时应具有和培

训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地。网络课程培训应具有专业的录播设备，确保录制课程

的质量。

1.5 考评要求

1.5.1 适用对象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信息化技术等专业应(往)届毕业生；从事工程基础施

工、项目管理、预算管理、工程监理等工程建设各领域人员和有志于从事智能建

造的各类人员。

1.5.2 申报条件

(1)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

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且培训学时达标，可报名参加三级智能

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等级考试：

①从事工程项目建筑设计、施工技术与管理、工程咨询、材料设备等领域相

关工作满 2年；

②已经选修过 BIM 相关理论知识或操作能力课程的在校大学生。

(2)二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

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且培训学时达标，可报名参加二级智能

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等级考试：

①取得工程类、工程经济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相关专业类大学专科以上学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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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具备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工作满 2年；

③工程类、工程经济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相关专业类本科或本科学历以上

在读生；

④已取得国家一级或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⑤已取得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证书满 2年；

⑥从事建设工程相关工作满 3年。

(3)一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

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并且培训学时达标，可报名参加一级智

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等级考试：

①取得工程类、工程经济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相关专业类大学本科学历满

2年，或取得非相关专业本科学历满 5年；

②取得工程类、工程经济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相关专业类大学大专学历满

4年，或取得非相关专业专科学历满 6年；

③取得工程类、工程经济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相关专业类双学士学位、硕

士学位或以上学位；

④已取得国家一级或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⑤取得二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证书满 1年。

1.5.3 考评形式

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等级考试采取线上考试，考试信息采用计算机考试系

统进行统一管理，在线完成考生信息填报、考试、电子试卷管理等工作，智能建

造专业技术等级考核评价分为智能建造理论(150 分)与智能建造实务(150 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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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总分为 300 分，以各科成绩均不低于 90 分视为合格，最终评定成绩为两

个科目加权后的平均分，理论科目权重比例为 40%，实务科目权重比例为 60%。

其中智能建造理论科目以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组成；智能建造

实务科目以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简答题组成。

1.5.4 考评系统

考试系统应具有人脸识别等防作弊功能。

1.5.5 考评时间

智能建造专业技术等级考核评价实行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

形式，原则上每年举行 4次考试，分别安排在 3月份、6月份、9月份、12 月份

的最后一个周末。智能建造各级别的单科目考核时间均为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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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知识要求

2.1.BIM 技术基础知识

(1) BIM 技术概述

(2) BIM 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3) BIM 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4) BIM 技术应用

(5) BIM 技术实操

2.2.GIS 技术基础知识

(1) GIS 技术概况

(2) GIS 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3) 面向智能建造 GIS 数据获取、处理和管理

(4) GIS 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2.3.物联网技术基础知识

(1) 物联网技术概述

(2) 物联网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3) 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2.4.数字孪生技术基础知识

(1) 数字孪生技术概述

(2) 数字孪生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3) 数字孪生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2.5.云计算技术基础知识

(1) 云计算技术概述

(2) 云计算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3) 云计算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2.6.大数据技术基础知识

(1) 大数据技术概念

(2) 大数据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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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2.7.5G 技术基础知识

(1) 5G 技术概述

(2) 5G 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3) 5G 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2.8.区块链技术基础知识

(1) 区块链技术概述

(2) 区块链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3) 区块链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2.9.人工智能技术基础知识

(1) 人工智能技术概述

(2) 人工智能技术国内外发展概况

(3)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2.10.扩展现实技术基础知识

(1) 扩展现实技术概述

(2) 扩展现实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3) 扩展现实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主要应用

2.11.智能建造常用智能设备

(1)智能传感器

(2)三维扫描仪

(3)3D 打印机

(4)建筑机器人

(5)智能穿戴设备

2.12.建筑工化业原理及技术应用

(1)装配式建筑课程总论

(2)装配式建筑基础

(3)装配式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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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配式建筑施工

(5)预制构件生产

(6)建筑工业化装修

2.13.绿色建筑工程技术

(1)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历程

(2)绿色建筑设计要点分析

(3)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 性能设计条文专项解析

(4)基于 BIM 的绿色运维平台发布

2.14.EPC 工程总承包管理与实务

(1)大型建筑业企业的国际化

(2)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

(3)EPC 总包商的融资策略与项目资金管理

(4)EPC 工程总承包投标策略

(5)EPC 工程总承包的商务谈判与合同管理

(6)EPC 工程总承包的深化设计管理

(7)EPC 工程总承包中的分包商管理

(8)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的风险管理

(9)EPC 工程总承包的采购管理

(10)EPC 总承包的组织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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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评要求

3.1 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1)

表 1 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考评表

技能要求 考评内容 相关知识

(一)智能建

造概论

1.智能建造绪论

(1)传统工科基本情况

(2)智能建造的由来

(3)智能建造时代背景

(4)智能建造概念

(5)智能建造体系

(6)智能建造特点

(7)智能建造形式

(8)智能建造的发展概况

2.智能建造专业与人才

培养

(1)智能建造专业设立背景

(2)智能建造专业

(3)智能建造专业模块

(4)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

(5)智能建造工程师岗位分类和基本能力

要求

3.智能建造技术应用及

行业变革

(1)智能建造技术在全生命周期应用

(2)智能建造技术优势及预期应用效果

(3)智能建造技术亟待解决问题

4.智能建造融合现代化

技术

(1)智能建造技术支撑

(2)智能建造与 BIM 技术

(3)智能建造与 GIS 技术

(4)智能建造与物联网技术



9

(5)智能建造与数字孪生技术

(6)智能建造与云计算技术

(7)智能建造与大数据技术

(8)智能建造与 5G 技术

(9)智能建造与区块链技术

(10)智能建造与人工智能技术

(11)智能建造与扩展现实技术

(12)智能建造与智能设备

(二)建筑信

息模型

(BIM)技术

应用

1.BIM 技术在智能建造

中的创新应用

(1)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概述

(2)BIM 技术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3)BIM 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2.BIM 整体概述

(1)BIM 建筑信息模型的定义

(2)BIM 建筑信息模型变革价值

(3)BIM 国家标准介绍

(4)BIM 主流软件分类介绍

3.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

阶段应用流程及落地点

(1)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中应用现状

(2)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阶段的应用模式

(3)BIM技术在建筑专业设计阶段应用流程

(4)BIM 技术在建筑专业设计阶段落地点

(三)GIS 技

术

1.GIS 技术概况

(1)GIS 的定义

(2)GIS 空间数据的特点

(3)GIS 技术的优势

2.GIS 技术的国内外发

展概况

(1)GIS 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2)GIS 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GIS 技术在智能建造

中的应用

(1)GIS 的技术架构

(2)GIS 空间建模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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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联网

技术

1.物联网技术概况

(1)物联网技术的定义

(2)物联网技术的特点

(3)物联网技术的优势

2.物联网技术的国内外

发展概况

(1)物联网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物联网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建

造中的应用

(1)物联网的技术架构

(2)具体内容

(3)应用价值

(五)数字孪

生技术

1.数字孪生技术概述

(1)数字孪生技术的定义

(2)数字孪生技术的特点

(3)数字孪生技术的优势

2.数字孪生技术的国内

外发展概况

(1)数字孪生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数字孪生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数字孪生在智能建造

中的应用

(1)数字孪生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3)应用价值

(六)大数据

技术

1.大数据技术概念

(1)大数据技术的定义

(2)大数据的特点

(3)大数据技术的优势

2.大数据技术的国内外

发展概况

(1)大数据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大数据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大数据技术在智能建

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1)大数据的技术架构

(2)大数据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3)大数据的应用价值

(七)智能建

造常用智能
1.智能传感器

(1)智能传感器的功能

(2)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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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3)智能传感器的优缺点

2.三维扫描仪

(1)三维扫描仪的功能

(2)三维扫描仪的应用场景

(3)三维扫描仪的优缺点

3.3D 打印机

(1)3D 打印机的功能

(2)3D 打印机的应用场景

(3)3D 打印机的优缺点

4.建筑机器人

(1)建筑机器人的功能

(2)建筑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3)建筑机器人的优缺点

5.智能穿戴设备

(1)智能穿戴设备的功能

(2)智能穿戴设备的应用场景

(3)智能穿戴设备的优缺点

(八)建筑工

业化原理及

技术应用

1.装配式建筑课程总论

(1)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能建造平台

(2)装配式建筑全流程标准化体系

(3)装配式 BIM 标准和图集

(4)装配式建筑全流程数字建造

(5)装配式建筑标准化、智能化设计系统

(6)基于标准化体系的自动化生产管理平

台

(7)装配式产业大数据分析-互联互通

2.装配式建筑基础

(1)装配式整体概述

(2)装配式建筑主要体系

(3)装配式建筑中的装配率

(4)装配式建筑中预制板楼梯等构件设计

(5)装配式建筑中的剪力墙结构设计

(6)装配式建筑中框架结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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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装配式建筑中的设备管线系统和内装

系统设计

(8)装配式生产阶段要点及注意事项

(9)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成本分析

(10)装配式施工阶段要点和注意事项

3.装配式建筑设计

(1)装配式建筑生产和安装工艺工法

(2)装配式建筑设计围绕的核心理念

(3)确定预制构件的范围

(4)预制率、装配率的计算

4.装配式建筑施工

(1)装配式建筑的分类、特点及优势

(2)装配式构件材料及配件使用要求

(3)典型预制构件的生产过程

(4)典型预制构件现场吊装准备、施工流程

及施工注意要点

(5)BIM 在构配件生产、物流运输、现场存

储、现场施工等各个环节的应用

(6)装配式建筑在生产、结构施工等环节质

量验收要求

5.预制构件生产

(1)预制混凝土构件制作工艺与工厂总体

规划

(2)模具设计与制作

(3)PC构件材料及PC构件原材料采购与存

储

(4)预制构件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与试验方

法

(5)PC 构件制作、吊运、堆放与运输

(6)PC 构件质量检验

6.建筑工业化装修
(1)工业化住宅室内装修模块化的概念和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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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化模块化成果分析和借鉴以及应

用案例

(3)内装模块化的实现途径和措施

(4)工业化装修模块化体系的基本架构

(九)绿色建

筑工程技术

1.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历

程

(1)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背景

(2)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探索阶段

(3)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启蒙阶段

(4)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阶段

(5)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提高阶段

(6)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历程总结

2.绿色建筑设计要点分

析

(1)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规划设计

(2)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方案设计

(3)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机电设计

(4)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提高与创新

3.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 性能设

计条文专项解析

(1)绿建新国标整体框架变化

(2)性能设计(模拟)主要条文解析

4.基于 BIM 的绿色运维

平台发布
(1)基于 BIM 的绿色运维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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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2)

表 2 二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考评表

技能要求 考评内容 相关知识

(一)智能建

造概论

1.智能建造绪论

(1)传统工科基本情况

(2)智能建造的由来

(3)智能建造时代背景

(4)智能建造概念

(5)智能建造体系

(6)智能建造特点

(7)智能建造形式

(8)智能建造的发展概况

2.智能建造专业与人

才培养

(1)智能建造专业设立背景

(2)智能建造专业

(3)智能建造专业模块

(4)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

(5)智能建造工程师岗位分类和基本能力

要求

3.智能建造技术应用

及行业变革

(1)智能建造技术在全生命周期应用

(2)智能建造技术优势及预期应用效果

(3)智能建造技术亟待解决问题

4.智能建造融合现代

化技术

(1)智能建造技术支撑

(2)智能建造与 BIM 技术

(3)智能建造与 GIS 技术

(4)智能建造与物联网技术

(5)智能建造与数字孪生技术

(6)智能建造与云计算技术

(7)智能建造与大数据技术

(8)智能建造与 5G 技术

(9)智能建造与区块链技术

(10)智能建造与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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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智能建造与扩展现实技术

(12)智能建造与智能设备

(二)建筑信

息模型(BIM)

技术应用

1.BIM 技术在智能建

造中的创新应用

(1)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概述

(2)BIM 技术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3)BIM 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2.BIM 整体概述

(1)BIM 建筑信息模型的定义

(2)BIM 建筑信息模型变革价值

(3)BIM 六本国家标准介绍

(4)BIM 主流软件分类介绍

3.BIM 技术在建筑设

计阶段应用流程及落

地点

(1)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中应用现状

(2)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阶段的应用模式

(3)BIM 技术在建筑专业设计阶段应用流

程

(4)BIM 技术在建筑专业设计阶段落地点

4.BIM 在结构设计阶

段的应用

(1)BIM 结构应用流程及软件方案

(2)BIM 结构建模介绍

(3)BIM 结构分析应用

(4)BIM 结构成果与表达

5.BIM 在机电设计阶

段的应用

(1)BIM 机电应用流程及软件解决方案

(2)BIM 机电三维建模应用

(3)BIM 机电管线综合应用

(4)BIM 机电设计阶段其他应用点

(5)BIM 机电成果与表达

6.国内 BIM 施工图审

查介绍

(1)BIM 施工图审查背景

(2)BIM 施工图审查概况

(3)BIM 施工图审查价值与发展

(4)BIM 施工图审查实施分析

7.BIM 在地下空间领

域的应用

(1)轨道交通工程 BIM 应用介绍

(2)隧道工程 BIM 应用介绍

(3)地下管廊工程 BIM 应用介绍

8.BIM 在施工及运维 (1)BIM 在施工阶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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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应用 (2)BIM 在运维阶段应用

(3)BIM 建筑信息模型项目案例分享

(三)GIS 技术

1.GIS 技术概况

(1)GIS 的定义

(2)GIS 空间数据的特点

(3)地理空间参考系统和地图投影

2.GIS 技术的国内外

发展概况

(1)GIS 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2)GIS 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面向智能建造 GIS

数据获取、处理

(1)GIS 数据获取技术

(2)GIS 数据处理技术

4.GIS 技术在智能建

造中的应用

(1)GIS 的技术架构

(2)GIS 空间建模和决策支持

(四)物联网

技术

1.物联网技术概况

(1)物联网技术的定义

(2)物联网技术的特点

(3)物联网技术的优势

2.物联网技术的国内

外发展概况

(1)物联网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物联网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物联网技术在智能

建造中的应用

(1)物联网的技术架构

(2)具体内容

(3)应用价值

(五)数字孪

生技术

1.数字孪生技术概述

(1)数字孪生技术的定义

(2)数字孪生技术的特点

(3)数字孪生技术的优势

2.数字孪生技术的国

内外发展概况

(1)数字孪生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数字孪生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数字孪生在智能建

造中的应用

(1)数字孪生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3)应用价值

(六)云计算

技术

1.云计算技术概述

(1)云计算技术的定义

(2)云计算技术的特点

(3)云计算技术的优势

2.云计算技术的国内

外发展概况

(1)云计算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云计算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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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计算技术在智能

建造中的应用

(1)云计算技术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3)应用价值

(七)大数据

技术

1.大数据技术概念

(1)大数据技术的定义

(2)大数据的特点

(3)大数据技术的优势

2.大数据技术的国内

外发展概况

(1)大数据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大数据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大数据技术在智能

建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1)大数据的技术架构

(2)大数据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3)大数据的应用价值

(八)5G 技术

1.5G 技术概述

(1)5G 技术的定义

(2)5G 技术的特点

(3)5G 技术的优势

2.5G 技术的国内外

发展概况

(1)5G 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5G 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5G 技术在智能建

造中的应用

(1)5G 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九)区块链

技术

1.区块链技术概念

(1)区块链技术的定义

(2)区块链技术的特点

(3)区块链技术的优势

2.区块链技术的国内

外发展概况

(1)区块链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区块链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区块链技术在智能

建造中的应用

(1)区块链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3)应用价值

(十)智能建

造常用智能

设备

1.智能传感器

(1)智能传感器的功能

(2)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场景

(3)智能传感器的优缺点

2.三维扫描仪

(1)三维扫描仪的功能

(2)三维扫描仪的应用场景

(3)三维扫描仪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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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 打印机

(1)3D 打印机的功能

(2)3D 打印机的应用场景

(3)3D 打印机的优缺点

4.建筑机器人

(1)建筑机器人的功能

(2)建筑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3)建筑机器人的优缺点

5.智能穿戴设备

(1)智能穿戴设备的功能

(2)智能穿戴设备的应用场景

(3)智能穿戴设备的优缺点

(十一)建筑

工业化原理

及技术应用

1.装配式建筑课程总

论

(1)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能建造平台

(2)装配式建筑全流程标准化体系

(3)装配式 BIM 标准和图集

(4)装配式建筑全流程数字建造

(5)装配式建筑标准化、智能化设计系统

(6)基于标准化体系的自动化生产管理平

台

(7)装配式产业大数据分析-互联互通

2.装配式建筑基础

(1)装配式整体概述

(2)装配式建筑主要体系

(3)装配式建筑中的装配率

(4)装配式建筑中预制板楼梯等构件设计

(5)装配式建筑中的剪力墙结构设计

(6)装配式建筑中框架结构的设计

(7)装配式建筑中的设备管线系统和内装

系统设计

(8)装配式生产阶段要点及注意事项

(9)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成本分析

(10)装配式施工阶段要点和注意事项

3.装配式建筑设计

(1)装配式建筑生产和安装工艺工法

(2)装配式建筑设计围绕的核心理念

(3)确定预制构件的范围

(4)预制率、装配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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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配式建筑施工

(1)装配式建筑的分类、特点及优势

(2)装配式构件材料及配件使用要求

(3)典型预制构件的生产过程

(4)典型预制构件现场吊装准备、施工流

程及施工注意要点

(5)BIM 在构配件生产、物流运输、现场存

储、现场施工等各个环节的应用

(6)装配式建筑在生产、结构施工等环节

质量验收要求

5.预制构件生产

(1)预制混凝土构件制作工艺与工厂总体

规划

(2)模具设计与制作

(3)PC 构件材料及 PC 构件原材料采购与

存储

(4)预制构件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与试验方

法

(5)PC 构件制作、吊运、堆放与运输

(6)PC 构件质量检验

6.建筑工业化装修

(1)工业化住宅室内装修模块化的概念和

特性

(2)工业化模块化成果分析和借鉴以及应

用案例

(3)内装模块化的实现途径和措施

(4)工业化装修模块化体系的基本架构

(十二)绿色

建筑工程技

术

1.中国绿色建筑发展

历程

(1)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背景

(2)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探索阶段

(3)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启蒙阶段

(4)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阶段

(5)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提高阶段

(6)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历程总结

2.绿色建筑设计要点

分析

(1)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规划设计

(2)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方案设计

(3)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机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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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提高与创新

3.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 性能

设计条文专项解析

(1)绿建新国标整体框架变化

(2)性能设计(模拟)主要条文解析

4.基于 BIM 的绿色运

维平台发布
(1)基于 BIM 的绿色运维平台发布

(十三)EPC 工

程总承包模

式

1.传统的 DBB 承发包

模式

(1)掌握 DBB 模式及其合同结构

(2)掌握 DBB 模式的特点

2.工程总承包模式
(1)掌握 DB 总承包模式

(2)掌握 EPC 总承包模式

3.项目管理总承包模

式

(1)熟悉 CM 模式

(2)熟悉 BOT 模式

(3)熟悉 Partnering 模式

(4)熟悉 PM 模式

(5)熟悉 PC 模式

4.EPC 总承包与其他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关

系分析

(1)掌握施工总承包模式

(2)掌握设计和施工总承包

(3)掌握施工总承包、EPC 总承包和 BOT

总承包

5.EPC 工程总承包模

式

(1)熟悉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背景

(2)掌握 EPC 工程总承包的主要内容

(3)掌握 EPC 总承包项目的建设程序

(4)掌握 EPC 项目中业主和承包商的责任

范围

(5)掌握 EPC 总承包项目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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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3)

表 3 一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考评表

技能要求 考评内容 相关知识

(一)智能建

造概论

1.智能建造绪论

(1)传统工科基本情况

(2)智能建造的由来

(3)智能建造时代背景

(4)智能建造概念

(5)智能建造体系

(6)智能建造特点

(7)智能建造形式

(8)智能建造的发展概况

2.智能建造专业与

人才培养

(1)智能建造专业设立背景

(2)智能建造专业

(3)智能建造专业模块

(4)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

(5)智能建造工程师岗位分类和基本能力

要求

3.智能建造技术应

用及行业变革

(1)智能建造技术在全生命周期应用

(2)智能建造技术优势及预期应用效果

(3)智能建造技术亟待解决问题

4.智能建造融合现

代化技术

(1)智能建造技术支撑

(2)智能建造与 BIM 技术

(3)智能建造与 GIS 技术

(4)智能建造与物联网技术

(5)智能建造与数字孪生技术

(6)智能建造与云计算技术

(7)智能建造与大数据技术

(8)智能建造与 5G 技术

(9)智能建造与区块链技术

(10)智能建造与人工智能技术

(11)智能建造与扩展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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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智能建造与智能设备

(二)建筑信

息模型(BIM)

技术应用

1.BIM 技术在智能建

造中的创新应用

(1)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概述

(2)BIM 技术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3)BIM 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2.BIM 整体概述

(1)BIM 建筑信息模型的定义

(2)BIM 建筑信息模型变革价值

(3)BIM 六本国家标准介绍

(4)BIM 主流软件分类介绍

3.BIM 技术在建筑设

计阶段应用流程及

落地点

(1)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中应用现状

(2)BIM 技术在建筑设计阶段的应用模式

(3)BIM 技术在建筑专业设计阶段应用流

程

(4)BIM 技术在建筑专业设计阶段落地点

4.BIM 在结构设计阶

段的应用

(1)BIM 结构应用流程及软件方案

(2)BIM 结构建模介绍

(3)BIM 结构分析应用

(4)BIM 结构成果与表达

5.BIM 在机电设计阶

段的应用

(1)BIM 机电应用流程及软件解决方案

(2)BIM 机电三维建模应用

(3)BIM 机电管线综合应用

(4)BIM 机电设计阶段其他应用点

(5)BIM 机电成果与表达

6.国内 BIM 施工图审

查介绍

(1)BIM 施工图审查背景

(2)BIM 施工图审查概况

(3)BIM 施工图审查价值与发展

(4)BIM 施工图审查实施分析

7.BIM 在地下空间领

域的应用

(1)轨道交通工程 BIM 应用介绍

(2)隧道工程 BIM 应用介绍

(3)地下管廊工程 BIM 应用介绍

8.BIM 在施工及运维

阶段应用

(1)BIM 在施工阶段应用

(2)BIM 在运维阶段应用

(3)BIM 建筑信息模型项目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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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IM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实操

(1)工程图纸识图与绘制

(2)BIM 建模软件及建模环境

(3)BIM 建模方法

(4)BIM 标记、标注与注释

(5)BIM 成果输出

(三)GIS 技术

1.GIS 技术概况

(1)GIS 的定义

(2)GIS 空间数据的特点

(3)地理空间参考系统和地图投影

(4)GIS 技术的优势

2.GIS 技术的国内外

发展概况

(1)GIS 技术的国外发展概况

(2)GIS 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面向智能建造 GIS

数据获取、处理和管

理

(1)GIS 数据获取技术

(2)GIS 数据处理技术

(3)GIS 数据管理技术

4.GIS 技术在智能建

造中的应用

(1)GIS 的技术架构

(2)GIS 空间建模和决策支持

(3)GIS 空间数据表达和制图

(四)物联网

技术

1.物联网技术概况

(1)物联网技术的定义

(2)物联网技术的特点

(3)物联网技术的优势

2.物联网技术的国

内外发展概况

(1)物联网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物联网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物联网技术在智

能建造中的应用

(1)物联网的技术架构

(2)具体内容

(3)应用价值

(五)数字孪

生技术

1.数字孪生技术概

述

(1)数字孪生技术的定义

(2)数字孪生技术的特点

(3)数字孪生技术的优势

2.数字孪生技术的

国内外发展概况

(1)数字孪生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数字孪生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数字孪生在智能

建造中的应用

(1)数字孪生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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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价值

(六)云计算

技术

1.云计算技术概述

(1)云计算技术的定义

(2)云计算技术的特点

(3)云计算技术的优势

2.云计算技术的国

内外发展概况

(1)云计算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云计算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云计算技术在智

能建造中的应用

(1)云计算技术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3)应用价值

(七)大数据

技术

1.大数据技术概念

(1)大数据技术的定义

(2)大数据的特点

(3)大数据技术的优势

2.大数据技术的国

内外发展概况

(1)大数据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大数据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大数据技术在智

能建造中的作用与

价值

(1)大数据的技术架构

(2)大数据技术在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3)大数据的应用价值

(八)5G 技术

1.5G 技术概述

(1)5G 技术的定义

(2)5G 技术的特点

(3)5G 技术的优势

2.5G 技术的国内外

发展概况

(1)5G 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5G 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5G 技术在智能建

造中的应用

(1)5G 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九)区块链

技术

1.区块链技术概念

(1)区块链技术的定义

(2)区块链技术的特点

(3)区块链技术的优势

2.区块链技术的国

内外发展概况

(1)区块链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区块链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区块链技术在智

能建造中的应用

(1)区块链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3)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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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工智

能技术

1.人工智能技术概

述

(1)人工智能定义

(2)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

(3)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

2.人工智能技术国

内外发展概况

(1)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外发展概况

(2)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内发展概况

3.人工智能技术在

智能建造中的作用

与价值

(1)人工智能的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3)作用与价值

(十一)扩展

现实技术

1.扩展现实技术概

述

(1)扩展现实技术的定义

(2)扩展现实技术的特点

(3)扩展现实技术的优势

2.扩展现实技术的

国内外发展概况

(1)扩展现实技术国外发展概况

(2)扩展现实技术国内发展概况

3.扩展现实技术在

智能建造中的主要

应用

(1)扩展现实技术架构

(2)具体应用

(3)应用价值

(十二)智能

建造常用智

能设备

1.智能传感器

(1)智能传感器的功能

(2)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场景

(3)智能传感器的优缺点

2.三维扫描仪

(1)三维扫描仪的功能

(2)三维扫描仪的应用场景

(3)三维扫描仪的优缺点

3.3D 打印机

(1)3D 打印机的功能

(2)3D 打印机的应用场景

(3)3D 打印机的优缺点

4.建筑机器人

(1)建筑机器人的功能

(2)建筑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3)建筑机器人的优缺点

5.智能穿戴设备

(1)智能穿戴设备的功能

(2)智能穿戴设备的应用场景

(3)智能穿戴设备的优缺点

(十三)建筑 1.装配式建筑课程 (1)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能建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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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原理

及技术应用

总论 (2)装配式建筑全流程标准化体系

(3)装配式 BIM 标准和图集

(4)装配式建筑全流程数字建造

(5)装配式建筑标准化、智能化设计系统

(6)基于标准化体系的自动化生产管理平

台

(7)装配式产业大数据分析-互联互通

2.装配式建筑基础

(1)装配式整体概述

(2)装配式建筑主要体系

(3)装配式建筑中的装配率

(4)装配式建筑中预制板楼梯等构件设计

(5)装配式建筑中的剪力墙结构设计

(6)装配式建筑中框架结构的设计

(7)装配式建筑中的设备管线系统和内装

系统设计

(8)装配式生产阶段要点及注意事项

(9)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成本分析

(10)装配式施工阶段要点和注意事项

3.装配式建筑设计

(1)装配式建筑生产和安装工艺工法

(2)装配式建筑设计围绕的核心理念

(3)确定预制构件的范围

(4)预制率、装配率的计算

4.装配式建筑施工

(1)装配式建筑的分类、特点及优势

(2)装配式构件材料及配件使用要求

(3)典型预制构件的生产过程

(4)典型预制构件现场吊装准备、施工流

程及施工注意要点

(5)BIM 在构配件生产、物流运输、现场

存储、现场施工等各个环节的应用

(6)装配式建筑在生产、结构施工等环节

质量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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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制构件生产

(1)预制混凝土构件制作工艺与工厂总体

规划

(2)模具设计与制作

(3)PC 构件材料及 PC 构件原材料采购与

存储

(4)预制构件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与试验方

法

(5)PC 构件制作、吊运、堆放与运输

(6)PC 构件质量检验

6.建筑工业化装修

(1)工业化住宅室内装修模块化的概念和

特性

(2)工业化模块化成果分析和借鉴以及应

用案例

(3)内装模块化的实现途径和措施

(4)工业化装修模块化体系的基本架构

(十四)绿色

建筑工程技

术

1.中国绿色建筑发

展历程

(1)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背景

(2)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探索阶段

(3)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启蒙阶段

(4)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阶段

(5)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提高阶段

(6)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历程总结

2.绿色建筑设计要

点分析

(1)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规划设计

(2)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方案设计

(3)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机电设计

(4)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的提高与创新

3.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 GBT50378-2019 性

能设计条文专项解

析

(1)绿建新国标整体框架变化

(2)性能设计(模拟)主要条文解析

4.基于 BIM 的绿色运

维平台发布
(1)基于 BIM 的绿色运维平台发布

(十五)EPC 工

程总承包管

1.大型建筑业企业

的国际化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

总承包管理办法》解读及应用



28

理与实务 (2)住建部新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

同示范文本》解读及应用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承包计价计量规范(征求意见稿)解读及

应用

(4)国际建筑市场现状

(5)国际建筑市场结构分析

(6)以总承包能力为基础培育企业价值链

的增值点

(7)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正在改变着工程

项目管理的模式

(8)总承包商占据国际建筑市场的主导地

位

(9)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背景

(10)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经营优势

(11)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建筑业成长模式

的转变

(12)建筑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态性和长期

性

(13)建筑企业的基本发展战略

(14)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15)国际化战略实施

(16)工程总承包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17)工程总承包企业核心业务的变革

(18)工程总承包企业的核心能力

2.EPC 工程总承包模

式

(1)DBB 模式及其合同结构

(2)DBB 模式的特点

(3)DB 总承包模式

(4)EPC 总承包模式

(5)CM 模式

(6)BOT 模式

(7)Partnering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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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M 模式

(9)PC 模式

(10)施工总承包模式

(11)设计和施工总承包

(12)施工总承包、EPC 总承包和 BOT 总承

包

(13)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背景

(14)EPC 工程总承包的主要内容

(15)EPC 总承包项目的建设程序

(16)EPC 项目中业主和承包商的责任范

围

(17)EPC 总承包项目的管理模式

3.EPC 总包商的融资

策略与项目资金管

理

(1)国内“垫资”承包现象的历史渊源

(2)国内“垫资”现象的表现形式

(3)带资竞标要求 EPC 总包商具备强大的

融资能力

(4)利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5)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6)项目资金管理模式

(7)项目资金管理的基本内容

4.EPC 工程总承包投

标策略

(1)工程投标的理论基础

(2)工程招投标的一般程序

(3)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工作流程

(4)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资格预审

(5)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前期准备

(6)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关键决策

点分析

(7)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策略

(8)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报价的策略

5.EPC 工程总承包的

商务谈判与合同管

理

(1)商务谈判及商务谈判的基本模式

(2)关于商务谈判的两种观点

(3)商务谈判的策划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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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同价格的

(5)合同条款的商务谈判

(6)履约管理

(7)变更管理

(8)索赔管理

(9)争议的解决

(10)合同双方的关系

(11)招投标的管理与实施

(12)如何规避工程风险

6.EPC 工程总承包的

深化设计管理

(1)设计阶段的划分

(2)专业设计的版次管理

(3)设计与采购、施工的一体化

(4)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设计范围

(5)初步设计和设计变更的管理

(6)对设计的深化和协调管理

(7)深化设计的管理方法

(8)工程初期在深化设计管理中遇到的困

难

(9)改进深化设计管理的建议

(10)本项目深化设计管理改进后的启示

(11)深化设计管理的组织构架

(12)深化设计实施流程

(13)施工图深化设计的协调管理

7.EPC 工程总承包中

的分包商管理

(1)工程分包及分包模式

(2)我国工程项目总分包体系下专业分包

的现状

(3)目前我国建筑专业分包体系需要进一

步完善的内容

(4)对健全和发展我国专业分包体系的建

议

(5)分包商采购管理模式

(6)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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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包商的选择

(8)工程项目控制

(9)总包对分包商工程质量的管理

(10)总包商对分包商进度的管理

(11)总包商对分包商的成本管理

(12)总包商对分包商的安全管理

(13)总包商对分包商工作的评价

8.EPC 工程总承包项

目的风险管理

(1)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的风险划分及特

征

(2)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风险的成因

(3)风险识别

(4)风险分析

(5)风险控制和处理

(6)项目投标和议标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7)项目合同商务谈判和签约过程中的风

险管理

(8)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9.EPC 工程总承包的

采购管理

(1)EPC 模式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之间

的逻辑关系

(2)EPC 模式下采购管理的价值

(3)EPC 模式下物资采购所面临的风险

(4)供应商资格审查和评价

(5)后期评审和信用度管理

(6)构建与供应商的战略伙伴关系

(7)EPC 工程采购评价的主要原则

(8)EPC 工程物资采购的策略

(9)采购合同进度管理

(10)采购合同接口管理

(11)采购合同质量管理

(12)采购合同成本管理

(13)采购合同后管理

(14)采购流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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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采购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

(16)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

(17)电子化合同管理和工作模式

(18)集中采购的管理优势

(19)集中采购管理组织结构

(20)集中采购管理协调模型

(21)集中采购的实施过程

10.EPC 总承包的组

织管理体系

(1)企业组织结构内涵演变

(2)企业组织结构形式演进

(3)企业组织结构发展趋势

(4)企业组织流程理论

(5)企业组织结构模式

(6)项目管理模式

(7)EPC 工程公司的典型特征

(8)EPC 项目实施对企业组织功能创新的

要求

(9)大型施工企业需要增强的组织功能

(10)过渡期的组织模式

(11)EPC 总承包企业组织的基本结构

(12)EPC 项目组织的基本模式

(13)项目经理的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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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评内容比重表

4.1 理论知识

4.1.1 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4)

表 4 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理论知识考评内容比重表

项目 比重(%)

相

关

知

识

一、智能建造基础知识 20

二、BIM 技术理论 10

三、GIS 技术理论 5

四、物联网技术理论 15

五、数字孪生技术理论 10

六、大数据技术 10

七、智能建造常用智能设备 15

八、建筑工化业原理及技术应用 10

九、绿色建筑工程技术 5

合计 100



34

4.1.2 二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5)

表 5 二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理论知识考评内容比重表

项目 比重(%)

相

关

知

识

一、智能建造基础知识 15

二、BIM 技术理论 10

三、GIS 技术理论 5

四、物联网技术理论 5

五、数字孪生技术理论 5

六、云计算技术理论 5

七、大数据技术理论 5

八、5G 技术理论 5

九、区块链技术理论 5

十、智能建造常用智能设备 15

十一、建筑工化业原理及技术应用 15

十二、绿色建筑工程技术 5

十三、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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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一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6)

表 6 一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理论知识考评内容比重表

项目 比重(%)

相

关

知

识

一、智能建造基础知识 10

二、BIM 技术理论 10

三、GIS 技术理论 5

四、物联网技术理论 5

五、数字孪生技术理论 5

六、云计算技术理论 5

七、大数据技术理论 5

八、5G 技术理论 5

九、区块链技术理论 5

十、人工智能技术理论 10

十一、扩展现实技术理论 5

十二、智能建造常用智能设备 10

十三、建筑工化业原理及技术应用 10

十四、绿色建筑工程技术 5

十五、EPC 工程总承包管理与实务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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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务知识

4.2.1 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7)

表 7 三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实务知识考评内容比重表

项目 三级(%)

专

业

要

求

一、BIM 技术 15

二、GIS 技术 10

三、物联网技术 15

四、数字孪生技术 15

五、大数据技术 10

六、智能建造常用智能设备 20

七、建筑工化业原理及技术应用 10

八、绿色建筑工程技术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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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二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8)

表 8 二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实务知识考评内容比重表

项目 二级(%)

专

业

要

求

一、BIM 技术 10

二、GIS 技术 5

三、物联网技术 10

四、数字孪生技术 10

五、云计算技术 10

六、大数据技术 10

七、5G 技术 5

八、区块链技术 5

九、智能建造常用智能设备 15

十、建筑工化业原理及技术应用 10

十一、绿色建筑工程技术 5

十二、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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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一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9)

表 9 一级智能建造专业技术人员实务知识考评内容比重

项目 一级(%)

专

业

要

求

一、BIM 技术 10

二、GIS 技术 5

三、物联网技术 10

四、数字孪生技术 10

五、云计算技术 5

六、大数据技术 5

七、5G 技术 5

八、区块链技术 5

九、人工智能技术 10

十、扩展现实技术 5

十一、智能建造常用智能设备 10

十二、建筑工化业原理及技术应用 10

十三、绿色建筑工程技术 5

十四、EPC 工程总承包管理与实务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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