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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职业技能级对应的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
相关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51004-2015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
GB50666-201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T51235-2017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GB50300-201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209-2010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8-2011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2018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4-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2011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755-2012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05-202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6-2012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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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207-2012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026-2007 工程测量规范
GB/T50905-2014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建筑工程 building engineering
为新建、改建或扩建房屋建筑物和附属构筑物设施所进行的规划、勘察、
设计和施工、竣工等各项技术工作和完成的工程实体。
3.2 建筑工程质量 quality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反映建筑工程满足相关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要求，包括其在安全、使用
功能及其在耐久性能、环境保护等方面所有明显的隐含能力的特性总和。
3.3 验收 acceptance
建筑工程在施工单位自行质量检查评定的基础上，参与建设活动的有关单
位共同对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的质量进行抽样复验，根据相关标准
以书面形式对工程质量达到合格与否做出确认。
3.4 进场验收 site acceptance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构配件、设备等按相关标准规定要求进行检验，
对产品达到合格与否做出确认。
3.5 检验批 inspection lot
按同一的生产条件或按规定的方式汇总起来供检验用的，由一定数量样本
组成的检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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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检验 inspection
对检验项目中的性能进行量测、检查、试验等，并将结果与标准规定要求
进行比较，以确定每项性能是否合格所进行的活动。
3.7 主控项目 dominant item
建筑工程中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公众利益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项
目。
3.8 一般项目 general item
除主控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
3.9 混凝土结构 concrete structure
以混凝土为主制成的结构，包括素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预应力
混凝土结构，按施工方法可分为现浇混凝土结构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3.10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precast concrete 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或部件装配、连接而成的混凝土结构，简称装配式结
构。
3.11 质量证明文件 quality certificate document
随同进场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等一同提供用于证明其质量状况的
有效文件。
3.12 装配式建筑 assembled building
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3.13 职业技能 occupational skills
个体完成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职业岗位工作任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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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古建筑修缮与仿建、城镇建
设、工程造价、市政工程施工、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工程测量、土建工程检
测、建筑与工程材料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建筑材料检测技术、建筑装饰材料技
术、建筑材料设备应用、新型建筑材料技术、建筑材料生产与管理、建筑设
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建筑工程技
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设
备工程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建筑经济管
理、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建设工程监理、市政工程技术、水利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
术、高速铁道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铁道工程、智能建造、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土木、水利与交通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测绘工程、建筑学、历史建筑保护工程、智
慧建筑与建造、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技术、装配式建筑施工、古建筑
修缮、城镇建设、建筑工程造价、市政工程施工、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工程
测量技术、建筑工程检测、建设项目材料管理、铁道桥梁隧道施工与维护等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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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
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装配式建筑工程技
术、建设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建设工程监理、建筑材
料工程技术、建筑材料检测技术、建筑装饰材料技术、新型建筑材料技术、、
建筑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动画技术、地下与隧道
工程技术、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技
术、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铁
道工程技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建筑工程、智能建造工程、城市地下工程、建筑
智能检测与修复、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等、水利水电工程、农业水利工
程、高速铁路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建筑学、智慧建筑与
建造、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铁道工程、智能建造、测绘
工程、历史建筑保护工程、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
岸工程、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土木水利与交通工程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主要针对建筑工程项目
生产、施工、技术、监理、建设管理等岗位群，面向土木工程领域，按技能难
度等级从事不同的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相关操作、技术与管理等工作。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初级）：主要面向建设工程施工企
业、劳务企业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工长、试验、测量、班组长等岗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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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操作流程的规定，实施监督完成工程项目生产、施工、技术、质量、安全等
工作。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中级）：主要面向建设工程项目施工
企业、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房地产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生产经理、施工
员、质量员、设计员、监理员等岗位根据技术规范与规程的要求，结合工程项
目实际，完成施工材料、机械组织、进度计划、施工技术指导、质量检查验
收、设计施工图、监督管理等工作。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高级）：主要面向建筑工程项目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房地产企业、咨询企业和培训机构、行业组织与
建设主管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建筑师、建造师、项目经理、工程师、监
理工程师、培训师等岗位，完成生产与施工管理、技术创新和教育培训，能对
项目进行设计优化、项目管理及信息化建设、项目技术评审及验收管理等工
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
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初级）：主要面向建筑工程项目和施
工企业，在生产、施工、技术、质量等技能人员，根据操作流程的规定，实施
完成建筑工程基础、主体结构、装配式结构、屋面及防水、装饰装修施工等作
业。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中级）：主要面向建筑工程项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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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产、施工、监理和建设等企业，在工程设计、生产、施工、质量验收、
监理、建设规划等岗位，根据技术规范与规程的要求，完成建筑工程项目设
计、生产安排、施工管理、质量检查、技术管理等作业。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高级）：主要面向建筑工程项目设
计、生产、施工、咨询等企业和培训机构、行业组织与主管部门，在项目设
计、生产、施工、管理、监理等岗位，根据技术及业务要求，完成建筑生产与
施工管理、质量验收评审、技术服务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1.1.1 能根据给定的建筑物构件二维图,指出建筑物构造
名称；
1.1.2 能根据给定的建筑物三维模型,指出建筑构造物名
1.1 建 筑 构 造 识 称；
读
1.1.3 能根据给定建筑物构件,准确指出建筑构造组成名
称；
1.1.4 能通过给定的参数化剖面模型,准确描述出各层构
造名称。
1.2.1 能根据给定的建筑施工图，准确查阅建筑设计总
说明；
1.2.2 能根据给定的建筑施工图，准确识读门窗统计
表、工程做法表；
1.施工图识读 1.2 建 筑 施 工 图
1.2.3 能根据给定的建筑施工图，准确查阅总平面图、
识读
标准平面图、立面图。
1.2.4 能根据给定的建筑施工图，对标准平面图、剖面
图、外墙详图、楼梯详图、门窗详图等图纸的标高、
轴线、位置、尺寸等参数进行复核。
1.3.1 能根据给定的结构施工图，查阅结构设计总说明.
1.3.2 能根据给定的结构施工图引用图集名称，准确查
阅对应图集。
1.3 结 构 施 工 图
1.3.3 能根据给定的结构施工图，查阅基础结构平面布
识读
置图、梁板结构平面布置图、柱墙结构平面布置图、
节点图、楼梯详图等图纸。
1.3.4 能根据给定的结构施工图，对标准平面图、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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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详图、楼梯详图等图纸的标高、轴线、位置、尺寸等
参数进行复核。
1.3.5 能应用 G101 平法系列图集规则，对结构基础、
柱、墙、梁、板、楼梯等构件图纸进行识读。
2.1.1 能根据给定的施工任务中材料、机械设备要求，
结合给定图纸、节点图、工程做法表、应用图集规
范，进行施工材料、机械准备。
2.1 施 工 前 技 术
2.1.2 能依据设计图纸，根据任务要求，整理施工节点
准备
图，细部节点图。
2.1.3 能根据给定的施工任务，准备各种测量放线工
具。
2.2.1 能根据无机胶凝材料的性能、规格及应用，对无
极胶凝材料进行识别。
2.2.2 能根据建筑金属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及应
用，对建筑金属材料进行识别。
2.2 施 工 材 料 识 2.2.3 能根据砂浆、混凝土的技术性能及应用，对建筑
2.施工前条件
别
材料进行识别。
准备
2.2.4 能根据防水材料的品种、性能及应用，对建筑材
料进行识别。
2.2.5 能根据装饰材料的品种、性能及应用对建筑材料
进行识别。
2.3.1 能根据指定施工工艺结合土石方工程机械的性
能，选配施工机械。
2.3.2 能根据指定施工工艺结合钢筋机械的性能，选配
2.3 施 工 机 具 选 施工机械。
配
2.3.3 能根据指定施工工艺结合混凝土机械的性能，选
配施工机械。
2.3.4 能根据指定施工工艺结合运输机械的性能，选配
施工机械。
3.1.1 能根据给定施工图，进行地基与基础构件、部位
定位放样测量工作。
3.1.2 能够用图纸、图集对基础构件部品进行位置、尺
寸等参数进行核对。
3.施工工艺实 3.1 地 基 与 基 础 3.1.3 能够根据施工交底协调施工机械、人力、运输进
施与监督
工程实施与监督 行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3.1.4 能够按照《建筑施工手册》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工艺流程监督施工符合工艺标准。
3.1.5 能够按照《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地
基与基础工程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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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3.2.1 能根据给定施工图，进行砌体构筑物、部品、构
件定位放样测量工作。
3.2.2 能够根据施工工艺交底协调施工机械、人力、运
输进行砌体工程施工。
3.2 砌 体 工 程 实 3.2.3 能够应用图纸、图集对砌体工程施工尺寸等参数
施与监督
进行核对。
3.2.4 能够按照《建筑施工手册》砌体工程施工工艺流
程监督施工符合工艺标准。
3.2.5 能够按照《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砌
体结构工程施工记录。
3.3.1 能根据给定施工图，进行钢筋混凝土结构构筑
物、部品、构件定位放样测量工作。
3.3.2 能够根据施工工艺交底协调施工机械、人力、运
输进行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
3.3 钢 筋 混 凝 土 3.3.3 能够应用图纸、图集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构筑物、
工程实施与监督 部品、构件尺寸等参数进行核对。
3.3.4 能够按照《建筑施工手册》钢筋混凝土分项工程
工艺流程监督施工符合工艺标准。
3.3.5 能够按照《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钢
筋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记录。
3.4.1 能根据给定施工图，进行装配式建筑结构构筑
物、部品、构件定位放样测量工作。
3.4.2 能够根据施工工艺交底协调施工机械、人力、运
输进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3.4 装 配 式 混 凝
3.4.3 能够应用图纸、图集对装配式建筑结构构筑物、
土结构工程实施
部品、构件尺寸等参数进行核对。
与监督
3.4.4 能够按照《建筑施工手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
程分项工程工艺流程监督施工符合工艺标准。
3.4.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装配式
建筑结构工程施工记录。
3.5.1 能根据给定施工图，进行钢结构构筑物、部品、
构件定位放样测量工作。
3.5.2 能够根据施工工艺交底协调施工机械、人力、运
输进行钢结构工程施工
3.5 钢 结 构 工 程 3.5.3 能够应用图纸、图集对钢结构构筑物、部品、构
实施与监督
件尺寸等参数进行核对。
3.5.4 能够按照《建筑施工手册》钢结构工程分项工程
工艺流程监督施工符合工艺标准。
3.5.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钢结构
工程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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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3.6.1 能根据给定施工图，进行屋面及防水工程细部构
造、坡度、流水方向进行放样工作。
3.6.2 能够根据施工工艺交底协调施工机械、人力、运
输进行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
3.6 屋 面 及 防 水 3.6.3 能够应用图纸、图集对屋面工程及防水厚度、层
工程实施与监督 次等参数进行核对。
3.6.4 能够按照《建筑施工手册》屋面及防水分项工程
工艺流程监督施工符合工艺标准。
3.6.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进行屋面蓄
水、淋水试验并填写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记录。
3.7.1 能根据给定施工图，进行装饰工程细部构造、标
高进行放样工作。
3.7.2 能够根据施工工艺交底协调施工机械、人力、运
输进行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3.7 装 饰 装 修 实 3.7.3 能够应用图纸、图集、规范对装饰部位、标高、
施与监督
尺寸等参数进行核对。
3.7.4 能够按照《建筑施工手册》装饰装修工程分项工
程工艺流程监督施工符合工艺标准。
3.7.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装饰工
程施工记录。

表 2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1.1.1 能依据制图标准，根据任务要求，运用 CAD 绘
图软件抄绘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详图。
1.1.2 能依据制图标准，根据任务要求，运用 CAD 绘
图软件抄绘结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详图。
1.1.3 能依据建筑竣工图绘制标准，根据施工设计变
1.1 施工图纸制图
更及施工记录，运用 CAD 绘图软件绘制建筑竣工
图。
1.施工图绘制
1.1.4 能依据结构竣工图绘制标准，根据施工设计变
与模型创建
更及施工记录，运用 CAD 绘图软件绘制结构竣工
图。
2.1.1 能依据给 定的二维建筑 部品图，创建建 筑模
型。
1.2 施工构件模型
2.1.2 能依据给定的二维结构构件，创建结构构件模
创建
型。
2.1.3 能依据给定的二维建筑施工图，创建建筑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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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型场景。
2.1.4 能依据给定的二维结构施工图，创建结构模型
场景。
1.3.1 能根据给 定项目施工方 案绘制工艺节点 图。
1.3.2 能根据给定项目施工方案创建三维构造模型。
1.3 施工场地布置 1.3.3 能根据给定项目《施工组织设计》绘制施工场
图绘制
地布置图。
1.3.4.能根据给定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创建施工场
地三维场景。
2.1.1 能根据指定施工方案，结合施工技术交底编制
要求，编制分项施工工艺技术交底文件。
2.1 施工方案及交 2.1.2 能根据给定施工工艺交底，对工种班组进行交
底组织
底宣讲。
2.1.3 能按照给定的技术交底内容对各项工艺进行指
导、组织施工。
2.2.1 能根据施工方案的材料要求，在材料进场时进
行无机胶凝材料验收。
2.2.2 能根据施工方案的材料要求在材料进场时进行
建筑金属材料验收。
2.2 施工材料进场 2.2.3 能根据施工方案的材料要求在材料进场时进行
2.施工过程组 组织
砂浆、混凝土材料验收。
织
2.2.4 能根据施工方案的材料要求在材料进场时进行
防水材料验收。
2.2.5 能根据施工方案的材料要求在材料进场时进行
装饰材料验收。
2.3.1 能根据已知的土石方工程机械机械台班定额，
能核算指定施工工艺计划工期。
2.3.2 根据已知的钢筋加工制作机械台班定额，能核
算指定钢筋工程施工工艺计划工期。
2.3 施工机具组织
2.3.3 根据已知的混凝土机械机械台班定额，能核算
应用
混凝土工程施工工艺计划工期。
2.3.4 根据已知的材料运输机械台班定额，核算材料
运输机械计划工期。
2.3.5 能进行测量仪器具矫正检核。
3.1.1 能按照指定施工任务编制地基与基础施工技术
交底。
3.施工工艺交 3.1 地基与基础工
3.1.2 能够按照已知工程量编制地基与基础施工工艺
底 、 计 划 与 程交 底、 计划 与
施工进度计划。
检查
检查
3.1.3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地基与基础工程
主控项目进行质量检查，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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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3.1.4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地基与基础工程
一般项目进行质量检查，操作检测工具对允许偏差
项目实物检测，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3.1.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施工
质量验收检查表。
3.2.1 能按照指定施工任务编制砌体工程施工技术交
底。
3.2.2 能够按照已知工程量编制砌体工程施工工艺施
工进度计划。
3.2.3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砌体工程工程主控
3.2 砌体工程计划
项目进行质量检查，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与检查
3.2.4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砌体工程一般项目
进行质量检查，操作检测工具对允许偏差项目实物
检测，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3.2.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砌体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表。
3.3.1 能按照指定施工任务编制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
技术交底。
3.3.2 能够按照已知工程量编制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
工艺施工进度计划。
3.3 钢筋混凝土工 3.3.3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钢筋混凝土工程主
程交 底、 计划 与 控 项目进 行质量检查 ，达到 质量 验收规 范要求 。
检查
3.3.4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钢筋混凝土工程一
般项目进行质量检查，操作检测工具对允许偏差项
目实物检测，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3.3.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钢筋
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表。
3.4.1 能按照指定施工任务编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技术交底。
3.4.2 能够按照已知工程量编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工艺施工进度计划。
3.4.3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3.4 装配式混凝土
工程主控项目进行质量检查，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
结构 工程 交底 、
求。
计划与检查
3.4.4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工程一般项目进行质量检查，操作检测工具对允许
偏差项目实物检测，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3.4.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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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3.5.1 能按照指定施工任务编制钢结构工程施工技术
交底。
3.5.2 能够按照已知工程量编制钢结构工程施工工艺
施工进度计划。
3.5.3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钢结构工程主控项
3.5 钢结构工程交
目进行质量检查，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底、计划与检查
3.5.4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钢结构工程一般项
目进行质量检查，操作检测工具对允许偏差项目实
物检测，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3.5.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表。
3.6.1 能按照指定施工任务编制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
技术交底。
3.6.2 能够按照已知工程量编制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
工艺施工进度计划。
3.6 屋面及防水工 3.6.3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屋面及防水工程主
程交 底、 计划 与 控 项目进 行质量检查 ，达到 质量 验收规 范要求 。
检查
3.6.4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屋面及防水工程一
般项目进行质量检查，操作检测工具对允许偏差项
目实物检测，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3.6.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屋面
及防水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表。
3.7.1 能按照指定施工任务编制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技
术交底。
3.7.2 能够按照已知工程量编制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工
艺施工进度计划。
3.7 装饰装修工程 3.7.3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装饰装修工程主控
交底 、计 划与 检 项目进行质量检查，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查
3.7.4 能应用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装饰装修工程一般
项目进行质量检查，操作检测工具对允许偏差项目
实物检测，达到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3.7.5 能够《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填写装饰
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表。

表 3 建筑工程施工工艺实施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1.施工图审核 1.1 施 工 图 审 核 1.1.1 根据给定的建筑图纸进行审核，核对，检查出图
及优化
及检查
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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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1.1.2 根据给定的结构图纸进行审核，核对，检查出图
纸问题。
1.1.3 根据给定的建筑、结构图纸进行对照核对，检查
出建筑和结构冲突问题。
1.1.4 能根据给定的 BIM 模型，对建筑物进行碰撞检
查。
1.2.1 能根据给定的建筑图纸会审问题进行建筑优化设
计，符合设计要求。
1.2.2 根据给定的结构图纸会审问题进行结构优化设
1.2 施 工 图 优 化 计，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
1.2.3 根据给定的建筑、结构图纸图纸会审问题进行优
化设计，符合设计要求。
1.2.4 根 据 给 定 的 BIM 模 型 ， 对 建 筑 物 进 行 碰 撞 检
查，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1.3.1 能根据给定施工工艺任务及设计图纸，进行建筑
工艺做法细化设计。
1.3.2 根据给定施工工艺任务及设计图纸，细化结构构
1.3 节 点 图 细 化 件设计。
设计
1.3.3 能根据给定模板工程施工工艺任务，绘制模板拼
装图。
1.3.4 能根据给定脚手架工程施工工艺任务，绘制脚手
架搭设图。
2.1.1 能根据《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对施工
文件资料档案进行管理。
2.1.2 能根据《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对施工
2.1 施 工 信 息 资 日志、施工记录填写进行核查。
料管理
2.1.3 能根据项目施工日志、施工记录，分析项目存在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措施.
2.1.4 能根据《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标准》，对工程
竣工资料进行整理和审查。
2.2.1 能根据项目特点、造价、工期、成本等，进行项
2.工程施工管
目组织机构设置。
理
2.2.2 能根据项目特点、造价、工期、成本等，进行项
目人才机的组织。
2.2 施 工 组 织 设
2.2.3 能根据项目特点、造价、工期、成本等，编制项
计与进度管理
目质量与安全控制措施。
2.2.4 能根据项目特点、造价、工期、成本等，运用横
道进度计划和网络进度计划方法，编制项目施工进度
计划。
2.3.1 能根据建筑信息模型要求，进行信息化内容创
2.3BIM 信 息 化
建。
管理
2.3.2 能实现 BIM 数据与三维地理信息数据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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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管理和分析。
2.3.3 能根据基于工程信息数据，进行工程建设、工程
计划、进度、现场监控、工程档案和运维的综合管
理。
3.1.1 能根据给定的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任务，对地基
与基础工程进行质量创优施工指导。
3.1.2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编制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3.1 地 基 与 基 础
方案。
工程质量验收与
3.1.3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组织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地
评审
基与基础分部工程项目验收工作。
3.1.4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施工组织方案进行审核
评定。
3.2.1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砌体工程进行质量创优
施工指导。
3.2.2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编制砌体工程施工方案。
3.2 砌 体 工 程 质
3.2.3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组织相关责任单位进行砌
量验收与评审
体工程项目验收工作。
3.2.4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砌体工程施工方案进行
审核评定。
3.3.1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钢筋混凝土工程进行质
量创优施工指导。
3.3.2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编制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
3.施工工艺质 3.3 钢 筋 混 凝 土
方案。
量 验 收 与 评 工程质量验收与
3.3.3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组织相关责任单位进行钢
审
评审
筋混凝土结构分部工程项目验收工作。
3.3.4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评
定。
3.4.1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装配式结构工程进行质
量创优施工指导。
3.4.2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编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
3.4 装 配 式 结 构
工方案。
工程质量验收与
3.4.3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组织相关责任单位进行装
评审
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项目验收工作。
3.4.4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装配式结构工程施工方
案进行审核评定。
3.5.1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钢结构工程进行质量创
优施工指导。
3.5.2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编制钢结构工程施工方
3.5 钢 结 构 工 程
案。
质量验收与评审
3.5.3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组织相关责任单位进行钢
结构分部工程项目验收工作。
3.5.4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钢结构工程施工方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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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内容
行审核评定。

3.6.1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屋面及防水工程进行质
量创优施工指导。
3.6 屋 面 及 防 水 3.6.2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编制屋面工程施工方案。
工程质量验收与 3.6.3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组织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屋
评审
面及防水分部工程项目验收工作。
3.6.4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方
案进行审核评定。
3.7.1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装饰装修工程进行质量
创优施工指导。
3.7.2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编制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方
3.7 装 饰 装 修 工
案。
程质量验收与评
3.7.3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组织相关责任单位进行装
审
饰装修分项工程项目验收工作。
3.7.4 能根据给定施工任务，对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方案
进行审核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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