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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智能装配式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机械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

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甘肃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产教融

合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清、于新文、王运政、王海兵、王娟丽、尹贻林、邓林、

叶银忠、危道军、刘小庆、刘玉娟、刘伊生、苏亚武、杜劲峰、李大伟、李启明、李

炳顺、肖建辉、肖明和、吴昆、余涛、张立杰、张晚来、陈锡宝、武敬、周建春、郑

晟、赵鹏飞、胡兴福、袁建新、高歌、景海河、程建伟、嵩俊杰、褚敏、管晗波、樊

红缨。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智能装配式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未经北京

智能装配式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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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

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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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51212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50358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DB11/T 1439-2017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DBJ／T 15-147-2018 建筑智能工程施工、检测与验收规范

GB50314-2015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DB11/T 1710-2019 智慧工地技术规程

GB/T50002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CJJ11-2011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GB/T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51129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J5—8 木结构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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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智能建造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是以土木工程专业的基本知识为基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建筑业的升级转型，

运用建筑信息模型（BIM）、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信、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集成与创新应用，进行智能规划与设计、智能生产与施工、智

能设施与防灾、智能运维与管理。

3.2 绿色建造 Green construction

实行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绿色建造，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核心，通

过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大幅

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水平。推动建立建筑业绿色供应链，推行循环生产方式，提高

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水平。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提高能

效水平，加快淘汰落后装备设备和技术，促进建筑业绿色改造升级。

3.3 人工智能的建筑场景应用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buildings

人工智能是研究使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

思考、规划等）的学科，主要包括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制造类似于人脑智能的计

算机，使计算机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人工智能将涉及到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哲

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可以说几乎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其范围已远远超

出了计算机科学的范畴，人工智能与思维科学的关系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人工智能

是处于思维科学的技术应用层次，是它的一个应用分支。

3.4 区块链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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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是一个信息技术领域的术语。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共享数据库，存储于

其中的数据或信息，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等

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区块链技术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创造了可靠的“合作”机

制，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3.5 智能建筑与设施运维 Intelligent Building and Facilty Management

建筑智能化系统包括相关设备运行、维护、维修、优化和管理等工作，智能化平

台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连接到信息网络中,实现基础设施和管理平台的信息交换,同时

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实现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更加精细和智能的运维管理。

3.6 智能建造设计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Design

依据智能建造建设目标、经济性要求和外部条件，按照标准化和集成化等原则，

确定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技术方案，完成建筑智能建造技术应用、模型标准化应

用、智能设备与建筑工业化系统应用和运维、物流的智能化应用文件的编制。

3.7 智能化标签 Intelligent precast component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生产制作的构件、部品部件上安装的与MES系统集成的智能

化标签，简称智能化标签。RFID技术的最大特点是识别功能，它可以借助标签本身

的存储功能，使每个物品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识别特征。通过识读器对 RFID标签内

存储的信息进行读取，即可完成对贴标物品的识别。

3.8 建筑信息模型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的规划、设计、施工以及运营维护阶段全寿命周期创建和管理

建筑信息的过程，全过程应用三维、实时、动态的模型涵盖了几何信息、空间信息、

地理信息、各种建筑组件的性质信息及工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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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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表现、建筑装饰、古建筑修缮与仿建、城镇建设、建筑工程

施工、土建工程检测、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建筑设备安装、供热通风与空调

施工运行、工程造价、给排水工程施工与运行、市政工程施工、城市燃气输配与应用、

工程测量、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土

木工程检测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技术、消防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设工程

管理、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建筑经济管理、建设工程监理、市政工程技术、给排水

工程技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环境卫生工程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建筑材料生

产与管理、新型建筑材料技术、建筑装饰材料技术、建筑材料检测技术、建筑材料设

备应用、建筑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园林工程技术、风景园林

设计、建筑室内设计、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城乡规划、城市信息化管理、村镇建设

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房地产检测与估价、物业管理、工程测量技术、测绘工

程技术、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建筑设计、风景园林。

应用型本科学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程审计、城市设计、智慧建筑与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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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城乡规

划、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工程造价、土木工程、建筑学、工程管理、风景园林、房

地产开发与管理、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物业管理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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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建筑表现、建筑装饰技术、古建筑修缮、城镇建设、建筑工程施

工、建筑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检测、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建筑水电设备安装

与运维、供热通风与空调施工运行、城市燃气智能输配与应用、给排水工程施工与运

行、市政工程施工、装配式建筑施工、建设项目材料管理、工程测量技术、地图绘制

与地理信息系统、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技术、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技术、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智

能建造技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电

气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技

术、建筑消防技术、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市政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市政管网智能检测与维护、城

市环境工程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新型建筑材料技术、建筑装饰材料技术、建筑

材料检测技术、建筑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园林工程技术、风

景园林设计、建筑室内设计、建筑动画技术、城乡规划、智慧城市管理技术、村镇建

设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房地产智能检测与估价、现代物业管理、工程测量技

术、测绘工程技术、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城市设计数字技术、城乡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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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工程、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市政工程、城市设施智慧管理、建筑设计、建筑装

饰工程、古建筑工程、园林景观工程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程审计、城市设计、智慧建筑与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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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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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城乡规

划、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工程造价、土木工程、建筑学、工程管理、风景园林、房

地产开发与管理、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物业管理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初级）：主要面向建筑行业智能建造领域基于建

筑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建筑装饰、建筑智能化、建筑设备安装的建筑施工企业、事

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信息化管理部、工程设计、信息化建模等相关职业岗位，主要完成

工程识图、数字建模模型创建等工作，从事施工员、建筑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等工作。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中级）：主要面向建设领域建筑与工程企业、向

数字化转型的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等的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设计、建

设工程管理、给排水工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含造价、施工、检测、监理）等职业

岗位，主要完成使用常见的智能设备和软件对建设项目进行标准化设计、装配化施工

以及数字化工地等土建、机电和市政领域进行辅助技术应用等工作，从事监理工程师、

项目设计师、结构审核等工作。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高级）：主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建筑业的升级

转型，在建设行业智能建造领域，以土木工程专业的基本知识为基础，运用建筑信息

模型（BIM）、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职业岗位，主要完成智能规划与设计、智能生产与施工、智能设施与防灾、智能运维

与管理等工作，从事信息化管理、数字化设计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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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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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初级）：熟悉基本的智能建造概念，能使用常见

的智能设备和软件在相应的建设项目施工领域，对建设项目进行智能建造的三维模型

创建、对项目模型进行简单的智能设计，熟练操作智能建造应用平台。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中级）：根据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思想，使用常

见的智能设备和软件对建设项目进行标准化设计、智能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以及数字

化工地等土建、机电和市政领域进行辅助技术的集成应用。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高级）：能够灵活运用智能建造思想，并能运用

智能设备和软件在数字化设计、智能工厂化、数字工地、智能楼宇的建筑领域进行管

理和集成。主要面向智能建造研发企业、建筑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建筑应用系统集成

企业等的技术支持、方案解决、系统运维、技术研发等部门，能根据项目要求和相关

指导文件，从事智能工厂现场数据采集和上云、编程、调试、优化、可视化开发等工

作、实施方案设计等内容。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字化设计

1.1工程识图

1.1.1能准确识读建筑、结构和深化设计图纸；

1.1.2能识别房屋的组成和各部分的材料、做法，

能看懂各专业的主要施工图纸；

1.1.3能发现图纸中较为明显的错误、遗漏和图

样间相互矛盾的地方。

1.2数字建筑模型创

建

1.2.1能比较常用数字化模型建模软件及其优劣

势；

1.2.2能使用至少一种数字化模型创建软件；

1.2.3能创建完整建筑数字模型，能正确赋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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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型各类设计信息，如建筑类型、位置信息、系

统类型、材料属性等；

1.2.4能完成模型出图、图面处理及标注工作。

1.3数字建筑模型应

用

1.3.1能使用三维打印机对图纸的建筑模型予以

制作；

1.3.2能使用设计软件中的人工智能 PYTHON
简单语言，调用模型中构件；

1.3.3能对建筑信息模型参数进行修改。

2.智能生产

2.1建筑构件工厂智

能化生产

2.1.1能比较预制构件国产生产线和进口生产线

工艺特点及制作方法；

2.1.2能在智能生产线的工位上完成相应的设备

操作；

2.1.3能在智能生产线的工业软件上完成装配式

建筑模型的导入和分解；

2.1.4能采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真实构件生产操

作、工艺流程和场景，并进行互动操作。

2.2建筑构件工厂智

能化管理

2.2.1能使用 ERP、MES等集成管理系统实现构

件设计、生产与运输等环节的信息化对接；

2.2.2能使用智能建造应用平台，对构件生产计

划、质量与安全等管理进行操作；

2.2.3能使用智能物联网平台，对构件仓储、运

输等管理进行操作。

2.3建筑构件工厂智

能化造价确定

2.3.1能应用智能算量软件编制建筑构件工程量

清单；

2.3.2能应用智能计价软件编制建筑构件清单报

价；

2.3.3能应用智能结算软件编制建筑构件工程结

算。

3.智能施工

3.1建设项目工地智

能化施工

3.1.1能采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真实构件智能施

工工艺流程、施工场景及工器具使用，并进行

互动操作；

3.1.2能使用模拟软件进行施工进度模拟；

3.1.3能在数字设计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施工深化

设计工作。

3.2建设项目工地智

能化施工管理

3.2.1能使用 ERP、MES等集成管理系统实现建

设项目施工计划、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环节

的信息化对接；

3.2.2能使用智能建造应用平台，对建设项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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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量与安全等管理进行操作；

3.2.3能识别施工现场的危险源，使用质量安全

管理软件记录和监管安全隐患。

3.3建设项目智能化

造价确定

3.3.1能应用智能算量软件编制建设项目工程量

清单；

3.3.2能应用智能计价软件编制建设项目清单报

价；

3.3.3能应用智能结算软件编制建设项目工程结

算。

4.数字化管理

4.1建设项目智能建

造管理平台操作

4.1.1能使用智能建造管理平台的基本功能；

4.1.2能根据项目要求，在智能建造管理平台中

对模型和数据进行下载、查看、修改和上传等

相关操作；

4.1.3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上完成对建筑

设计模型导入、生产设备连接、施工现场数据

对接等工作。

4.2建筑信息模型智

能化管理

4.2.1能应用智能化建筑信息模型管理软件进行

轻量化转换操作；

4.2.2能应用智能化软件实现将 CAD图转换为

建筑信息模型的操作；

4.2.3能熟练编辑、添加、修改建筑信息模型属

性内容。

4.3智能工地数字化

管理

4.3.1能应智能工地数字化管理系统，进行人脸

识别、车牌识别等操作与日常维护；

4.3.2能应用智能物联网平台对工地安全、生态

环境、塔吊安全等项目进行监测操作；

4.3.3能应用智能物联网、智能工地数字化管理

系统与远程监控系统，对观察施工质量进行检

测操作。

表 2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字化设计
1.1 数字设计标准化

环境创建

1.1.1能运用标准化设计方法，梳理出不同阶段设

计协同的要点工作；

1.1.2能从对象库中筛选出合适的构件对象；

1.1.3能独立制作符合正向设计出图要求的对象

文件；

1.1.4能进行样板文件制作，定义标准化工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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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境，形成标准化工作成果；

1.1.5能运用标准 BIM 格式进行工程文件的三维

转化和三维打印。

1.2 预制构件深化设

计

1.2.1能根据装配式建筑相关规范及图集，依据一

般 PC工厂设备的功能和性能以及规格，对数字

化设计模型进行拆分工作；

1.2.2能在 2D和 3D模式下，对构件进行协同深

化操作；

1.2.3能在数字构件拆分设计模型的基础上，对三

维预制构件进行实体配筋深化设计；

1.2.4能依据预制构件数字模型，生成构件深化设

计图纸及构件物料清单，包括构件清单、单个构

件物料清单、工厂钢筋加工下料单等；

1.2.5能熟练使用人工智能 PYTHON语言设计简

单的构件。

2.智能生产
2.1 建筑构件工厂智

能化生产

2.1.1能比较预制构件国产生产线和进口生产线

工艺特点及制作方法；

2.1.2能在智能生产线的工位上完成相应的设备

操作；

2.1.3能在智能生产线的工业软件上完成装配式

建筑模型的导入和分解；

2.1.4能采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真实构件生产操

作、工艺流程和场景，并进行互动操作。

2.2 建筑构件工厂智

能化管理

2.2.1能使用 ERP、MES等集成管理系统实现构

件设计、生产与运输等环节的信息化对接；

2.2.2能使用智能建造应用平台，对构件生产计

划、质量与安全等管理进行操作；

2.2.3能使用智能物联网平台，对构件仓储、运输

等管理进行操作。

2.3 建筑构件工厂智

能化成本控制

2.3.1能应用智能工程量审核软件检查和复核建

筑构件工程量清单工程量；

2.3.2能应用智能成本控制软件编制建筑构件成

本控制实施计划；

2.3.3能应用智能结算审核软件审核建筑构件工

程结算。

3.智能施工
3.1 智慧工地平台应

用

3.1.1能根据工程现场“人、机、料、法、环”的智

能数据感知方法和原理，识别工厂及工地常见智

能传感器、设备故障，并进行原因分析与故障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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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除；

3.1.2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与维护建筑工业设备

的上云数据，对上云数据进行分析，管理工厂生

产及工地施工过程；

3.1.3能指导建设项目现场相关人员使用智慧工

地平台信息系统。

3.2 建设项目智能化

施工

3.2.1能依据生产、施工工艺要求，对数字化预制

构件设计模型进行审核，提出优化修改意见并增

加工艺预埋件；

3.2.2能使用数字化预制构件模型及其衍生出的

对应图纸对生产工人进行交底工作；

3.2.3能对接、审核构件编码信息、构件图编号信

息，以及与预制构件生产批次的对应关系。

3.3 建设项目工地智

能化施工管理

3.3.1能通过各类智能化标签标记预制构件；

3.3.2能使用构件质量追溯系统；

3.3.3能使用智能管理软件实时监管工程进度与

质量。

4.数字化管理
4.1 建设项目智能招

投标管理

4.1.1能熟练应用智能建设工程投标软件，完成上

传投标文件与工程量清单报价的操作；

4.1.2能应用智能建设工程评标软件进行“综合评

分法”的评标操作；

4.1.3能应用智能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平台进行

评标结果发布的操作。

4.2 智能建造成本管

理

4.2.1能应用智能算量软件和建造模型完成工程

量清单编制工作和工程清单报价编制工作；

4.2.2能应用智能抄表控制软件完成工程变更、成

本控制、工程结算编制等工程成本管理有关工

作；

4.2.3能将工程成本数据准确对接智能建造管理

平台。

4.3 智能建造管理平

台应用

4.3.1能使用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完成建设项目的

质量、安全、进度等管理工作；

4.3.2能使用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完成设计、施工、

监理、监管与建设单位各方协同等管理工作；

4.3.3能指导建设项目现场相关人员使用智能建

造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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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智能建造设计与集成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字化设计

1.1参数化设计

1.1.1能使用图形参数化语言，对数字模型信息进

行干涉判断，如自动净高分析等应用；

1.1.2能使用图形参数化语言，通过制定逻辑算

法，进行复杂模型的参数化设计；

1.1.3能使用图形参数化语言，从模型中提取相关

信息，或将信息批量返回至模型；

1.1.4能使用多种类型三维模型文件，进行三维模

型打印。

1.2标准化设计

1.2.1能使用装配式建筑模数及模数协调的设计

方法；

1.2.2能根据装配式建筑尺寸协调规则，使用标准

化设计的方法进行建筑平面设计，提高建筑部件

的通用性和互换性，实现部品部件工业化制造；

1.2.3能通过标准模块组合、材料多样化使用、虚

实关系控制等手法，实现在标准化设计基础上的

立面多样化设计；

1.2.4能比较装配式建筑常用结构体系的特点和

应用，能根据建设目标及建筑功能要求进行合理

化功能选型；

1.2.5能根据结构、热工、防水、防火、保温等设

计要求选择合理的构造节点，针对节点存在的问

题提出优化性建议。

1.3智能建造仿真设

计

1.3.1能准确比较常见的数字模型工程仿真软件

的优缺点；

1.3.2能模拟交通人流仿真、设施管理仿真、工程

管理仿真、工程安全管理仿真等内容；

1.3.3能运用仿真软件完成项目的仿真模拟过程，

并得到计算结果。

2.智能生产

2.1 智能工厂设计与

规划管理

2.1.1能规划基于固定模台和移动模台的柔性生

产线，能规划数控单元完成生产规划；

2.1.2能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设计构件生产流程；

2.1.3能设计完成自动养护系统的生产排序方式。

2.2 智能工厂技术管

理

2.2.1能检查数字化设计完成的图纸和数据，并通

过数字化加工设备完成构件或幕墙的生产；

2.2.2能使用建筑工业云，对全自动流转模台、自

动清理机、脱模喷雾机、智能布料机、数控钢筋

机、数控钢结构切割机、数控钢构加工机等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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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序进行管理；

2.2.3能完成建筑机器人在生产线中合理布局和

应用。

2.3 智能工厂信息化

管理

2.3.1能运用 ERP管理系统和物流系统，结合场

景对数据进行分析；

2.3.2能对中央控制系统熟练操作，用软件编排构

件生产计划并提出优化建议；

2.3.3能熟练应用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完成装配

式建筑部品部件设计、生产、采购、运输、施工

和智能建造运维的实施操作。

3.智能施工

3.1 智慧工地平台数

字化数据应用

3.1.1能运用高精度测量传感系统、三维点云扫描

仪等逆向实时数据传输系统；

3.1.2能运用塔机安全监控系统、人工智能吊钩安

全预警系统、升降机安全监控系统、卸料平台监

控系统等安全监测系统，完成数据上云操作，使

用大数据分析预测现场安全隐患；

3.1.3使用 BIM模型与感知端采集的数据绑定，

并能管理和集成物联网端的异构数据。

3.2 智慧工地平台应

用

3.2.1能完成数字化工地的建设、管理方案编制；

3.2.2能完成智能构件安装技术交底工作；

3.2.3能使用区块链溯源系统完成预制构件的质

量追溯；

3.2.4能使用 3D打印机打印缩尺建筑或构件。

3.3 智慧工地平台数

据分析

3.3.1智慧工地平台人力资源管理数据分析；

3.3.2智慧工地平台物资资源数据分析；

3.3.3智慧工地平台大数据整理、统计与分析。

4.数字化管理

4.1 人工智能及算

法应用

4.1.1能依据 BIM模型的数据接口，完成数据异

构处理；

4.1.2能正确采集建筑工程环节数据，并进行整理

和分析；

4.1.3能使用 PYTHON语言，完成建筑场景中的

应用。

4.2建筑机器人应用

4.2.1能使用机器人操作系统平台编写简单的建

筑机器人工作程序；

4.2.2能编制建筑机器人工作方案；

4.2.3能编制简单的建筑机器人工作时间定额。

4.3 智能建造产业互

联网平台应用

4.3.1能应用智能建造产业互联网平台进行项目

投资测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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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3.2能应用智能建产业互联网平台进行项目规

划操作；

4.3.3能应用智能建产业互联网平台进行可视化

设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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