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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描述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

术是一种应用于工程设计、建造、管理的数据化工具，通过

对建筑的数据化、信息化模型整合，在项目策划、运行和维

护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进行共享和传递，在提高生产效率、

节约成本和缩短工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利用计算机软件进

行工程实践过程的模拟建造，改进其全过程的工程工序，达

到降本、提质和增效的建设目标，是每一位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二、能力要求

比赛主要以能力要求表格内所列内容为主。

1 建筑信息模型理论知识能力

能掌握制图基础、建筑信息模型创建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能掌握制图国家标准；

能掌握正投影、轴测投影、透视投影的相关知识及形体表示方法；

能掌握工程图识读方法；

能掌握建筑信息模型概念及应用现状；

能掌握建筑信息模型特点、作用和价值；

能掌握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软硬件及分类；

能掌握项目各阶段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能掌握建筑信息模型应用工作组织与流程。

2 建筑信息模型的创建能力

能按项目的要求，正确的进行 BIM 建模环境设置，并新建项目；

能掌握建模规则的相关内容；

能按项目要求对项目信息、项目浏览器等进行正确的设置；

能按照相关要求创建及编辑项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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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项目要求，使用建模软件创建建筑、结构主体和附属构件；

能按项目要求，创建水系统、风系统、电气系统管路构件及附属构件；

能按项目要求，创建楼地面和门窗构件、吊顶构件、饰面构件、幕墙构

件、厨房、卫生间、家具及其他装饰构件；

能按要求，创建参数化模型构件，进行参数定义、关联、驱动设置;

能按项目要求，将各专业模型整合。

3 建筑信息模型的基础应用能力

能掌握 BIM 碰撞检查、分析优化能力；

能掌握 BIM 净高分析能力；

能掌握 BIM 工程量统计能力；

能掌握 BIM 出图能力；

能掌握 BIM 可视化表现能力。

4 建筑信息模型的深度应用能力

具备 BIM 支吊架设计、布置能力；

具备 BIM 参数化设计、应用能力；

具备行 BIM 装配式设计、应用能力。

三、竞赛内容

（一）竞赛能力导向

竞赛试题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职业编码：4-04-05-04）三级/高级工等级水平为依据，

适当增加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赛题以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装饰装修工程为主要方向，以 EPC 管理模式下的

技术人员 BIM 综合能力考核为导向，考核选手 BIM 建模及应

用能力，侧重 BIM 技术员专业知识、软件应用、现场实践经

验等复合型能力建设。

（二）竞赛模块和要求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竞赛为单人赛制，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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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块组成，即建筑信息模型学习培训、建筑信息模型理论

考试、建筑信息模型技能操作，参赛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各竞赛模块详细信息见下表：

竞赛

模块
竞赛内容

总分

分数 成绩占比

1 建筑信息模型学习培训 100 10%

2 建筑信息模型技能操作 100 70%

3 建筑信息模型理论考试 100 20%

（三）考核范围及评分要点

1.建筑信息模型学习培训

培训学习模块依托“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

网站实施，决赛前在规定网址上计满 20 学时。网址

http://skills.kjcxchina.com/。

2.建筑信息模型技能操作

技能操作竞赛期间无网络，比赛时长 420 分钟。采用裁

判组人工评分，实操技能要求内容包含：

（1）基础建模技能

1）建模准备工作：项目信息的添加、项目视图、项目

浏览器组织、项目命名、楼层命名、视图命名的方法。

2）基准图元创建：根据专业需求，创建符合要求的标

高、轴网、项目基点等空间定位图元及其他基准图元。

3）各专业建模工作：能使用建模软件创建建筑、结构

主体和附属构件；创建水系统、风系统、电气系统管路构件

及附属构件；创建楼地面和门窗构件、吊顶构件、饰面构件、

幕墙构件、厨房、卫生间、家具及其他装饰构件，模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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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精度满足预制加工要求。

4）参数化建模工作：参数化模型的构件准确，平立面

符号表达符合规范要求、各个视图显示方式及尺寸、材质等

各类参数定义、关联、驱动设置。

5）模型整合工作：将各专业模型整合，原点到原点导

入且位置一致，标高对齐，各专业之间无明显碰撞。

（2）基础应用技能

1）碰撞检查：对各专业模型进行碰撞检查，专业高效

协同。

2）净高分析：对指定区域做净高分析，优化设计。

3）工程量统计：对各专业中对象做工程量、材料表等

的清单统计。

4）出图：全专业（钢结构、幕墙等指定区域出图）图

纸需满足施工要求深度出图。

5）可视化表现：平立面、剖面及重点部位视点表现、

漫游或轻量化展示。

6）提资开洞：对指定的区域完成机电构件与建筑、结

构构件的提资开洞。

（3）深度应用技能

1）支吊架布置：指定区域机电管线的支吊架设计。

2）参数化设计：指定区域参数化设计，工具如 Dynamo、

Grasshopper、python 等。

3）装配式应用：指定区域装配式预制叠合楼板、预制

楼梯、预制内隔墙等设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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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总分 100 分，成绩占比 70%。

（4）实操技能分值权重

实操技能分值权重如下表所示：
序号 职业技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权重

1
BIM 基础

建模技能

（55 分）

建模准备工作

项目信息的添加、项目视图、项目浏

览器组织、项目命名、楼层命名、视

图命名的方法

2％

基准图元创建

根据专业需求，创建符合要求的标高、

轴网、项目基点等空间定位图元及其

他基准图元

3％

各专业建模工作

建筑结构：能使用建模软件创建建筑、

结构主体和附属构件
16％

机电：创建水系统、风系统、电气系

统管路构件及附属构件
12%

装饰装修：创建楼地面和门窗构件、

吊顶构件、饰面构件、幕墙构件、厨

房、卫生间、家具及其他装饰构件，

模型符合规范要求，精度满足预制加

工要求

14%

参数化建模工作

参数化模型的构件准确，平立面符号

表达符合规范要求、各个视图显示方

式及尺寸、材质等各类参数定义、关

联、驱动设置正确

6％

模型整合工作

将各专业模型整合，原点到原点导入

且位置一致，标高对齐，各专业之间

无明显碰撞

2％

2

BIM 基础

应用技能

（27 分）

碰撞检查
对各专业模型进行碰撞检查，并优化

排布
5％

净高分析 对指定区域做净高分析，并优化排布 5％

提资开洞
对指定的区域完成机电构件与建筑、

结构构件的提资开洞
5％

工程量统计
对各专业中对象做工程量、材料表等

的清单统计
3％

出图
全专业（钢结构、幕墙等指定区域出

图）图纸需满足施工要求深度出图
5％

视点表现及漫游
平立面、剖面及重点部位视点及漫游

表现或轻量化展示
4％

3

BIM 深度

应用技能

（18 分）

支吊架布置 指定区域机电管线做支吊架设计 5％
参数化设计 指定区域做参数化设计 6％

装配式应用
指定区域装配式预制叠合楼板、预制

楼梯、预制内隔墙等设计应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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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信息模型理论考试

本模块主要考核建筑信息模型建模及应用及全流程中

涉及到的法律法规、行业、专业知识，检查建筑信息模型从

业人员必备知识的掌握情况。

本模块采用系统平台自动评分，考试总分 100 分，成绩

占比 20%。考题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和多项选择题。

（四）个人成绩计算、排名

（1）成绩计算：需完成三个竞赛模块，均按百分制评

分，最终按各模块成绩占比折算，计入最终成绩。

（2）成绩排名：比赛按总成绩排名，不设并列名次。

以个人最终成绩进行排名，个人最终成绩相同时，技能操作

得分高者排名在前。

四、场地设备

（一） 硬件要求

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电脑，电脑基本配置建议如下所示，

最终电脑配置以决赛现场配置为准。

推荐配置

CPU：英特尔 I7-10700

内存：32G

硬盘：固态硬盘 256G+机械硬盘 1T

网卡：SSD 240G

显卡：GTX1050 4G 独显

显示器：戴尔双屏显示器（显示器分辨率最高支持 1920*1080）/

摄像头

操作系统：Windows 10 64 位

办公软件：WPS 系列软件、谷歌 chrome 版本 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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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要求

1.竞赛组委会统一安装软件如下：

(1)国产软件

北京构力 BIM 系列软件、广联达 BIM 系列软件等。

(2)国外软件

欧特克 AEC 行业 BIM 软件等。

2.选手所需其余软件

按要求上报使用的软件名称、版本号、生产厂家等信息，

软件版本号建议为最新版本，并须确保为正版软件。

按报名上报情况表在实操决赛前半天至赛场，提前安装

调试自选 BIM 软件，不得安装其他任何与竞赛相关的文件内

容（如企业自有族库或第三方族库不得使用）。决赛日前核

验软件。

竞赛鼓励选手使用国产软件，如采用国产建模软件进行

模型创建，则加 5 分。

（三）文具用品

本次赛事所需纸、笔等文具由竞赛组委会提供。

（四）赛场布局要求

场地布置、安全等方面须达到本赛项相关要求。

五、赛事纪律

(一)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考场要求，并接

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

（二）各参赛队的领队、教练统一在指定地点休息，不

得以任何理由进入竞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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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参赛选手凭选手证、身份证进入竞赛现场，

不得携带手机、平板、硬盘、U 盘等通讯、存储工具进入竞

赛现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他人泄露竞赛内容，否则将取消

该参赛选手的成绩和名次。

（四）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在指定区域内操作，不得

跨区域干扰到其他参赛选手的比赛，不得大声喧哗。如果现

场裁判提示注意后仍无效，将酌情扣分，情节严重的终止其

比赛。

（五）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可休息、

饮水、上洗手间，离开工位前，需经裁判同意后由工作人员

陪同，但其耗时（午餐时间除外）一律计入竞赛时间。选手

如有其他特殊情况，须经现场裁判汇报裁判长同意后作相应

处理。

（六）竞赛过程中，如有疑问，参赛选手须举手示意，

现场裁判将按照有关要求及时答疑，但不得要求裁判作任何

涉及考试内容的解释或提示。

（七）竞赛过程中，选手自带软件出现故障导致的中断

竞赛，由选手自行承担后果。因其他原因导致选手中断竞赛，

由大赛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选手有下列情形须从参

赛成绩中扣分：

1、在完成竞赛任务的过程中，因实操不当导致事故，

酌情扣 5-20 分，情况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

2、因违规实操损坏赛场提供的设备，污染赛场环境等

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行为，视情节扣 5-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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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赛期间，故意扰乱赛场秩序，干扰裁判员工作，

视情节扣 5-20 分，情况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

（八）参赛选手注意时间安排，若提前结束比赛，应向

裁判员举手示意，裁判员记录比赛终止时间，选手签字确认。

选手在比赛结束命令宣布前应做好所有成果保存工作。比赛

结束指令发出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所有操作，不得以任

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

（九）其他未尽事宜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协调解决。

六、仲裁申诉

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向裁判或大赛组

委会反映，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或成绩公布后 1 小时内向赛

项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过期不予受理。

七、备注说明

（一）本技术文件仅针对本次技能竞赛。

（二）本技术文件解释权归竞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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