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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

1、专业名称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专业 （专业代码：540302）。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通过专业技能考核，测试学生以下技能：1.识读地下工程和隧道工程施工图的技

能；2.绘制隧道施工图的技能；3.CAD 软件的应用技能；4.利用测量仪器进行施工测

量放线的技能；5.绘制隧道工程施工进度横道图、隧道工程施工进度网络图、绘制施

工平面布置图的技能；6.利用软件计算深基坑的技能、7.进行简单土工试验的技能、8.

进行工程材料检测的技能、9.BIM 初级建模的技能、10.编制工程量清单与定额计量的

技能、11.编制清单计价的技能、12.隧道施工方案编制的技能、13.基坑工程施工方案

编制的技能、14.操作盾构机拼装、盾构机掘进、盾构机拆除的技能、15.盾构隧道质

量检测的技能、16.盾构机识图的技能、17.编制地下工程、隧道工程、边坡工程检测

和监测方案的技能、18.施工资料收集整理的技能、19.墙体砌筑的技能、支模、扎

筋、浇筑混凝土的技能；在测试学生以上技能的同时对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表现出

来的职业素养进行综合评价。

本标准内容由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跨岗位综合技能三部分组成，以真

实的工程项目为载体，以基于工作过程为导向，对学生的专业技能进行全面考核。考

核标准除检验学生的职业技能外，还检验学生的基本职业素质如质量意识、安全意

识、环境保护意识、效率、成本、纪律、工作态度、操作规范等。从而促进各学校在

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也要注意学生基本职业素质的教育。引导学校加强

专业教学基本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专业教学质量

和水平。

三、考核内容

（一）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 地下工程和隧道工程制图与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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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隧道图绘制、CAD 绘图等基本技能。识读给定

的隧道图，在计算机上用 CAD 软件绘制所给图样，绘制完成后以.dwg 格式保存到考

核文件夹；

基本要求：

（1）熟悉国家制图标准和施工图表示方法；

（2）能熟练操作 CAD 软件；

（3）能正确绘制隧道施工图，表达方式和投影关系正确，符合国家制图标准要

求；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完整,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操作完毕后图纸、工具书籍正确归位，不损

坏考核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

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二 隧道施工组织

1、隧道工程施工进度横道图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流水施工原理、工程量及劳动量的计算、合理

安排施工顺序、绘制施工横道图计划等基本技能。考核时，给定一工程项目，介绍工

程概况及给定主要分项工程的工程量、 施工方案与所采用的施工机械等基本施工信

息，并规定工期，学生确定施工工艺的先后顺序，合理划分施工段，按相关施工定额

把工程量换算成劳动量，并合理组织流水施工，最后在计算机上用 CAD 软件绘制施工

横道图进度计划，绘制完成后以.dwg 格式保存到考核文件夹。

基本要求：

1、能正确使用施工定额；

2、工艺顺序和逻辑关系正确，工序搭接合理；

3、劳动量、流水参数计算准确，工期满足要求；

4、资源利用均衡合理，图形绘制清楚，表达规范，比例协调；

5、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文

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核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

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隧道工程施工进度网络图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流水施工原理、工程量及劳动量的计算、合理

安排施工顺序、绘制施工网络图进度计划等基本技能。考核时，给定一工程项目，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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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工程概况及给定主要分项工程的工程量、施工方案与所采用的施工机械等基本施工

信息，并规定工期，学生确定施工工艺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合理划分施工段，按

相关施工定额把工程量换算成劳动量，并合理组织流水施工，最后在计算机上用 CAD

软件绘制施工网络图进度计划，绘制完成后以.dwg 格式保存到考核文件夹。

基本要求：

1、能正确使用施工定额；

2、工艺顺序和逻辑关系正确，工序搭接合理；

3、劳动量、流水参数计算准确，工期满足要求；

4、资源利用均衡合理，图形绘制清楚，表达规范，比例协调；

5、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文

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核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

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三 土工试验模块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简单的土工试验，是否了解土的基本物理指标

及其含义。提供试验材料和工具，学生通过试验、计算得出土的基本物理指标。

基本要求

1、了解土工试验的基本要求和操作步骤；

2、掌握土的物理性质和各物理性质之间的换算；

3、具有一定的数学计算能力；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操作完毕后图纸、相关资料正确归位；

不损坏考核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建筑企业员工的基本素

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四 基础材料检测模块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基本工程材料的检测试验。提供检测试验材料

和工具，学生通过试验，并判断该材料是否满足工程和规范要求。

基本要求

1、了解检测试验的基本操作；

2、通过试验正确得到检测读数大小和读数精度。

3、能够正确判断检测的材料是否满足工程和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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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文

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操作完毕后图纸、相关资料正确归位；不损坏

考核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建筑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

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五 信息模型的创建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常用 BIM 软件操作和基本 BIM 建模方法，能

否顺利完成建筑信息模型的创建。考核时，给定工程施工图纸，包括隧道、基坑、桥

梁、建筑，要求学生按要求完成信息模型的创建。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常用 BIM 软件操作和基本 BIM 建模方法；

2.能够熟练运用 Revit 软件完成模型、体量、族的创建并进行必要的尺寸标注和

图纸布置；

3.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图纸、资料、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和

软件是否能正常运 行；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核用图纸、

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 的场地清理和资料、图纸的归位工作；遇到问题

正确沟通处理；具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

良好的工作习惯。

（二）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六 工程清单与定额计量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能否进行土石方工程、隧道工程实体项目清单与定额工

程量计算，措施项目清单与定额工程量计算,做好计价前的工程量的确定。考核时，给

定工程描述，学生按相关规范要求完成相关工程清单与定额工程量的计算。

基本要求：

1、能正确熟读施工图纸；

2、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

消耗量标准》系列（2014 年）、《关于增值税条件下计费程序和计费标准的规定》

(湘建价[2016]72 号)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 号）文件；

3、能进行土石方工程、隧道工程实体项目清单与定额工程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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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图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

齐全；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核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

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资 料、工具的归位工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处理；

具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建筑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模块七 隧道工程施工方案编制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熟悉隧道工程施工工艺流程，能否进行隧道工程施

工方案的编制。考核时，给定工程描述和相关教材及规范，要求学生使用 Microsoft

Word 或 WPS 和 AUTOCAD 软件完成隧道工程施工、检测、支护等方案的编制。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隧道工程施工工艺流程、主要施工方法及质量控制措施；

2、熟悉《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F60-2009）；《建筑地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GB50202-201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4_2015）。

3、能够熟练运用 Microsoft Word 或 WPS 和 AUTOCAD 等软件；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和软件是否能正常运

行；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核用计算机、资料及设施等；

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资 料的归位工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处理；具有良

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八 基坑工程和边坡工程施工方案编制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熟悉基坑工程和边坡工程施工工艺流程，能否进行

基坑工程和边坡施工方案的编制。考核时，给定工程描述、水文地质条件和相关教材

及规范，要求学生使用 Microsoft Word 或 WPS 和 AUTOCAD 软件完成基坑工程和边

坡施工方案的编制及计算。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基坑工程和边坡施工工艺流程、主要施工方法及质量控制措施；

2、基坑类型、支护类型、基坑等级、图层参数、支锚信息判断选择正确；

3、熟练掌握软件的使用；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文

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操作完毕后图纸、相关资料正确归位；不损坏

考核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

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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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九 盾构施工模拟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熟悉盾构机的构造及盾构机的掘进过程。考核时，

通过软件模拟真实操作盾构机，要求学生了解盾构机的构造和掘进过程并回答相应知

识点的问题。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盾构机的组成和掘进过程；

2、掌握盾构机各个部件的作用和使用要求；

3、熟练掌握模拟软件使用；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运行是否正常；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操作完毕后图纸、相关资料正确归位；

不损坏考核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

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十 盾构隧道质量检测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熟悉《盾构隧道管片质量检测技术标准规范》

（CJJ/T 164-2011），能否按规范要求正确列出管片检查验收项目，是否能正确填写

管片质量检查验收记录表。考核时，软件模拟盾构施工和已完成的管片铺设，要求学

生按照要求列出检查项目。

基本要求：

1、熟悉《盾构隧道管片质量检测技术标准规范》（CJJ/T 164-2011）；

2、按照管片施工和国家规范的要求列出检查项目，能正确填写检查验收记录表；

3、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检测工具是否齐全；文字、图表作业应字

迹工整、填写规范；实操作业应思路清晰、程序准确、操作得当，不浪费材料和损坏

考核设施；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归位工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处理；具

有良好的安全施工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十一 盾构识图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盾构机构造识读基本技能。考核时，给定一套

盾构机部件构造图，教师针对图纸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问题。

基本要求：

1、 熟悉盾构机部件构造图并能准确识读；

2、了解构造图中每个部件的作用和位置，回答老师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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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准确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施工图纸是否齐全完整, 文字、图表应字迹工整、填写

规范，识图完毕后图纸、工具书籍正确归位，不损坏考核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

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十二 地下工程检测与监测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熟悉基坑工程、隧道工程、边坡工程施工检测和监

测的方法，能否进行监测方案的编制。考核时，给定工程描述和相关教材及规范，要

求学生使用 Microsoft Word 或 WPS 和 AUTOCAD 软件完成基坑工程、隧道工程、边

坡工程检测监测方案的编制。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基坑工程、隧道工程、边坡工程施工监测的方法和流程及质量控制措

施；

2、熟悉《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2009）；《建筑变形测量规

范》(JGJ8-2016)；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_2012）;《铁路隧道监控量

测技术规程》（TB10121-2007）;

3、能够熟练运用 Microsoft Word 或 WPS 和 AUTOCAD 等软件；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齐全；检查计算机和软件是否能正常运

行；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核用计算机、资料及设施等；

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资 料的归位工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处理；具有良

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十三 工程资料管理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施工资料的组成、各种施工资料的表式、要求

及填表方法。考核时，给定一个工程项目的工程概况，学生能够根据工程背景信息填

写各种施工资料表格。

基本要求

1、熟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地铁、轨道交通土

建及安装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划分表》、《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17

－2003)、《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446-2017）。

2、能够正确对各种施工资料表格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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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工具书、资料、检测工具是否齐全；文字、图表

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实操作业应思路清晰、程序准确、操作得当，不浪费材

料和损坏考核设施；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归位工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

处理；具有良好的安全施工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建筑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

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模块十四 钢筋混凝土梁、板、柱钢筋施工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钢筋下料长度计算、规范填写钢筋下料单，是

否能顺利完成钢筋绑扎技能操作。考核时，给定钢筋混凝土梁、板、柱施工图纸，学

生对钢筋混凝土梁、板、柱进行钢筋下料计算并填写钢筋下料单；进行钢筋绑扎。

基本要求：

1、熟练掌握钢筋工程施工工艺；

2、能正确计算钢筋下料长度，规范填写钢筋下料单；

3、能顺利完成钢筋绑扎技能操作；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技能操作工具、材料和机械设备是否齐

全；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施工实操作业应思路清晰、程序准确、

操作得当，不浪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归位工

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处理；具有良好的安全施工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建筑企

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十五 砖基础砌筑施工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砖基础施工工艺，是否会使用砌筑工具，是否

能顺利完成砖基础砌筑工作。考核时，给定砖基础施工图纸，学生完成砖基础的砌筑

施工任务。

基本要求：

1、掌握砖基础施工工艺；

2、会使用砌筑工具，能顺利完成砖基础砌筑工作；

3、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图纸、资料、操作工具、材料和机械设备是否齐

全；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施工实操作业应思路清晰、程序准确、

操作得当，不浪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归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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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处理；具有良好的安全施工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建筑企

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十六 砖墙砌筑施工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砖墙施工工艺，是否会使用砌筑工具，是否能

顺利完成砖墙砌筑工作。考核时，给定砖墙施工图纸，学生完成砖墙的砌筑施工任

务。

基本要求：

1、掌握砖墙施工工艺；

2、会使用砌筑工具，能顺利完成砖墙的砌筑工作；

3、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图纸、资料、操作工具、材料和机械设备是否齐

全；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施工实操作业应思路清晰、程序准确、

操作得当，不浪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归位工

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处理；具有良好的安全施工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建筑企

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十七 路桥工程清单与定额计量

该模块主要用来检验学生能否进行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实体项目清单与定额工程

量计算，措施项目清单与定额工程量计算,做好计价前的工程量的确定。考核时，给定

工程描述，学生按相关规范要求完成相关工程清单与定额工程量的计算。

基本要求：

1、能正确熟读施工图纸；

2、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

消耗量标准》系列（2014 年）、《关于增值税条件下计费程序和计费标准的规定》

(湘建价[2016]72 号)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 号）文件；

3、能进行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实体项目清单与定额工程量计算；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图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

齐全；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核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

测试完毕后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资料、工具的归位工作；遇到问题正确沟通处理；

具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建筑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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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十八 工程测量

该模块主要任务是建筑工程测量与放线。主要用来检验学生是否掌握测量仪器的

操作以及测量数据的计算，是否能对建筑物进行准确的施工定位放线。考核时，给定

一套建筑工程施工图纸(有建筑总平面图、一层平面图)及施工区域的测量控制点，学

生按给定条件进行建筑物定位、放线；以及根据已知高程点测设出房屋±0.000 位置,

并完成相关表格的填写和记录。

基本要求：

1、能正确制定施工定位、放线方案；

2、能熟练地操作测量仪器；

3、能对测量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 规范填写测量表格；

4、职业素养方面，要清查给定的资料、测量仪器、材料和工具是否齐全；文字、

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测量实操作业应思路清晰、程序准确、操作得当，

不损坏考核仪器及设施；测试完毕后 应做必要的场地清理和归位工作；遇到问题正确

沟通处理，具有良好的安全施工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符合工程企业员工的基本素养

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四、评价标准
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技能考核与职业素养相结合

序
号

类型 模块 项目 分值 考核点 评分要点

1 专业 地下 职业素质 20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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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工程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技能 和隧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道工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程制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图与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识图
在给定时间完成全部绘图

任务；布图适中、清晰、

美观；新建绘图文件并命

技能过程
32

名；设置坐标系；设置绘

图单位为 mm；按要求设置
考核 字体；按要求设置相关符

号；按照要求格式保存绘

制图样到指定文件夹

选择合适的图幅；绘制标

题栏并书写齐全；图框线

型准确；图样线型、线宽

符合要求；轴线标注准确、

线型、线宽、轴线根数、

轴线编号；符号标注、文

技能结果
48

字说明完整、准确，如索

引符号、引出说明线、标
考核 高符号、文字说明字体、

高度等均符合制图要求；

投影关系正确；用图层清

晰区分图样各部分，便于

识读；各构件颜色协调、

美观大方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建筑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工程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测量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合理制定测量方案,符合

与放
技能过程

工程测量规范要求；依据

60 测量方案，熟练使用测量线
考核 仪器，按步骤进行建筑物

定位放线。

技能结果
按测量方案对定位建筑物

进行检核，正确填写报验20
考核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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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隧道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施工
工艺顺序正确、工序搭接

合理；劳动量、流水参数

组织
技能过程 计算准确，时间参数计算

40 准确；平面图设计内容满
考核 足隧道施工要求；设计步

骤正确。

工期满足要求；劳动力动

态图均衡、满足要求；图

形清楚、表达规范、比例

技能结果
40

协调；工作日形象进度表

符合要求；炸药库、搅拌
考核 站、临时设施、加工棚等

各项内容位置布置合理；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深基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坑支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护工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程计 判断基坑的类型；支护类

技能过程 型选择；基坑等级选择；
算 48 尺寸参数；土层参数；支

考核 锚信息

技能结果
工况分析；嵌固深度计算；

32 内力位移计算；桩配筋计
考核

算；数据结果的保存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土工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试验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和土
20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石方 职业素质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施工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模块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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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试验准备正确；试验步骤

技能过程
40

正确；试验过程满足规范

考核 和标准要求；试验数据读

取正确

表格填写正确；各个参数

技能结果
40

计算正确；试验结果正确；

考核 能够分析试验结果并判断

土的物理性质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基础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材料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检测

检测试验准备正确；检测
模块

试验步骤正确；检测试验
技能过程

48 过程满足规范和标准要
考核

求；检测试验数据读取正

确

技能结果
表格填写正确；各个参数

32 计算正确；试验结果正确；
考核

材料检测结果判断正确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信息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模型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的创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建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技能过程
30

熟练操作软件，完成全部

考核 建模任务。

技能结果
表达样式和内容与图纸一

50 致，尺寸准确，尺寸标注
考核

规范、完整，模型信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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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完整、正确，模型美观；

布图适中、匀称、美观，

图面清晰，图示内容表达

完整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工程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清单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与定 符合《市政工程工程量计

技能过程 算规范》（GB50857-2013）、

额计 《湖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45
标准》（2014）规定；结考核

量 果计算准确

符合《市政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7-2013）、

技能结果
35

《湖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

考核 标准》（2014）规定，且

清单表格齐全，填写数据

完整。

2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隧道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工程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施工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方案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编制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80
方案布置合理；文本内容

技能考核 完整，格式符合要求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基坑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工程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和边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坡工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程施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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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
认真的阅读资料；判断基

技能过程 坑的类型；支护类型选择；

48 工况分析；嵌固深度计算；案编
考核 内力位移计算；过程是否

制 规范

基坑特点概述；施工步骤

技能结果
32

简述；关键工序具体施工

考核 措施；质量保护措施；软

件运用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在给定时间完成全部操作

任务；拼装步骤流程衔接

无误、顺序准确；正确选

择盾构机的刀盘部配置方

盾 构 式；正确拼装盾构机的刀

施 工 盘部件；正确拼装盾构机

模拟 技能软件
56

的前盾；正确拼装盾构机

操作考核 的中盾；正确拼装盾构机

的盾尾；按照要求正确放

置盾构机的辅助设备；正

确识读盾构机刀盘构件；

正确识读盾构机的盾体构

件；正确识读盾构机的辅

助设备

进入软件程序正确；选择

合适的部件进行拼装；鼠

技能软件
24

标点击率在频率范围内；

结果考核 操作过程符合规范要求；

答题准确度；操作过程完

整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盾构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隧道

20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质量 职业素质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检测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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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技能考核 80
主控项目；一般项目；安

全文明施工；工效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盾构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识图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技能考核 80
识读盾构图纸，正确回答

老师提出的问题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地下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工程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检测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与监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测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技能操作
16

布点位置正确；软件运用

考核 正确

技能结果
64 方案内容满足题目要求

考核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工程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资料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管理 职业素质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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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结果
资料填写正确：项目信息

80 填写准确，数据填写准确；
考核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钢筋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混凝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土基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工艺正确、操作规范；

础钢
技能过程

有良好的安全意识，安全

措施到位，遵守安全操作
筋施

40
考核 规 程，无工伤事故，在规

工 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能计算混凝土基础钢筋下

技能结果
料长度并准确填写钢筋下

40 料表；钢筋绑扎和连接方
考核

式确，符合施工验收规范

的要求

3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钢筋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混凝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土梁、 工艺正确、操作规范；

板、柱 技能过程
有良好的安全意识，安全

40 措施到位，遵守安全操作

钢筋 考核 规 程，无工伤事故，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施工 能计算梁、板、柱钢筋下

料长度并准确填写钢筋下

技能结果
40

料表；

考核 梁、板、柱钢筋绑扎和连

接方式正确，符合施工验

收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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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钢筋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混凝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土基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础模

有良好的安全意识，安全
板施

技能过程 措施到位，遵守安全操作
工 25 规 程，无工伤事故，在规

考核
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模板拼装方式正确、模板

技能结果
55

安装位置正确、平整度满

考核 足要求；模板尺寸偏差满

足规范要求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砖基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砌筑工艺正确，皮数杆、
础砌

托线板等辅助工具使用正
筑施

技能过程 确；有良好的安全意识，
工 40 安全措施到位，遵守安全

考核
操作规程，无工伤事故，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上下错缝、内外搭接、柱

无包心砌法、组砌方法正

技能结果
40

确；垂直度、平整度、水

考核 平灰缝厚度、水平灰缝平

直度、砂浆饱满度满足规

范要求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砖墙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砌筑 20职业素质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施工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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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砌筑工艺正确，皮数杆、

托线板等辅助工具使用正

技能过程 确；有良好的安全意识，
40 安全措施到位，遵守安全

考核
操作规程，无工伤事故，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上下错缝、内外搭接、柱

无包心砌法、组砌方法正

技能结果
40

确；垂直度、平整度、水

考核 平灰缝厚度、水平灰缝平

直度、砂浆饱满度满足规

范要求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职业素质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模板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工程 工艺流程正确，内容完整，

施工 顺序合理；施工方法描述

方案 清晰、准确、合理；支模

编制 方案包括模板厚度、柱箍

间距、模板垂直度、位置、

技能考核 80
模板支撑、模板连接等内

容；拆模方案包括拆模时

混凝土的强度、拆模顺序、

模板的堆放等内容，要求

内容完整，质量控制措施

合理可行；文本格式及文

件类型符合要求

路桥
检查图纸、工具书和记录

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工程

前准备；文字、图表作业
清单

20 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与定 职业素质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浪

额计
费材料和损坏考核设施。

量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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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符合《市政工程工程量计

技能过程 算规范》（GB50857-2013）、

《湖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45
考核 标准》（2014）规定；结

果计算准确

符合《市政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7-2013）、

技能结果
35

《湖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

考核 标准》（2014）规定，且

清单表格齐全，填写数据

完整。

五、抽查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为现场操作考核，成绩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

合。具体方式如下：

1.专业基本技能和岗位核心技能中所有模块必考，但由于特殊原因造成无

法提供考核实施条件时，此模块不进入抽查模块中并做出书面解释；跨岗位综

合技能模块不进行抽查考核。

2.学生参考模块确定：参考学生按规定比例随机抽取考试模块，其中，前

60%考生抽取专业基本技能模块，后 40%考生抽取岗位核心技能模块，0%考生参

考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各模块考生人数按四舍五入取整。其中在被抽取参考

学生中，允许不大于 5%且不大于 2 名参考学生放弃原有抽题选择跨岗位综合技

能模块进行选模块抽题考核。

3.试题抽取方式：学生在相应模块题库中随机抽取 1 道试题考核。

六、附录

本专业标准主要依据的国家技术标准如表 1 所示。
表 1 引用技术技术标准和规范

序号 标准号 中文标准名称

1 (GB／T50001-2010)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2 (GB50300-201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3 (GB50202-2018)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4 (GB50204-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5 (GB50203-2011)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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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号 中文标准名称

6 （GB50500-2013）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7 (湘建价[2016]72 号) 《关于增值税条件下计费程序和计费标准的规定》

8 (湘建价[2016]160 号)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

9 （2014 年）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系列

10 (JGJ162-2008)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11 (JGJ/T250-2011)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

准》

12 （GB50857-2013）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13 (TB10417－2003) 《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14 （GB50446-2017） 《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

15 （GB50497-2009）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16 (JGJ8-2016)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17 （JGJ120_2012）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18 （TB10121-2007） 《铁路隧道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19 （CJJ/T 164-2011） 《盾构隧道管片质量检测技术标准规范》

20 （JTGF60-2009）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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