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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9]4 号）的要求，标准编写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并征求

了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编写本标准。 

本标准的编写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内容结构､编写表述规则

和格式要求,结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所列职业的

技能标准进行编写。 

本标准主要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职业技能

等级划分与内容；5 职业要求；6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本标准由教育部负责管理，由廊坊市中科建筑产业化创新研究中

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廊

坊市中科建筑产业化创新研究中心（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开发区

一号楼106号新亚大厦316-318室；邮编：065009；电话： 0316-

5975508）。 

本标准主编单位：廊坊市中科建筑产业化创新研究中心（中国建

设教育协会人才评价中心）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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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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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适应当前建筑行业的变革和发展，满足社会对建筑信息模

型（BIM）技能人员的迫切需求，提升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

能水平，结合国际工程建设信息化人才培养方式和经验，统一建筑信

息模型（BIM）职业技能基本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中等专业学校及以上在校学生和工程行业

从业人员建筑信息模型（BIM）职能技能考核的相关活动。 

1.0.3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考核与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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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 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IM） 

建筑信息模型（BIM）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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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 BIM software  

对建筑信息模型进行创建、使用、管理的软件。简称 BIM 软件。 

2.0.3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 BIM vocational skills 

通过使用各类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创建、应用与管理适

用于建设工程及设施规划、设计、施工及运维所需的三维数字模型的

技术能力的统称。(以下简称“BIM 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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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标准面向国家中等专业学校及以上在校学生和行业从业人

员。 

3.0.2 职业技能考核评价的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合格后可获得相

应的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03  本标准 BIM 软件应符合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评价的要求，相关

方应根据职业技能要求选用具备相应功能的 BIM 软件。 

3.0.4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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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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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技能等级与内容 

4.1  职业概况 

4.1.2  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类别 

BIM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 

表 1 BIM 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类别表 

级别 适用工作领域 专业类别 证书名称 

初级 BIM 建模 土木类专业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初级 

中级 BIM 专业应用 土木类专业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中级 

高级 BIM 综合应用与管理 土木类专业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高级 

4.2  申报条件 

4.2.1  初级(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本级别) 

职业院校在校学生（中等专业学校及以上在校学生），从事 BIM

相关工作的行业从业人员。 

4.2.2 中级(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本级别) 

高等职业院校在校学生，已取得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

能初级证书在校学生，具有 BIM 相关工作经验 1 年以上的行业从

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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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高级(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本级别) 

本科及以上在校大学生，已取得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

能中级证书人员，具有 BIM 相关工作经验 3 年以上的行业从业人

员。 

4.3 考核办法 

4.3.1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评价实行统一大纲、

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原则上每年举行多次考试。 

4.3.2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评价分为理论知识与

专业技能两部分。初级、中级理论知识及技能均在计算机上考核，高

级采取计算机考核与评审相结合。 

表 2 BIM 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评价内容权重表 

  级别 

内容 
初级 中级 高级 

理论知识 20% 20% 40% 

专业技能 80% 80% 60% 

 

4.3.3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

比不低于 1:50，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考评人员。高级的评审不少于

3 名专家。  

4.3.4 各级别的考核时间均为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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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技能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职业道德 

遵纪守法，诚实信用，务实求真，团结协作。 

5.1.2  基础知识 

1.制图、识图基础知识 

1)正投影、轴测投影、透视投影； 

2)技术制图的国家标准知识(图幅、比例、字体、图线、尺寸标注

等)； 

3)形体的二维表达方法 (视图、剖视图、局部放大图等)； 

4)标注与注释； 

5)土木建筑大类各专业图样 (例如，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

设备施工图等)。 

2.BIM 基础知识 

1)建筑信息模型（BIM）的概念。 

2)建筑信息模型（BIM）的特点、优势和价值。 

3)建筑信息模型（BIM）软件体系。 

4)建筑信息模型（BIM）相关硬件。 

5)建筑信息模型（BIM）建模精度等级。 

6)建筑信息模型（BIM）相关标准及技术政策（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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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文件管理、数据共享与转换。 

8)项目管理流程、协同工作知识与方法。 

3.相关法律法规（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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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 

本标准描述的职业技能等级按初级、中级、高级依次递进，高级

别涵盖低级别要求。 

5.2.1 初级 

BIM 职业技能初级：BIM 建模 

表 3 BIM 职业技能初级要求表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1.工程图纸识读与

绘制 

(1) 掌握建筑类专业制图标准，如图幅、比例、字体、线型样式，

线型图案、图形样式表达、尺寸标注等； 

(2) 掌握正投影、轴测投影、透视投影的识读与绘制方法； 

(3) 掌握形体平面视图、立面视图、剖视图、断面图、局部放大

图的识读与绘制方法； 

2.BIM 建模软件及

建模环境 

(1) 掌握 BIM 建模的软件、硬件环境设置； 

(2) 熟悉参数化设计的概念与方法； 

(3) 熟悉建模流程； 

(4) 熟悉相关 BIM 建模软件功能； 

(5) 了解不同专业的 BIM 建模方式。 

3.BIM 建模方法 

(1) 掌握标高、轴网的创建方法； 

(2) 掌握实体创建方法，如墙体、柱、梁、门、窗、楼地板、屋

顶与天花板、楼梯、管道、管件、机械设备等； 

(3) 掌握实体编辑方法，如移动、复制、旋转、删除等； 

(4) 掌握实体属性定义与参数设置方法； 

(5) 掌握在 BIM 模型生成平、立、剖、三维视图的方法。 

4.BIM 标记、标注与

注释 

(1) 掌握标记创建与编辑方法； 

(2) 掌握标注类型及其标注样式的设定方法； 

(3) 掌握注释类型及其注释样式的设定方法。 

5. BIM 成果输出 

(1) 掌握明细表创建方法； 

(2) 掌握图纸创建方法； 

(3) 掌握 BIM 模型的浏览、漫游及渲染方法； 

(4) 掌握模型文件管理与数据转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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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中级 

BIM 职业技能中级：BIM 专业应用 

表 4 BIM 职业技能中级要求表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1.BIM 模型构建 

(1) 掌握 BIM 建模工作环境设置； 

(2) 掌握建模规则、设置建模样板的方法； 

(3) 熟悉建模流程； 

(4) 了解项目各专业工作特点； 

(5) 掌握专业构件的建模及相关参数设定的方法； 

(6) 掌握专业构件几何信息及非几何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操

作的方法等。 

2.专业协调 

(1) 掌握专业协调中模型链接方式、共享坐标系、项目样板、统

一模型细度、出图标准等协同工作的方法； 

(2) 掌握构件之间碰撞检查和问题标记管理的方法； 

(3) 掌握项目各专业间专业协调的数据交换需求、协调流程和

调整原则等。 

3.BIM 数据及文档

的导入导出 

(1) 掌握相关 BIM 模型数据的导入方法； 

(2) 掌握导出相关应用所需 BIM 模型数据的方法； 

(3) 了解 BIM 数据标准、BIM 数据格式以及 BIM 数据相关标

准，熟悉相关软件功能； 

(4) 掌握视图设置及图纸布置方法，使之满足专业图纸规范； 

(5) 掌握在图档中加入标注与注释的方法； 

(6) 掌握图档输出设置方法； 

(7) 熟悉相关软件功能、本专业的相关技术要求及规范等。 

4.专业应用 

(1)城乡规划与建筑设计类专业 

应掌握应用 BIM 软件进行建筑方案推敲及方案展示的方法；

掌握建筑日照模拟分析的 BIM 应用方法；掌握建筑光环境（自

然采光）模拟分析的 BIM 应用方法；掌握建筑节能模拟分析的

BIM 应用方法；掌握建筑暖通负荷模拟分析的 BIM 应用方法；

了解建筑声环境、建筑室外风环境、建筑室内空气质量（空气龄）

等绿色建筑模拟分析的 BIM 应用方法；了解总图设计中场地、

视线及水力分析的 BIM 应用方法；了解 BIM 与 GIS 在规划分

析中集成应用的方法等。 

(2)结构工程类专业 

应掌握通过应用 BIM 软件进行结构工程类专业的可视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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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方法；掌握通过获取构件工程量､材质等明细，为工程项目

预算提供基础数据的方法；掌握结构体系的加载方法；掌握框架

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等常见结构的计算分析方

法；掌握结构内力配筋设计计算方法及结构计算书的生成方法；

掌握模板、脚手架工程的设计与验算；了解土方安全验算等 BIM

应用方法。 

(3)建筑设备类专业 

应掌握通过应用 BIM 软件进行建筑设备类专业施工方案模

拟和施工工艺展示的方法；掌握利用 BIM 模型进行管道系统运

行工况参数信息录入方法；掌握本专业内管道及设备之间的软、

硬碰撞检查方法；掌握利用 BIM 技术与其它专业间问题进行深

化设计与优化的方法；熟悉利用 BIM 模型完成所涵盖的各专业

系统分析与校核的方法；熟悉利用 BIM 模型进行管道系统安装

与设备管理的方法。 

(4)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 

熟悉施工现场布置要求与规范及相关软件功能，掌握施工

场地模型建立的方法，可进行合理性分析，适时调整方案；掌握

施工方案、施工工序、施工工艺三维可视化模拟方法，能制作施

工动画，可指导施工并进行合理性分析，适时调整方案；掌握基

于 BIM 的算量和计价的方法；掌握运用模型在安全、质量、进

度、成本等方面进行施工动态管理的方法；掌握项目各参与方运

用 BIM 模型进行协同管理的方法；掌握运用 BIM 竣工模型进行

竣工验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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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高级 

BIM 职业技能高级：BIM 综合应用与管理 

表 5 BIM 职业技能高级要求表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1.综合 BIM 应用的

基本思想与方法 

(1) 掌握综合 BIM 应用的基本内容与原则； 

(2) 掌握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框架与实施程序； 

(3) 掌握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内涵； 

(4) 掌握信息管理的基本内容及方法； 

(5) 熟悉 BIM 与信息管理的关系； 

(6) 了解不同的工程交付模式（DBB、CM、DB、EPC）的含义

及其对 BIM 的影响； 

(7) 掌握集成化项目交付模式（IPD）的内涵、与 BIM 的关系及

实施策略。 

2. BIM 标准 

(1) 掌握 BIM 标准基本体系的组成（分类编码标准、数据模型

标准、过程标准）； 

(2) 掌握与 BIM 标准相关的基础标准； 

(3) 熟悉国内 BIM 标准的基本内容及发展； 

(4) 了解国外建设工程数字化进程及 BIM 标准制定的背景； 

(5) 熟悉国外主要 BIM 标准体系与特征； 

(6) 了解国际 BIM 标准组织（Building SMART）； 

(7) 掌握标准在 BIM 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3.BIM 策划 

(1) 掌握项目级、企业级 BIM 策划的编制内容与组织方法； 

(2) 熟悉 BIM 实施标准的制定方法； 

(3) 掌握 BIM 策划的基本内容； 

(4) 熟悉 BIM 技术应用的流程设计方法； 

(5) 掌握建立 BIM 资源管理的方法； 

(6) 掌握建设项目各阶段 BIM 交付标准； 

(7) 熟悉 BIM 模型的创建、管理和共享的原理和方法； 

(8) 熟悉 BIM 应用软硬件系统方案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9) 掌握 BIM 应用各参与方任务分工与职责划分的原则和方

法； 

(10) 掌握 BIM 策划的控制原则和方法； 

(11) 掌握工程招投标、合同中有关 BIM 技术应用、管理的条款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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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业主方 BIM 协同

管理工作 

(1) 掌握业主方 BIM 应用的组织模式； 

(2) 掌握业主方 BIM 协同管理的原理与方法； 

(3) 掌握业主方 BIM 协同管理的组织与流程设计； 

(4) 了解业主方基于 BIM 协同平台与软件的基本类型。 

5.BIM 模型质量管

理与控制 

(1) 掌握 BIM 模型质量管理的基本内容、方法和流程； 

(2) 熟悉 BIM 模型生成和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质量管理责任划

分方法； 

(3) 熟悉 BIM 模型事前、事中、事后控制和后评价的基本方法； 

(4) 掌握 BIM 模型审阅的内容要点和方法； 

(5) 掌握 BIM 模型文件浏览、场景漫游、构件选择、信息读取、

记录和批注的方法； 

(6) 熟悉版本管理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7) 掌握模型组成部分的版本属性读取和更替迭代方法。 

6.BIM 模型多专业

综合应用 

(1) 掌握设计阶段多专业间的模型和数据共享、集成和协同管

理的原则和方法； 

(2) 掌握多专业碰撞检测规则制定、管理和控制的方法； 

(3) 熟悉多专业 BIM 模型整合或划分的原则和方法； 

(4) 掌握施工阶段 BIM 模型的共享、合成和管理的原则和方法； 

(5) 掌握施工阶段软硬碰撞检测规则制定、管理控制的方法； 

(6) 熟悉应用 BIM 技术进行施工方案模拟与优化分析的方法； 

(7) 熟悉根据进度模拟结果调整施工方案的方法。 

7.BIM 协同应用管

理 

(1) 掌握设计阶段 BIM 模型协同管理的原理和方法； 

(2) 掌握设计阶段 BIM 模型协同管理的组织和流程设计方法； 

(3) 熟悉设计单位企业级协同管理平台的建立原则和方法； 

(4) 熟悉设计阶段基于 BIM 应用的常用协同管理平台和软件； 

(5) 掌握施工阶段 BIM 模型协同管理的原理和方法； 

(6) 掌握施工阶段 BIM 模型协同管理的组织和流程设计方法； 

(7) 熟悉施工单位企业级协同管理平台的建立原则和方法； 

(8) 熟悉施工阶段基于 BIM 应用的常用协同管理平台和软件。 

8.BIM 与设施管理 

(1) 了解 BIM 与信息移交的关系及意义； 

(2) 熟悉 BIM 的设施管理需求； 

(3) 掌握运维阶段 BIM 模型应用的组织模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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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IM 扩展综合应

用 

 

(1) 了解软件开发的一般程序和步骤； 

(2) 熟悉 BIM 应用软件与平台开发的流程； 

(3) 了解软件系统架构设计的常用方法； 

(4) 了解 BIM 云平台概念和原理； 

(5) 熟悉整合 BIM 与移动设备的相关应用； 

(6) 熟悉整合 BIM 与无线射频技术(RFID)的相关应用； 

(7) 了解整合 BIM 与企业 ERP 的应用； 

(8) 熟悉 BIM 和地理信息系统(GIS)集成整合应用； 

(9) 熟悉绿色建筑与 BIM 技术应用结合的应用点和方法； 

(10) 熟悉 BIM 在建筑产业现代化中应用与方法； 

(11) 熟悉企业、项目与人员的 BIM 应用能力评价体系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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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BIM 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评价分为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两部分。 

BIM 职业技能中级评价分城乡规划与建筑设计类、结构工程类、

建筑设备类、建设工程管理类四类进行考评。 

BIM 职业技能高级评价采取计算机考核与评审相结合，除完成理

论知识，还需要进行专业技能和现场答辩。 

(1)专业技能：进行项目或工作报告，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报

告及证明材料，审查合格后进入现场答辩； 

(2)现场答辩：答辩专家不少于3名，答辩程序包括个人陈述及

专家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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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BIM 职业技能初级 

表 6 BIM 职业技能初级考评表 
 

考评内容 分值 

理论 

知识 
职业道德、基础知识 20 

专业 

技能 

工程图纸识读与绘制 

80 

BIM 建模软件及建模环境 

BIM 建模方法 

BIM 属性定义与编辑 

BIM 成果输出 

合计 100 

 
6.2 BIM 职业技能中级 

表 7 BIM 职业技能中级考评表 

考评内容 分值 

理论 

知识 
职业道德、基础知识 20 

专业 

技能 

专业 BIM 模型构建 

80 

专业协调 

BIM 数据及文档的导入导出 

BIM 专业应用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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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BIM 职业技能高级 

表 8 BIM 职业技能高级考评表 

考评内容 分值 

理论 

知识 

职业道德、基础知识 

40 

综合 BIM 应用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BIM 标准 

BIM 策划 

业主方 BIM 协同管理工作 

BIM 模型质量管理与控制 

BIM 模型多专业综合应用 

BIM 协同应用管理 

BIM 与设施管理 

BIM 扩展综合应用 

专业 

技能 

项目或工作报告 40 

60 

现场答辩 2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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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1.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51212-2016。 

2.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51269-2017。 

3.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GB/T51235-2017。 

4.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2018。 

5.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JGJ/T448-2018。 

6. 《全国 BIM 应用技能考评大纲》——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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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