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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国建设杯”第三届全国

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竞赛（学生组）竞赛规程

一、竞赛考核内容

赛项一：构件深化设计

构件深化设计着重考核选手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的深化设计能力，

选手根据项目案例的设计要求，通过深化设计软件，高效率、准确地完成

项目案例中预制混凝土构件的深化设计。主要包括：

1、识图能力：装配式混凝土构件深化设计需要具备各专业施工图纸

的识图能力。

2、BIM 技术应用能力：装配式混凝土构件深化设计必须结合 BIM 技

术予以实施，操作人员必须结合 BIM 技术进行深化设计工作。

3、专业知识运用能力：装配式构件深化设计需掌握混凝土结构构造

的相关技术和知识要求。

4、算量能力：根据图纸，能计算相应的构件所需要的原材料数量，

并编制相应的信息统计表。

5、协调能力：考核学生各专业和各环节的协调能力，深化设计需要

综合考虑构件建筑、结构、水暖电、精装等各专业和制作、安装等各环节

的情况，将各专业和各环节对构件的要求都汇集到深化设计图纸上。

赛项二：构件制作与安装

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是建立在传统建筑专业技能基础上的，竞赛着重

考核选手在装配式岗位操作中应用建筑专业基本技能应用能力，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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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图能力：模具准备和钢筋绑扎都需要建立在对构件图纸正确识

图的基础上。

2、测量能力：建筑工程测量技术在装配式构件吊装过程中的找平调

直应用。

3、算量能力：根据图纸，能计算相应的构件所需要的原材料数量。

4、生产与施工组织设计能力：四个岗位协同完成任务，需要合理调

配两名选手分工和工序，最大化地发挥每个选手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效率。

5、工法操作能力：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计算完成后，按照工艺流程和

功法要求完成操作，赛队考核：操作质量、成本控制、操作速度、安全事

项；个人考核：工作量、工作质量、操作准确性、工况处理能力。

6、协作能力：考核学生分工协作能力，每个工序与下一个工序具有衔

接性，合理进行岗位分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量。

二、竞赛方案

竞赛内容

1、赛项一：构件深化设计

竞赛以技能应用方式进行，竞赛内容、竞赛时长和分值比例如下表所

示。

竞赛内容（任务） 分值比例 比赛时间

构件深化设计
BIM 模型建立

100% 90 分钟
出具构件加工详图

参赛选手通过 BeePC 装配式混凝土深化设计 BIM 软件，完成题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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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BIM 模型的建立，根据题目要求出具相关预制混凝土

构件的深化设计图纸，并进行相关构件的原材料统计工作。

（1） BIM 模型建立：根据题目要求及相关专业的施工图纸、BIM 的

配套模型文件，建立完整的装配式混凝土 BIM 工程模型。

（2） 出具构件加工详图：根据参赛选手前述建立的 BIM 模型，出具

题目指定构件的详图，并给出材料统计信息表。

2、项赛二：构件制作与安装

构件制作与安装技能竞赛以岗位模拟方式比赛，竞赛内容、竞赛时长

和分值比例如下表所示。

竞赛内容（任务） 分值比例 比赛时间

构件制作与安

装

混凝土构件制作
模具准备

100% 90 分钟
构件浇筑

混凝土构件吊装

混凝土构件灌浆

参赛选手根据任务的数量和要求在竞赛考核平台上完成。

参赛选手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或与其他选手合作完成以下四项任

务：模具准备、构件浇筑、构件吊装和构件灌浆。

（1）模具准备

参赛选手合作完成竞赛任务。

选手选取竞赛任务，完成 6个构件的模具准备工作。根据图纸在模具

库中选取模具，在考核平台软件中根据工艺流程和工艺要求完成模具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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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摆放过程中，考核选手对异常工况的处置能力和质量检验能力，

验收完毕并提交。

（2）构件浇筑

参赛选手合作完成竞赛任务。

软件默认工艺流程的前置工序均已操作完成，选手使用上一环节的操

作结果，根据交底选择混凝土型号，按照工艺流程和工艺要求，在竞赛设

备——操作箱上进行混凝土浇筑的操作（3D场景，硬件操作），完成 6

个构件的浇筑。浇筑过程中，考核选手的异常工况处置能力、质量检验能

力等，验收完毕并提交。

（3）构件吊装

参赛选手合作完成竞赛任务。

软件默认工艺流程的前置工序均已操作完成，选手使用上一环节的操

作结果选取竞赛任务，完成共 6个构件的吊装准备工作。根据准备工作，

按照工艺流程和要求，在竞赛设备——操作箱上完成构件的吊装操作（3D

场景、硬件操作）。操作过程考核选手的操作能力、质量检验能力等，验

收完毕并提交。

（4）构件灌浆

参赛选手合作完成竞赛任务。

软件默认工艺流程的前置工序均已操作完成，选手使用上一环节构件

吊装的操作结果，完成 6个构件的灌浆连接处理操作。选手按照工艺流程

和要求，进行高层剪力墙灌浆套筒的灌浆操作。操作过程中，考核选手对

异常工况处置能力、质量检验能力等，验收完毕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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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则

1、竞赛组织机构

竞赛组委会遵守竞赛制度，成立专家工作组，在竞赛组委会的领导下

按照有关制度开展赛项技术文件编撰、竞赛命题、赛场设计、设备拟定、

裁判员培训、赛项说明会组织、赛项安全预案、赛事咨询、教学成果展示

体验、赛事宣传方案设计、竞赛成绩分析、赛事技术评点、赛事成果转化

等工作。保证公开、公平、公正办赛。

2、裁判

共设裁判 3名，其中裁判长 1名，由非参赛院校的教育专家担任，

在裁判长领导下工作，遵循裁判工作的有关规定公正执法。总裁判长对竞

赛组委会负责，并接受竞赛组委会及专家工作组的协调和指导。

3、参赛队

各院校推荐的参赛队通过组委会官方网站报名系统统一进行报名。报

名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参赛选手在竞赛前因故不能参赛，由所

在报名单位出具书面申请、经赛项秘书处审核批准后方可更换参赛选手。

4、场地

按照竞赛日程安排，赛项执委会组织各参赛队在规定时间段内熟悉竞

赛场地。

5、竞赛要求

1) 本次比赛所用计算机，由承办院校统一提供。

2) 参赛选手必须持参赛证、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入场参加竞赛。各

参赛队领队和指导教师及其他无关人员均不得私自进入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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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赛选手应提前 15分钟进入赛场，入场、检查竞赛设备。

4) 竞赛正式开始 20分钟以后选手不得再入场参加竞赛，按弃权处理。

5) 竞赛时间段内参赛选手不得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暂时离开

赛场，应报告裁判同意，离开赛场期间应有流动监考人员陪同。竞赛结束

之后，参赛选手确认提交的竞赛成果后，在监考人员的组织下离开赛场。

6) 参赛选手按照抽签决定的赛场及机位对号入座，监考人员应对每

位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认真检查、认证。参赛选手在竞赛正式开始之前应

对计算机进行开机检查，但只准浏览和试用答题系统、试运行竞赛平台。

7) 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遇问题需举手向监考人员示意，参赛

队与参赛队之间不得互相交流，否则按作弊行为处理；赛项一同一队伍的

选手之间在现场实操环节可以交流；参赛选手不得破坏竞赛设备——操作

箱的封条，否则按作弊行为处理。

8) 参赛选手遇到应用软件或答题系统故障时，应及时向监考人员报

告，对于因故障而耽搁的时间，由监考人员请示裁判长同意后将该选手的

竞赛时间相应后延。竞赛结束前，参赛选手应按照答题系统的操作要求提

交竞赛成果，完成部分竞赛成果要按要求保存在计算机上指定的位置，竞

赛成果不得做任何标记，否则按“0”分计。听到竞赛结束信号后，参赛

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竞赛时间。对违反赛场规则，

不服从监考人员劝阻者，经竞赛组委会裁决可取消其比赛资格。

9) 竞赛所需的设备及软件由技术支持单位提供，参赛选手不可携带

技术资料、标准图集、教材、工具书、相关软件等，不得使用自带的计算

机、键盘、鼠标、移动存储器等各类设备，不得携带通讯工具等进入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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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竞赛所需的笔和草稿纸由承办院校统一提供。

6、文明参赛要求

领队和指导教师严格遵守赛场规章制度，按时参加组委会及秘书处组

织的相关会议。竞赛过程中，领队和指导教师不得进入竞赛现场。

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接

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7、成绩确认与公布

成绩经裁判长审核无误，由裁判长和仲裁人员签字确认后，在闭幕式

前张榜公布。同时，裁判长或相关组委会工作员接受参赛队的咨询。

仲裁组负责接受参赛队的投诉，并负责仲裁。投诉时间为：成绩张榜

公布后 1小时内。

成绩评定

赛项一（构件深化设计）的成绩由业内专家人工评判；赛项二（构件

制作与安装）的成绩由竞赛考核平台自动判定。

成绩经复核无误后，由裁判长和仲裁人员签字确认后公布。

竞赛须知

1、参赛队须知

1) 本次竞赛不分组别，每个赛项每个学校限报 1 个参赛队（赛项一

每队 1 名参赛选手，赛项二每队 2名参赛选手。参赛选手必须为本校的在

校学生，不得跨校组队，违者取消竞赛资格。本次竞赛不分组别，以院校

为单位进行组队参赛。每个赛项（赛项一 1人一组、赛项二 2人一组，参

赛选手可以兼报）每一院校限报 1 队参加决赛，独立学院可以单独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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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参赛院校最多可配 2 名指导教师，设领队老师 1 名（指定联系人），

领队兼职指导老师。

2) 熟悉竞赛规程和赛项须知，领队负责做好本参赛队竞赛期间的管

理工作。参赛选手在报名获得审核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筹备过程

中，队员因故不能参赛，须于开赛 5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经赛项

秘书处核实后予以替换；参赛选手注册报到后，不得更换，允许参赛选手

缺席竞赛。

3) 参赛选手按照竞赛规程安排，凭参赛证、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参

加竞赛及相关活动。

4) 各参赛队必须按相关操作规程要求参与竞赛，在竞赛过程中不按

操作要求，出现人为损坏赛项提供的设备情况，由参赛队照价赔偿。

5) 本竞赛项目的解释权归竞赛组委会。

2、指导教师须知

1) 每个参赛队最多可配 2 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经报名、审核后确

定，一经确定不得更换，允许指导教师缺席竞赛。

2) 严格遵守赛场规章制度，尽职尽责。

3) 竞赛过程中，指导教师不得进入竞赛现场。

4) 指导教师应按时参加组委会组织的相关会议。

5) 指导教师要做好本队参赛选手的有关组织工作，督促参赛选手按

指定时间和地点报到；做好参赛选手的后勤保障、安全工作；自觉维护赛

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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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赛选手须知

1) 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

接受现场工作人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2) 参赛选手在赛场内应始终佩带参赛凭证（参赛证）并携带身份证、

学生证。

3) 参赛选手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听从指挥、文明竞赛。

禁止将参考资料及通讯工具带入赛场。

4) 参赛选手竞赛过程中，因严重违背竞赛纪律和规则的，现场裁判

员有权中止其竞赛。

5) 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故意干扰其他队选手的竞赛。

6) 在竞赛中因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故障，经设备检修工程师确认、

经监考人员请示裁判长同意后，可将该参赛选手的竞赛时间相应后延。

7) 参赛选手有义务参加赛项执委会组织的座谈、报告会等活动。

4、工作人员须知

1) 树立服务观念，一切为参赛选手着想，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

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积极完成本职任务。

2) 注意文明礼貌，保持良好形象，明确职责，规范言行。

3) 赛前 60分钟到达赛场，严守工作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

离岗，特殊情况需向竞赛组委会请假。

4) 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如遇突发事件，应按照安全

工作预案，组织指挥人员疏散，确保人员安全。

5) 保持通信畅通，服从统一领导，严格遵守竞赛纪律，加强协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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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提高工作效率。

申诉与仲裁

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代表队领队可

在比赛结束后 2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出申诉。竞赛组委会选派人员参加仲

裁委员会工作。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

时反馈复议结果。竞赛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三、主要考核点及评价参考标准

1、构件深化设计竞赛参考标准

考点 标准

BIM模型的建立

构件模板图

构件配筋图

信息统计表

GB50104-2010《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50105-2010《建筑结构制图标准》

GBT 51231-2016《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JGJ 1-201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15G310-1~2《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接节点构造》

16G101-1《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

规则和构造详图（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板）》

15G366-1《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60mm 厚底板）》

15G367-1《预制钢筋混凝土板式楼梯》

2016 年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构件制作与安装竞赛参考标准

考点 标准

安全 GBT 51231-2016《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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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成本

工艺流程

JGJ 1-201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15G310-2《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接节点构造（剪力墙）》

16G101-1《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

构造详图（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板）》

15G365-1《预制混凝土剪力墙外墙板》

15G365-2《预制混凝土剪力墙内墙板》

15G366-1《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60mm 厚底板）》

TY 01-01(01)-2016《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

16G906 《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住宅施工工艺图解》

15G939-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建筑设计示例（剪力墙结

构）》

15G107-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表示方法及示例（剪力墙结构）》

ISBN 978-7-112-21758-8《混凝土建筑混凝土构件生产》

ISBN 978-7-112-21777-9《混凝土建筑施工技术》

四、主要设备与参赛队训练

主要参赛设备

1、赛项一（构件深化设计）竞赛软件

本次竞赛采用 BeePC 深化设计 BIM 软件。

BeePC 软件是杭州嗡嗡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国内领先的装配式智能

深化 BIM 软件，通过参数化、可视化的建模方式，结合内置的规范和图集，

达到满足生产、设计、施工要求的深化图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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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赛项二（构件制作与安装）考核平台

（1）构件制作与安装岗位模拟考核平台—软件

a) 新之筑装配式建筑技能竞赛平台——模具组装。

b) 新之筑装配式建筑技能竞赛平台——混凝土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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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之筑装配式建筑技能竞赛平台——构件吊装

d) 新之筑装配式建筑技能竞赛平台——构件灌浆

（2）构件制作与安装岗位模拟考核平台—硬件

a)浇筑操作箱 b)吊装操作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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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训练方式

1、在线训练方式

1) 确定参赛队后提供用户名和密码。

2) 学生下载并进行在线训练。

在线训练使用软操作进行。训练自报名通道开启后开始，至竞赛前 10

天停止（节假日及非工作时间不提供使用）。

2、在线答疑

1) 建立竞赛 QQ 群，提供在线训练答疑服务。

2) 服务内容：安装问题、操作问题、工艺问题等。

3) 原则上提供操作记录，不提供操作结果评分，由指导教师对操作

结果进行判断。

指导教师培训

1、指导教师培训目标

1)促进对工艺和规范理解。

2)针对评分提出建议和意见。

3)熟悉软件操作，更好指导竞赛选手。

2、培训方式

1) 集中免费培训。

2) 确定竞赛队伍后进行，一般在竞赛承办院校举办。

赛后成果推广

1、促进专业建设能力提升

由竞赛一等奖院校指导教师总结竞赛经验，形成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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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经验分享，促进装配式作为建筑施工技术专业新方向建设快速完善与

提升。

2、促进以岗位标准作为人才培养标准

通过竞赛评奖逐步完善符合企业需求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并根

据培养标准修订完善竞赛内容和评价标准，形成竞赛带动教学、教学促进

竞赛水平提升的创新模式。

3、促进“做中学、学中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通过竞赛总结教学模式经验，按照“做中学、学中做”的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进行教学设计创新。论坛、研讨、教研论文多种方式形成竞赛

成果推广，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五、评分

赛项一（构件深化设计）评分办法

1、评分原则

1） 根据深化设计模型建立的完整性，予以逐项评判计分。

2） 根据构件深化详图结果，予以逐项评判计分。

2、深化设计模型评分项

序号 评分名称 评分内容

1 深化设计模型的完整性

预制叠合楼板的完整性

预制柱的完整性

预制楼梯的完整性

预制梁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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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墙的完整性

其他预制构件的完整性

2 深化设计模型的正确性

预制构件编号的正确性

预制构件尺寸的正确性

预制构件配筋的正确性

预制构件钢筋避让的正确性

3、预制构件加工图评分项

序号 评分名称 评分内容

1 预制构件模板图

预制构件主视图、俯视图、仰视图、侧视

图

预制构件的外轮廓尺寸、缺口尺寸、预埋

件的定位尺寸

预制构件表面的工艺要求

构件信息表（构件编号、数量、混凝土体

积、构件重量、钢筋保护层、混凝土强度

等）

埋件信息表（埋件编号、名称、规格、单

块板数量）

2 预制构件加工图

预制构件配筋的主视图、剖面图等

钢筋与构件外边线的定位尺寸、钢筋间距、

钢筋外露长度

钢筋编号

配筋表（编号、直径、级别、钢筋加工尺

寸、单块板中钢筋重量、备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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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构件制作与安装）评分办法

1、评分原则

1) 每个构件每个岗位根据岗位内容评分，计算总分时进行折算。

2) 操作得分为加分制，按照工艺要求完成后加分。

3) 异常工况和工艺错误为减分制，每出现一次扣一次分。

2、模具准备评分项

序号 评分名称 评分内容

1 准备工作

服装选择

卫生检查

设备检查

注意事项

2 模台划线机

划线

工序任务请求及领取

运送模台到划线机区域

录入图纸操作

进行划线操作

3 模台喷涂脱

模剂

运送模台到喷油区域

添加脱模剂

电源开关

喷油开关

开始喷油

4 模具摆放

进入摆模位置

领料（领取模具）

外叶模具摆放

外墙板内叶模具摆放

模具固定与模台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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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固定与模台终固定

模具相互固定初固定

进行校正

模具相互固定终固定

磁盒将模具初固定模台

磁盒将模具终固定模台

涂刷脱模剂

请求空模台进入

摆放模具（2层）

进行校正（2层）

5 保温板摆放 摆放保温板

6 设备复位及

结束任务

复位划线机

复位喷油机

操作模台运送到下道工序

任务构件提交

7 工完料清 工具归还、设备复位

3、混凝土浇筑评分项

序号 评分名称 评分内容

1 准备工作

服装选择

卫生检查

设备检查

注意事项

2 模台移动操

作

工序任务请求及领取

运输模台到布料机位置

模床轨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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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构件提交

3 布料机上料

操作运料仓到搅拌站下料口接料

请求混凝土用量

运送混凝土至布料机上料位置

空中运输车下料到布料机

空中运输车翻转复位

4 构件浇筑

构件混凝土浇筑量不足

构件混凝土浇筑严重超量

混凝土外浇

布料机移动不及时，造成构件内混

凝土浇筑不均匀

对构件内混凝土未进行人工整平

构件混凝土浇筑超时

布料不及时，造成混凝土凝固浪费

5 模床振捣

模台下降控制

模台上升控制

勾紧固定模台

松开勾紧模台

构件振捣控制

停止构件振捣

6 保温板及内

叶模具摆放

保温板铺设

摆放拉结件

吊用摆放外墙内页模具

固定外墙内页模具

7 工完料清

归还工具

清洗布料机

检查模床辊道是否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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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构件吊装评分项

序号 评分名称 评分内容

1 准备工作

服装选择

卫生检查

设备检查

注意事项

2 吊具准备

起重设备选择

起重设备位置选择

吊具类型选择

吊点选择

3 现场准备

放置垫块

垫块测量

划线

4 吊装位置
墙体位置调整（xyz位置）

墙体位置调整（xyz角度）

5 墙板固定 支撑固定

6 墙体垂直度

调整
墙体垂直度调整

7 工完料清

归还工具

设备维护

清理垃圾

8 异常操作扣

分

构件调运过程中与建筑物碰撞、吊

装机具选择错误、塔机异常操作

5、构件灌浆评分项

序号 评分名称 评分内容

1 准备工作
服装选择

卫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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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检查

人员素质要求

注意事项

2 配料前准备
领取工具操作

室温测量

3 配置封缝料

配坐浆料加入水操作

配坐浆料加入坐浆料操作

配坐浆料加入水泥操作

配坐浆料加入沙子操作

配坐浆料搅拌操作

检查颗粒操作

配坐浆料加入冰或者水操作

配坐浆料搅拌操作

配坐浆料静置操作

检查气泡操作

配坐浆料比例是否正确

4 配置灌浆料

配灌浆料加水操作

配灌浆料加入灌浆料

配灌浆料搅拌操作

配灌浆料颗粒检查操作

配灌浆料加入冰或者水

配灌浆料搅拌操作

配灌浆料静置操作

配灌浆料检查气泡操作

配灌浆料比例是否正确

5 灌浆料流动

度检查

放置玻璃板

放置流动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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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料浆

移开流动测试仪

测量流动度操作

检查料浆温度

6 封缝灌浆

封缝操作

左侧灌浆

右侧灌浆

所有胶塞错误（过早、过晚）

7 工完料清 归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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