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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建筑工程技术 

（二）专业代码：5403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职业面向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专业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

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举

例 

土木建筑大类 

（54） 

土建施工

类（5403） 

房屋建筑业

（47） 

土木工程建

筑业（48） 

 

建筑工程技术

人员（2-02-18）；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员

（4-04-05-04） 

施工员 

质量员 

安全员 

资料员 

材料员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员 

施工员证 

质量员证 

安全员证 

资料员证 

材料员证 

1+X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员证 

本专业岗位能力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专业岗位能力分析表 

序号 
岗位类别 

岗位描述 岗位能力要求 
初始岗位 发展岗位 

1 施工员 工程部部长 

建造师 

在土木工程施工现

场，从事施工组织策

划、施工技术与管

理，以及施工进度、

成本、质量和安全控

制等工作。 

①能够在项目经理的直接领导下开

展工作；②能够准确识读施工图纸

能够认真熟悉施工图纸、编制施工

组织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编制各

单项工程进度计划及人、材、机计

划；③能够编制、组织职工按期开

会学习，完成工程的各项施工任务；

④能够根据本工程施工现场合理规

划布局现场平面图，安排、实施、

创建文明工地；⑤能够督促施工材

料、设备按时进场，并处于合格状

态，确保工程顺利进行；⑥能够合

理调配生产要素，严密组织施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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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工程进度和质量；⑦能够协同项

目经理，保证施工顺利进行，维护

企业的信誉和经济利益；⑧能够编

制工程总进度计划表和月进度计划

表及各施工班组的月进度计划表并

能够向各班组下达施工任务书及材

料限额领料单；⑨能够组织隐蔽工

程验收，参加分部分项工程的质量

评定并能够参加图纸会审和工程进

度计划的编制。⑩能够参加工程竣

工交验，负责工程成品保护。 

2 质量员 安质部部长 

建造师 

在土木工程施工现

场，从事施工质量策

划、过程控制、检查、

监督、验收等工作。 

 

①能够制订工程质量控制的措施和

方案，并具体组织实施；②能够督

促班组搞好自检、互检工作，负责

满足项目部检测器具使用要求，进

行项目质量管理，参加项目工程质

量评定工作；③能够负责主要原材

料、设备进场检验，检查成品质量

和使用情况，及时检查试验结果，

记录重要处置情况；④能够做好工

程质量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工

作，指导项目工程资料记录与整理，

负责收集工程资料；⑤能够负责监

督不合格产品的整改及复查工作。 

3 安全员 安质部部长 

建造师 

在土木工程施工现

场，从事施工安全策

划、检查、监督等工

作。 

 

①能够参与编制项目安全生产管理

计划和能够参与编制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②能够参与对施工机械、

临时用电、消防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对防护用品与劳保用品进行符合性

判断，并能够组织实施项目作业人

员的安全教育培训；③能够参与编

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参与编制安

全技术交底文件，并实施安全技术

交底；④能够识别施工现场危险源，

并对安全隐患和违章作业进行处

置；⑤能够参与项目文明工地、绿

色施工管理；⑥能够参与安全事故

的救援处理、调查分析；⑦能够编

制、收集、整理施工安全资料。 

4 资料员 

 

部门经理 

建造师 

在土木工程施工现

场，从事施工信息资

①能够负责工程项目资料、图纸等

档案的收集、管理；②能够参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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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收集、整理、保

管、归档、移交等工

作。 

部分项工程的验收工作；③能够负

责计划、统计的管理工作；④能够

负责工程项目的内业管理工作；⑤

能够完成工程部经理交办的其他任

务。 

5 材料员 物质部部长 

建造师 

在土木工程施工现

场，从事施工材料的

计划、采购、检查、

统计、核算等工作。 

①熟悉现场所用的各种材料；②能

够进行材料计划编制、材料选购、

组织材料进场，保证材料供应；③

能够对进场材料进行质量检验，并

合理的存放；④能够根据材料的使

用情况及损耗材料统计，及时进行

分析与反馈；⑤能够随时进行市场

信息调查、收集、整理、反馈；⑥

能够参加项目部及公司工作会议，

认真完成会议决议。 

6 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员 

Bim 工程师 从事利用计算机软

件进行工程实践过

程中的模拟建造，以

改进其全过程中工

程工序等工作。 

①具备负责项目中建筑、结构、暖

通、给排水、电气专业等 BIM 模型

的搭建、复核、维护管理工作的能

力；②能够协同其它专业建模，并

做碰撞检查；③能够通过室内外渲

染、虚拟漫游、建筑动画、虚拟施

工周期等，进行建筑信息模型可视

化设计；④能够进行施工管理及后

期运维。 

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建筑

行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

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

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等行业的建筑工程技术

人员职业群，能够从事从事建筑工程施工与管理、模拟建造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六、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一）素质 

1.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 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

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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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吃苦精神、创新

思维。 

4. 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

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 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

养成良好的健身和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6. 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 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二）知识 

1.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相关知识。 

3. 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数学、力学、建筑制图与识图、计算机应用等基本知识。 

4. 掌握建筑材料与检测、房屋构造、建筑结构的基本理论与知识。 

5. 掌握建筑工程测量、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相关知识 。 

6. 掌握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建筑工程级计量计价的相关知识。 

7. 掌握建筑信息模型的建立和应用以及相应软件操作的相关知识。 

8. 了解土建专业主要工种的工艺和操作知识。 

9. 了解建筑设备及智能建筑等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 

10. 了解建筑行业发展的动态，熟悉本专业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

等方面的知识。 

（三）能力 

1. 具备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3. 具备本专业需要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4. 具备识读施工图纸的能力，能够理解施工图纸设计意图，按图组织施工，也能

绘制竣工图纸和施工洽商图纸，也能识读设备专业的主要施工图； 

5. 具备建筑工程材料选购、取样、组织材料进场和材料的试验检测的能力。 

6. 能够使用施工测量仪器进行施工测量及建筑物变形观测。 

7. 具备编制施工技术方案、技术交底和施工组织设计的能力，能科学地组织施工。 

8. 具备编制建筑工程量清单和施工成本控制的能力，能够进行施工预、决算，能

参与工程投标。 

9. 具备对施工中的构造和结构问题的判断和定性分析的能力，能处理施工中的建

筑构造问题和一般的结构问题。 

10. 具备建筑工程资料录入、收集、整理、归档和施工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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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够应用 BIM 等建筑信息化技术。 

七、课程设置及要求 

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和综合素质课程三部分。 

（一）公共基础课程 

1.公共基础必修课程：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结合学院与专业实际，将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体

育、军事理论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铁道概论、数学、英语等课程列为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2.公共基础选修课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党史国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信息技术、语文、健康教育、

美育课程、职业素养等课程列为公共基础选修课程。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公共基础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如表 3 所示。 

表 3  本专业公共基础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汇总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基础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引导大学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

和中华民族自豪感；领悟人生真谛，

坚定理想信念，使学生全面把握宪法

和法律相关知识；养成法治思维，做

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投身社会主义

道德和法律实践。 

从新时代对青年大学生的新要求切入，

以人生选择-理想信念-精神状态-价值

理念-道德觉悟-法治素养为基本线索，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

育、法律教育。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

生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投身道德实践，做到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 

2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自觉自信和历史责任感，坚决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成果，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集

中讲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

历史背景、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历史

地位和指导意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系统讲授新

思想的历史方位、主要内容和历史地

位，全面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目标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基

本方略。 

3 形势与政

策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政治

理想、道德理想、职业理想和生活理

想，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依据中宣部、教育部下发的“高校形势

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着重进行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

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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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掌握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领域的知识，开拓视野；帮

助学生正确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逐步形成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

力。 

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

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

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 

4 军事理论

课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课

程的学习，让学生具备健康的体魄、

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具有深厚的爱国

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掌握军事基

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

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具有探究学

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遵循，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以提

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为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

备力量服务，课程内容包括中国国防、

国家安全、军事思想、信息化装备、现

代战争等内容。 

5 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

育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勇于奋斗、

乐观向上、自我管理能力，有较强的

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具备健康

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掌握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等，

树立心理健康发展的自主意识，能够

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心理状况、行为

能力等进行客观评价，正确认识自己，

接纳自己，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

社会的生活状态；具有探究学习、终

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运用理论知识讲授和团体训练实践活

动相结合的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

康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

力、环境适应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应

对挫折能力等方面内容。 

6 铁道概论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质量意识、

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

匠精神、吃苦精神、创新思维；使学

生学习和掌握铁路的新技术和新知

识，掌握铁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

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基础；具有

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培养

学生在铁道交通运输类认知的能力，良

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强烈的

责任意识和稳定的心理素质，以及职业

操守，为日后走向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

基础。 

7 体育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勇敢、顽强、拼

搏和团结协作的综合素质，掌握各类

运动项目的基本技术、基本技能、运

动知识，具有自觉参与健康锻炼和终

根据《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开

设不少于 15 门体育项目，课程以 “健

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以身体练习为基

本手段，运用科学的训练方法，使学生

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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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育的能力。 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心肺功能，使学生

终身受益。 

8 英语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国际视野、

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综合素质，掌握日

常交际、职场交际及行业基本用语知

识，具有在生活环境和职场环境下运

用英语语言的能力。 

该课程教学内容分为基础英语及行业

英语两部分，涵盖日常及行业用语交

流、表格和常见简短英语应用文的填写

与套用，常见题材及行业一般性英文材

料的阅读与翻译。 

9 高等数学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严谨、勤奋、

求实、创新的综合素质，掌握必备的

数学文化基础知识，具有抽象概括、

运算求解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该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函数、极限、连续、

导数、微分、不定积分、定积分和微分

方程的概念，函数的极限、导数、积分

的计算及方程的求解，对函数进行连续

性的判断以及求最值、切线、平面图形

的面积以及旋转体的体积等。 

10 工程数学 本课程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严谨、勤奋、

求实、创新的综合素质，掌握必备的

数学文化基础知识，具有运算求解、

数据处理、空间想象、推理论证以及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多元函数微积分

的计算，线性代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运

算，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等。 

11 公共基础

选修课程 

该类课程为公共基础选修课程，通过

该类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一定的

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 项艺

术特长或爱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尚宪法、遵法守

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

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掌

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

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旨

在培养学生具有广泛兴趣和综合素

养，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党史国

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

育、信息技术、语文、健康教育、美育

课程、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公共基础选修

课。 

（二）专业（技能）课程 

本专业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和集中实践课程。 

1.专业基础课程：包括工程力学、建筑材料、土力学、制图基础、建筑 CAD 制

图、BIM 建模。 

2.专业核心课程：包括房屋构造与识图、建筑工程测量、混凝土结构与识图、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计量计价、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3.专业拓展课程：包括创新创业-建筑工程综合识图、砌体结构工程施工、钢结构

工程施工、高层建筑施工、建筑设备安装与识图、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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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中实践课程：开设建筑工程测量实践、混凝土结构识图实践、砌体结构识图

实践、建筑工程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其中顶岗实习严格执行学院

及系管理办法。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技能）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如表 4 所示。 

表 4 本专业专业（技能）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汇总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

求 

1 制图基础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培

养学生标准化意识、质量意识、审美素养及精益

求精、严谨工作的态度；要求学生掌握工程制图

方面的点线面的各种投影和图解方法、几何体的

表示及组合体（画图、读图、标注）等知识；具

备空间想象能力、分析问题能力。 

主要讲授投影的基本知

识；点、直线和平面投

影；直线与平面及两平

面的位置关系；建筑形

体的表达方法。 

2 建筑 CAD

制图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使

学生具备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

匠精神；要求学生掌握 CAD 制图图软件的基本

操作方法；掌握常用操作命令及绘图技巧；能够

正确使用绘图工具；能够较熟练的绘制符合制图

标准有关规定的图纸；能够识读简单的工程图

纸。 

介绍 AutoCAD 软件的

基本功能、操作命令与

使用方法，应用 CAD 软

件绘制建筑施工图。 

3 工程力学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培

养学生的力学素养，科学严谨的思维方法，质量

意识和安全意识；要求学生掌握工程力学的基本

概念与原理；掌握各种构件的受力、变形、内部

应力、工作强度、破坏等力学的基本知识；能够

将工程问题与数学联系起来，能够研究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 

介绍主要讲授静力学基

本知识；物体的受力分

析与受力图；工程中常

见结构的支座反力计

算；轴向拉伸和压缩；

剪切和圆轴扭转；梁的

弯曲计算；组合变形；

压杆稳定；简单静定结

构的内力计算等内容。 

4 
土力学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培

养学生团队协作、吃苦精神和质量意识及勤于思

考严谨求实、勇于创新和实践的工匠精神；要求

学生掌握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性质，了解土的分

类依据，掌握各类土的准确定名；掌握地基中应

力及沉降量的计算；掌握土的强度理论，掌握土

压力的理论和计算；了解地基固结理论；了解地

基处理方法和基础形式；能够进行破坏判别，能

够确定地基土体的承载力，能够进行室内土工试

验及现场测试，并对地基土进行工程评价 

主要讲授地基土的物

理、力学性质指标以及

指标的测定方法；地基

应力计算、地基沉降量

计算、土的强度理论、

地基承载力计算；土压

力计算； 土工试验、现

场测试以及等项目的试

验操作和数据处理、地

基处理。 

5 
建筑材料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具

备崇尚规范、遵法守纪，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具备勇于

奋斗、乐观向上，自我管理能力、有较强的集体

主要讲授材料的组成、

结构、性质以及材料各

性质间的相互关系，材

料组成与结构(内因)、外

界因素(外因)对材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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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

求 

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要求学生掌握各种建筑材料的基本组成、构造、

特性、技术要求，掌握材料的质量检测评定方法，

材料的应用、储存与保管等方面的知识；具有利

用测试仪器设备，对建筑用的原材料、半成品和

构件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能进行检验和测试，鉴

定的能力。 

质的影响； 结合材料的

特性能够合理地选用材

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与调整、现场质量控制

方法，常用建筑材料检

测的取样方法、实验步

骤、实验数据处理及实

验结果分析，建筑材料

在生产、储存、使用和

处理过程中的绿色环保

性。 

6 BIM 建模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使

学生具备主动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逐步形

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掌握 revit 软件的基本操

作知识、利用 revit 软件进行二维建筑模型到三维

转换；具有操作 revit 软件能力，并具备对实际工

程的 bim 建筑模型建模的能力。 

以实际项目目为教学载

体讲授标高轴网的创

建，墙体的创建，门窗

的创建，楼板、屋顶、

天花板的创建，楼梯坡

道的创建，族的创建以

及零星构件的创建，bim

模型形成平、立、剖三

维视图以及 bim 成果输

出方法。 

7 
房屋构造与

识图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使

学生具有崇尚规范、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

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

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具有

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

匠精神、吃苦精神、创新思维，具备勇于奋斗、

乐观向上，自我管理能力、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

团队合作精神； 

要求学生了解《建筑制图统一标准》建筑制图统

一标准中关于图线、比例、构造及配件图例的一

般规定；掌握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的绘制方

法。掌握基础、墙体、楼地层、门窗、屋顶等建

筑构件的构造，掌握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

图、详图的读图方法；能够识读建筑施工图纸的

相关内容。 

主要讲授《建筑制图统

一标准》建筑制图统一

标准中关于图线、比例、

构造及配件图例的一般

规定；建筑平面图、立

面图、剖面图、详图的

读图方法；基础、墙体、

楼地层、门窗、屋顶等

建筑构件的构造并指导

识读建筑施工图纸的相

关内容。 

8 建筑工程测

量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要

求学生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

息素养、工匠精神、吃苦精神、创新思维，具备

勇于奋斗、乐观向上，自我管理能力、有较强的

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掌握高程测量、角度

测量、距离测量、导线测量及工程测量仪器操作

主要讲授测量的基础知

识，水准仪、经纬仪的

基本构造及操作方法，

高程、水平角度、距离

测量和测设方法，建筑

工程施工测量内容，以

及工程施工测量实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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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

求 

的知识；具备正确使用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

等测绘仪器的能力，具备平面测量、高程测量的

基本能力，具备外业观测、内业数据处理的能力，

具有文字、表格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具有良好的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初步具有探究

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骤及方法，地形图测绘

的方法。 

 

9 混凝土结构

与识图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要

求学生具有崇尚测量规范、遵法守纪、崇德向善、

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

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

工匠精神、吃苦精神、创新思维，具备勇于奋斗、

乐观向上，自我管理能力、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

团队合作精神； 

掌握多层框架结构的施工图识读的基本知识、钢

筋混凝土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构造、框架结构涉及

的构件的设计及构造，具备多层框架结构的图纸

识读能力、简单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设计能力，并

具备处理实际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主要讲授混凝土结构的

材料的力学性能，结构

的设计方法，混凝土构

件的承载力计算和变形

验算，梁、板、柱、基

础的平法制图规则和构

造要求，运用 cad 软件

绘制构件构造结构详

图。 

10 
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得学生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规

范、标准进行工作，遵循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

培养学生科学、认真的工作态度，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通过分组实做，培养学生的团队

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要求学生掌握与钢筋混凝

土结构设计与构造原理，识图基本知识，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决策方法

以及有关的标准、规范、图集。熟练识读框架结

构的建筑结构施工图纸，正确运用相关的规范、

标准、图集；能够进行施工信息的收集，编制工

程施工方案，编写施工技术交底，进行施工质量

检查与验收，收集相关质量记录，进行施工组织

等处理实际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主要讲授混凝土基础施

工；模板工程施工的组

合钢模板施工，胶合板

模板施工，模板结构设

计；钢筋工程施工的钢

筋品种与检验，钢筋配

料与代换，钢筋加工与

检验，钢筋焊接、机械

连接与检验，常见构件

钢筋绑扎与检验；混凝

土工程施工的混凝土原

材料与检验，混凝土现

场搅拌，混凝土浇筑与

检验，混凝土冬期施工；

结构实体检验的混凝土

结构实体检验与回弹

法；防水工程施工与装

饰工程施工等。 

11 
建筑工程计

量计价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培

养学生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工程造价职业道

德；掌握建筑工程预算定额的应用，清单规范的

应用，建筑工程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的计

主要讲授建筑工程预算

定额的应用、建筑面积

计算规则、定额计价模

式下施工图预算的编

制；招标工程量清单的

file:///E:/10上教学/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图.ppt
file:///E:/10上教学/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图.ppt
file:///E:/10上教学/新施工课件/建筑施工第三章（3）模板1.ppt
file:///E:/10上教学/新施工课件/建筑施工第三章（1）.ppt
file:///E:/10上教学/新施工课件/建筑施工第三章（5）1砼.ppt
file:///E:/10上教学/新施工课件/建筑施工第三章（5）1砼.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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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

求 

算，定额计价与清单计价模式下的施工图预算文

件的编制；具有运用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清

单工程量，编制工程量清单，利用现行综合计价

定额及企业定额计算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进行

工程量清单报价的能力。      

编制；工程量清单计价

的编制；清单计价模式

下合同价款管理。 

12 
建筑施工组

织与管理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学习培

养学生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

养，勇于奋斗、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勇于奉献

的爱国情怀；学生通过熟悉工程建设程序，熟悉

施工项目及生产特点，了解工程施工的各项准备

工作，掌握施工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施工管理组织

的原理。掌握工程流水施工和网络计划技术的基

本概念、编制方法和计算方法，掌握网络计划优

化的基本原理和步骤，并能熟练运用。掌握施工

组织设计的作用、编制内容和设计步骤，以及施

工组织设计的基本原则及评价指标。掌握施工组

织设计中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计划、资源配置计

划和施工平面布置图的设计以及施工质量、成

本、安全、工期等目标的保证措施的编制依据、

方法和步骤，掌握施工项目管理实务中施工技术

管理、质量管理、进度管理、资源管理、现场管

理和信息管理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内容；具备建筑

工程施工的组织能力、施工组织的设计能力和工

程项目的管理能力。 

主要讲授建筑工程施工

组织与管理概论的基本

建设程序与建筑施工程

序，项目管理概论；施

工准备工作；建筑工程

流水施工的流水施工；

网络计划技术的网络计

划技术；施工组织设计

编制，施工方案的选择，

施工平面布置图设计；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

实务的施工项目管理组

织，施工进度、质量、

成本、安全控制，施工

项目技术管理、现场管

理，施工项目风险管理，

施工项目信息管理。 

13 专业选修课

程 

通过专业选修课程学习要求学生培养学生质量

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勇于奋

斗、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勇于奉献的爱国情怀；

掌握建筑工程识图知识，掌握砌体材料及砌体的

力学性能，受压构件承载力验算方法，局部受压

承载力验算方法，轴心受拉、受弯、受剪承载力

验算方法，掌握混合结构房屋的墙体设计方法，

梁的设计方法，掌握钢结构工程施工图识读、施

工工艺和施工方法的基本知识、钢结构基本设计

理论，掌握高层建筑结构图纸的识读、高层建筑

施工工艺，掌握设备施工图识读和 bim 技术应用

知识；具有建筑工程识图的能综合能力，能够识

读砌体结构施工图，进行砌体结构工程施工、基

础工程施工，砌筑工程施工，防水工程施工，具

有识读钢结构施工图能力、钢结构工程施工、验

主要讲授建筑工程综合

识图；材料及砌体的力

学性能，压构件承载力

验算方法，局部受压承

载力验算方法，轴心受

拉、受弯、受剪承载力

验算方法，混合结构房

屋的墙体设计方法，梁

的设计方法，识读结构

施工图纸的相关内容；

钢结构施工图识读，钢

结构设计基本理论，钢

结构构件等验算的方

法，钢构件加工制作工

艺及验收；钢构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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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

求 

收能力、钢结构工程基本构件的基本验算能力，

能对一般钢结构工程施工能整体把握、进行施

工，具有比较并选择高层建筑施工方法的能力，

初步把握各个施工过程中的要点并进行控制的

能力，具有初步根据施工技术规范对每道工序的

成品质量进行检查和控制能力，具有进行常用的

施工计算以确定施工过程中需要的各种数据能

力和编制项目的施工方案能力，具有设备施工图

识读和 bim 技术应用的能力。 

施工工艺及质量检查和

控制；高层建筑节能、

防火知识，高层建筑结

构体系，平法图集筏板

基础和剪力墙相关知

识，高层建筑各分部工

程施工工艺和工程质量

验收规范和标准；建筑

设 备 安 装 及 设 备 识

图;bim 技术应用。 

  

14 集中实践课

程 

通过开设实践性教学环节，使得学生通过参加相

关岗位的实际工作，培养学生适应岗位的就业心

理素质和综合能力素质，培养爱岗敬业，不畏困

难的敬业、创新精神，敬业、专注、创新的工匠

精神，勇于奉献的爱国情怀。为毕业后从事相关

的技术工作打下良好的思想和能力基础；引导学

生投入全部精力，认真做好毕业实习，为就业提

供机会；掌握和本专业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具

有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再从实践中归纳

总结而达到升华的能力。 

本课程主要实训项目：

建筑工程测量实践，混

凝土结构识图实践，砌

体结构识图实践，建筑

工程综合实训和顶岗实

习等，在校外兼职协助

教师引导下传承企业文

化培养学生敬岗爱业的

工匠精神。 

（三）综合素质课程 

综合素质课程总学分构成见表 5。主要由必修课程及选项课程组成。其中，素质

拓展选修课为全院任选课，以教务处具体安排为准。 

表 5 综合素质课程构成 

课程 取 得 学 分 数 认定部门 

必修 

课程 

1 入学教育、军训 2 学分 学生处（团委） 

各系（院） 

2 安全教育与实践 1 学分 学生处（团委） 

各系（院） 

3 铁路工匠精神养涵 1.5 学分 组织宣传部 

4 劳动教育 1.5 学分 学生处（团委） 

各系（院） 

5 计算机文化基础 1 学分 教务处 

选修 

课程 

（项目） 

1 素质拓展选修课 不得少于 3 学分 教务处 

2 技能大赛 

创新创业 

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义务劳动 

社团活动 

不得少于 10 学分 教务处、学生处（团委）、

招生就业处、科技与产教

融合中心、各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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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综合素质课程总学分由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项目）学分构成，入学教育

计 1 学分，军训计 1 学分，选修课程（项目）的学分认定见学院《学生综合技能学分

认定办法（试行）》。 

本专业综合素质必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见表 6。 

表 6  本专业综合素质必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1 
入学教育、

军训 

本课程为综合素质必修课程，是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关键性基础工

作。通过该课程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

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使学生

掌握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学生的

组织纪律观念，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让学

生了解掌握基本军事技能；旨在帮助新生尽

快适应大学环境，开启大学阶段新生活，培

养学生集体荣誉感，增强学生对学院的认同

感、归属感，认识专业特点及发展方向。 

以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

面发展为目标，以提升学生

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

点，通过一系列入学主题教

育和军事技能训练，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学生军事技能实际训练

时间不少于 14 天，112 学时。 

2 
安全教育与

实践 

本课程为综合素质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的

学习，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感，使学生

形成强烈的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

和技能，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养成在

日常生活和突发安全事故中正确应对的习

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

全事故对大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大学生健

康成长。 

本课程从国家安全、突发公

共事件、心理健康、消防、

交通、运动、实习实训规范

操作等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的

安全问题着手，详细阐述了

如何应对此类安全事件及急

救常识，以增强大学生安全

防范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

知识和安全防范技能，消除

各种安全隐患，确保大学生

身心安全。 

3 
铁路工匠精

神养涵 

本课程为综合素质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具备质量意识、环保意识、

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吃苦精

神、创新思维；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史，深刻理解铁路

文化，涵养铁路人“忠诚坚守奉献”的家国

情怀，勇担“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历史

使命，弘扬“专注、专心、专业”的铁路工

匠精神，养涵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和艰苦

奋斗、吃苦耐劳的职业品格，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开展铁路文化通识教育以

及“三魂”文化特色教育，以 

“艰苦奋斗，志在四方”、“安

全优质，兴路强国”、“诚信

创新永恒，精品人品同在”

等校本文化、行业企业文化

以及铁路工匠、技术能手、

优秀校友先进事迹为载体，

开展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教育，夯实学生职业归属

感，干一行、爱一行、精一

行，养涵爱岗敬业的职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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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培育精益求精的职业品

质和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 

4 
劳动教育 本课程为综合素质必修课程，通过劳动教育，

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

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

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

献的劳动精神；具有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

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将劳动教育纳入学院人才培

养方案，形成具有综合性、

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以实习

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

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

少于 16 学时。每学年设立劳

动周，以集体劳动为主。 

5 
计算机文化

基础 

本课程为综合素质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使学生具备质量意

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吃苦精神、创

新思维等素质；初步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

识；了解计算机及网络信息处理过程；理解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知识，熟练掌握 Internet

的基本应用；具有熟练运用 Windows 操作

系统和 Office 等应用软件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的能力。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满足

社会对各类专业人才信息技术应用技能的基

本要求。 

本课程主要讲述计算机基础

知识，Windows 7 操作系统，

字符处理软件 word 2010，

电子表格软件 excel 2010，

演示文稿软件 powerpoint 

2010，计算机网络基础，多

媒体技术、计算机信息与安

全和数据库基础等。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课程体系学时学分分配 

表 7 课程体系构成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学期(学时) 

课程类别 
1  2 3 4 5 6 

学时

小计 

学分

小计 

公共基

础课程 

公共基础必修课 268 252 44 44   608 32 

公共基础选修课 40 40 2.5 

专业（技

能）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40 160 120    320 20 

专业核心课程 72 56 88 176   392 24.5 

专业拓展课程   72 128 136  336 21 

集中实践课程  30 30 30 180 480 750 25 

综合素

质课程 

必修课程 16 -- -- -- -- -- 16 7 

选修课程（项目） 48 48 13 

合计 396 498 354 378 316 480 251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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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学时为 2510 学时。其中，公共基础课程总学时为 648 学时，占总学时

25.82%；选修课总学时为 336 学时，占总学时 13.39%；实践教学学时（含课内实训）

占总学时的比例为 52.35％，顶岗实习时间为 6 个月，专业核心课程数为 6 门。 

（二）成果认定及学分置换 

针对学生获取的 1+X 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证书及学分银行课

程，实行成果认定及学分置换，具体成果认定置换见下表 8。 

表 8  本专业成果认定及学分置换表 

序号 成果（级别） 置换学分 免修课程（内容） 

1 施工员 3.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2 材料员 3.5 建筑材料 

3 资料员或质量员或安全员 3 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4 

“1+X”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中级） 

或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3.5 高层建筑施工 

5 
“1+X”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中级） 
3 BIM 技术应用 

6 
“1+X”建筑工程识图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初级） 
4.5 

创新创业-建筑工程综

合识图 

7 
“1+X”建筑工程识图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中级） 
7.5 

创新创业-建筑工程综

合识图 

（三）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表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表 9。 

表 9  本专业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表 

一、公共基础课程（必修 32 学分，选修 2.5 学分） 

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别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

期 

起止

周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1 Z20900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A 类 
考

查 

1 04-15 3.0  48  

2 Z2090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A 类 2 01-16 4.0  64  

3 Z2090006 英语 I A 类 考

试 

1 04-17 3.5  56  

4 Z2090007 英语 II A 类 2 01-16 4.0  64  

5 Z2090013 形势与政策 I B 类 
考

查 

1 04-16 0.0  4 12 

6 Z2090014 形势与政策 II B 类 2 01-16 0.0  4 12 

7 Z2090015 形势与政策 III B 类 3 01-16 0.0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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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2090017 形势与政策 B 类 4 01-16 1.0  4 12 

9 Z1080001 军事理论课 A 类 1 04-12 2.0  36  

10 Z108000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B 类 1 04-14 2.0  4 28 

11 Z2010024 铁道概论 A 类 2 04-16 1.0  16  

12 Z2100001 体育 I C 类 1 04-15 1.0   24 

13 Z2100002 体育 II C 类 2 01-14 1.0   28 

14 Z2100003 体育 III C 类 3 01-14 1.0   28 

15 Z2100004 体育 IV C 类 4 01-14 1.0   28 

16 Z2090025 高等数学 A 类 考

试 

1 04-17 3.5  56  

17 Z2090002 工程数学 A 类 2 01-16 4.0  64  

公共基础

选修课程 
1 

选修课程

不少于 2.5

学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党史

国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

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信息

技术、语文、健康教育、美育

课程、职业素养等 

A 类 
考

查 

任选 3

门 
04-16 2.5  40  

二、专业（技能）课程（必修 69.5 学分，选修 21 学分） 

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别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

期 

起止

周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专业基础

课程 

18 Z2010067 工程力学 A 类 

考

试 

2 01-12 4.5  72  

19 Z2020108 建筑材料 B 类 3 01-14 3.5  42 14 

20 Z2020252 土力学 B 类 3 01-16 4.0  46 18 

21 Z2020285 制图基础 B 类 1 04-13 2.5  30 10 

22 Z2020287 建筑 CAD 制图 B 类 2 01-08 2.0  16 16 

23 Z2020288 BIM 建模 B 类 2 09-15 3.5  28 28 

专业核心

课程 

24 Z2020289 房屋构造与识图 B 类 

考

试 

1 09-17 4.5  36 36 

25 Z2020208 建筑工程测量 B 类 2 01-14 3.5  28 28 

26 Z2020290 混凝土结构与识图 B 类 3 01-11 5.5  56 32 

27 Z202029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B 类 4 01-08 3.5  28 28 

28 Z2020292 建筑工程计量计价 B 类 4 01-12 4.5  48 24 

29 Z2020074 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B 类 4 09-16 3.0  40 8 

专业拓展

课程 

30 Z2020242 创新创业-建筑工程综合识图 B 类 

考

试 

3 12-15 1.5  12 12 

31 Z202029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B 类 4 01-16 4.0  32 32 

32 Z2020151 钢结构工程施工 B 类 4 01-16 4.0  48 16 

33 Z2020150 高层建筑施工 B 类 5 01-10 3.5  4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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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Z2020294 建筑工程计量计价软件应用 B 类 5 01-08 3.0  24 24 

35 Z2020295 建筑设备安装与识图 B 类 5 01-08 2.0  16 16 

36 Z2020371 BIM 技术应用 B 类 3 01-12 3.0  24 24 

集中实践

课程 

37 Z2020209 建筑工程测量实践 C 类 

考

查 

2 17-17 1.0   30 

38 Z2020296 混凝土结构与识图实践 C 类 3 17-17 1.0   30 

39 Z2020297 砌体结构识图实践 C 类 4 17-17 1.0   30 

40 Z2020286 建筑工程综合实训 C 类 5 11-16 6.0   180 

41 Z2020092 顶岗实习 C 类 6 01-16 16.0   480 

三、综合素质课程（必修 7 学分，选修 13 学分） 

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别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

期 

起止

周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必修课程 

1 Z1080012 入学教育、军训 C 类 

考

查 

1 2-3 2.0   -- 

2 Z1080013 安全教育与实践 C 类 1—6 1-18 1.0   -- 

3 Z1030002 铁路工匠精神养涵 C 类 1—6 1-18 1.5    

4 Z1080014 劳动教育 C 类 1—6 1-18 1.5   -- 

5 Z2040183 计算机文化基础 A 类 1 4-16 1.0  16  

选修课程

（项目） 

1 

任选3门课

程，不少于

3.0 学分 

素质拓展选修课 A 类 
考

查 
1—6 1-16 3.0  48  

2 
不得少于

10 学分 

技能大赛 

创新创业 

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义务劳动 

社团活动 

C 类 
考

查 
1—6 1-18 10.0   -- 

合计 145.0  1196 1314 

说明： 

（1）课程类别 A类为理论课，B类为理实一体课程，C类为实践课程。 

（2）学分计算原则：A类和 B类课 16学时计 1学分；C类课中，单列实训课、体育课 32学时计 1

学分，实训周、毕业设计、顶岗实习等课程 30学时/周，1周计 1学分。 

（3）课程体系总学分为 145学分。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本专业学生数与专任教师比例为 20: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为 100%，专

任教师中职称比例为高级职称 83.3%。50 岁以上教师占 16.7%，35-50 教师占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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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下教师占 16.7%，梯队结构合理。外聘兼职教师 18 人，其中长期授课 12 人，建

立了实践技能课主要由具有高技能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建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双

师素质高、教学能力突出的专兼结合的高水平的教学团队。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土木工程技术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

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

和科学研究；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建筑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

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

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 

4.兼职教师 

主要从建筑工程施工及相关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

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

职称，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本专业师资条件配置见表 10。 

表 10 本专业师资条件配置表 

课程名称 
专任教师配置 兼职教师配置 

数量 基本要求 数量 基本要求 

房屋构造与识

图 

1 本专业硕士以上学历，拥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有房屋

构造和识图相关专业实践

能力和教学组织能力。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

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

企业实践经历。 

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

上职称，3 年以上的企业从

事建筑工程施工相关技术

工作经厉，具有良好的思想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

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一线生产工作经

验的企业专家。 

建筑工程测量 1 本专业硕士以上学历，拥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有砌体

结构施工相关专业实践能

力和教学组织能力。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

业实践经历。 

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

上职称，3 年以上的企业从

事砌体结构施工相关技术

工作经厉，具有良好的思想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

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一线生产工作经

验的企业专家。 

混凝土结构与 1 本专业硕士以上学历，拥有 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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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图 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有混凝

土结构设计相关专业实践

能力和教学组织能力。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

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

企业实践经历。 

上职称，3 年以上的企业从

事混凝土结构设计相关技

术工作经厉，具有良好的思

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

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丰富的一线生产工作

经验的企业专家。 

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 

1 本专业硕士以上学历，拥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有混凝

土结构施工相关专业实践

能力和教学组织能力。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

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

企业实践经历。 

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

上职称，3 年以上的企业从

事混凝土结构施工相关技

术工作经厉，具有良好的思

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

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丰富的一线生产工作

经验的企业专家。 

建筑工程计量

计价 

1 本专业硕士以上学历，拥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有钢结

构施工相关专业实践能力

和教学组织能力。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具有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企业

实践经历。 

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

上职称，3 年以上的企业从

事钢结构施工相关技术工

作经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

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丰富的一线生产工作经验

的企业专家。 

建筑施工组织

与管理 

1 本专业硕士以上学历，拥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有高层

建筑施工相关专业实践能

力和教学组织能力。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

业实践经历。 

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

上职称，3 年以上的企业从

事高层建筑施工相关技术

工作经厉，具有良好的思想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

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一线生产工作经

验的企业专家。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条件 

普通专业教室应配备黑（白）板、多媒体教学用计算机及投影设备、互联网接入

和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

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条件 

针对专业课程实验实训的要求，整合建成了建筑工程施工综合实训室、建筑工程

BIM 实训室、建筑模型实训室、混凝土实训室、力学实训室，见表 11。 

表 11 本专业校内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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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对应课程 实训项目 

1 混凝土实训室 建筑材料 混凝土拌合物制备、和易性测定、表观密

度、含气量、凝结时间、压力泌水率等。 

2 力学实训室 建筑材料 

混凝土结构与识图 

水泥的抗折、抗压强度；混凝土的抗压、

抗折强度；钢筋的拉伸试验等。 

3 土工实训室 土力学 土工材料力学性能试验 

4 建筑模型与识图

实训室 

房屋构造与识图 

建筑结构与识图 

建筑物的认识、建筑各部位的构造模型展

示，建筑模型制作、建筑节点构造模型制

作，建筑工程施工图纸识图。 

5 测量基本技能实

训中心 

建筑工程测量 水准仪认识使用；普通水准测量；三四等

水准测量；经纬仪、全站仪认识；水平角

测量；竖直角测量；距离测量、普通导线

测量；精密导线测量；建筑物定位放线；

变形测量。 

6 CAD 与 BIM 实训

室 

建筑 CAD 制图 

BIM 建模 

BIM 技术应用 

施工组织与管理 

混凝土结构与识图 

CAD 软件的基本功能、操作命令与使用方

法、建筑施工图绘制、结构施工图绘制、

revit 软件的基本功能、操作命令与使用方

法、建筑模型建立、BIM 技术应用等。 

7 工程造价实训室 建筑建筑工程计量计

价软件应用 

 

建筑工程计量计价软件操作、平法识图、

创新创业-建筑工程综合识图。 

8 工程仿真实训室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钢结构工程施工 

高层建筑施工 

施工工艺仿真 

9 建筑工程施工综

合实训室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钢结构工程施工 

高层建筑施工 

砌筑砌块、钢筋下料弯曲加工和绑扎、各

类模板的构造及安装、室内外装修、门窗

安装、钢结构构件制作安装。 

3.校外实训基地条件 

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提供开展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相关实训活动，实训设施

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本专业现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 12 个，见表 12。 

表 12  本专业校外实训基地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对应课程 实训项目 

1 河北大地工程检

测有限公司 

土力学 

建筑材料 

土工材料常规试验项目、路基常规检验项

目；混凝土拌合物制备、和易性测定、配

合比设计。 

2 石家庄冀铁混凝

土制品中心 

建筑材料 混凝土拌合物制备、和易性测定、表观密

度、含气量、凝结时间、压力泌水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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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 

混凝土结构与识图 各类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承载力设计计算 

4 河北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各类型模板施工、钢筋品种与检验、钢筋

加工与检验、钢筋焊接、机械连接与检验、

常见构件钢筋绑扎与检验、混凝土现场搅

拌、混凝土浇筑与检验。 

5 河北冀通路桥建

设有限公司 

土力学 

建筑材料 

土工材料常规试验项目、路基常规检验项

目；混凝土拌合物制备、和易性测定、配

合比设计。 

6 中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华北分公

司 

钢结构工程施工 钢结构工程施工的工艺、钢结构工程施工

技术交底、钢结构质量检验。 

 

7 中铁十八局集团

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各类型模板施工、钢筋品种与检验、钢筋

加工与检验、钢筋焊接、机械连接与检验、

常见构件钢筋绑扎与检验、混凝土现场搅

拌、混凝土浇筑与检验。 

8 中铁十一局集团

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 

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施工准备工作、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建筑

工程施工项目管理 

9 中铁十七局集团

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各类型模板施工、钢筋品种与检验、钢筋

加工与检验、钢筋焊接、机械连接与检验、

常见构件钢筋绑扎与检验、混凝土现场搅

拌、混凝土浇筑与检验。 

10 大元建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的工艺、砌体结构工程

施工技术交底、砌体结构质量检验。 

 

11 河北众诚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施工准备工作、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建筑

工程施工项目管理 

12 石家庄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测量 建筑工程测量、建筑物定位、放线、高程

测设 

4.学生实习基地条件 

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能提供建筑工程施工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建筑工程

技术的主流技术，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习；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

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

险保障。 

本专业现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20 个，见表 13。 

表 13  本专业校外实习基地 

序号 实习基地名称 

1 河北大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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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家庄冀铁混凝土制品中心 

3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河北冀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5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6 中铁十八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8 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9 中铁十四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10 北京中铁大都工程有限公司 

11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12 中铁十四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13 中交一公局海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4 中铁京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5 河北科豪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6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7 河北永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8 河北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 

19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20 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支持信息化教学条件 

具有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解答等的信息化条件。鼓励教

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引导学生

利用信息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本专业信息化教学条件见表 14。 

表 14  本专业信息化教学条件一览表 

序号 信息化教学资源名称 简介 

1 高速铁道技术专业教学资

源库 

资源包括专业相关的教案、课件、习题、教学视频、微课

及相关标准规范。 

2 智慧职教云课堂教学平台 包括本专业相关课程（如建筑结构与识图，建筑工程测量、

房屋构造与识图、建筑工程计量计价等）的教案、课件、

习题库、教学视频，可进行线上互动、答疑、考试等活动。 

https://www.so.com/link?m=aJBk7TIZ4g4xh9Ox41RNM1rFYNTqBLc27Kwy7gKmPD8La9WqTg0vfjDUd/zey0R5UZA2tEp9oq6xIqj6ocURmKHwLU1y5Lmzq283woGEQvShlPkMb69oGilk0Vh9nbPKsXR7Oegokq1BemW3nikx356XqBfiz7DBNiCsv/y0zd6tngZ147Ow6kbZBTVbK9SG6jGEf8w5QnwtVdjVkMQRFMl7dt3YentMDOy7V3dPAVjV9ngKd2PolYwd6stF4GFEg17Jdyg==
https://www.so.com/link?m=aJ6juI33NQIwt0a/y6YSb/Y1sllAxlBIpiEV39s/7Fi8vg9ll4gRcHACpsOMzUyWaIFaTzy9maFhZ0gYlNn1nP8+mp5A553PpBZ+MXis6ScjiQa3da2DBR3qHvsup1Gl5fDQB2sS4CNZ2AjpXtmM/lbcTgnE1Lzngtat99sIpGY827/+NMXhXHpFWfX8FeSpPKnJEoFGjTAxDXo5dOLJdWoejMGbtoaeTmrihGLNVmvRMa39UoYI4vU4DpdNkUUEDOCtmkCSnEwYLn6Th
https://www.so.com/link?m=afqNGr45+LhM5pxxe0IPpG5BqebwUgNh2n+6xn7jNrG50SsZe1LCKnynvditL+MZuqYF+QM8yINxWZ1OKZyHplYNGnyBb/CjsuJgGue4T04BDviqqu3V9IID1GEBprs8hL4PKoxxyKiH/vZr2Qn5RsBi6KHqTCHTTNk0riAqnbKgefCecJDqS4G29zpDh1U8o2YBCcpUwKWegH/Xu+yGceQrObJI=
https://www.so.com/link?m=aMyWt2cZUi2GWZOaH2oyYN6M9SDKYFqMxuds1IySJNHnfAT6ez+CZ9nRGWk2IQJOkTXA+RvLlh/HyJz/qPLqKO3LSeAAu5Zk0gPVjgWJlAVCoGjghIIxoKW9+7RNfoJY7EOFENAm5VNW2IUj2/Fqb5qiG5B0DJDnq4aHEJlvsY+0wied5lEKIhau+AdjWDFM+cNPx9FJsU/orpnR4ZJw6WGtdZA7gofJD0uSf0Upv19tCeEkzBB6UdKc6N6x0qPY5UXW3owUiB9A=
https://www.so.com/link?m=aluBRs4q5dpyXEXMq2P4MXJvVrq+jl1ms/kR4RnUZ1TFZDF9Xc0LJFz0Wf6Tmn5ihScf/KPg04lU80jjRILDfUpgEejRP+am3Jwp4JSSsZ8DUkASTTsvtJlJARY+U3Zcbsqa5d6sribGxffNdx7CP58hpJVCu9ZbHWPFbqOIh2GPE85hPw9XlTjKGAQ7MrSkxV/Pxp2vYd7XcnzcZ9QluvhFJtWXhSeYVoGm28I1FDjlTYYIN8TKVwLKl1lcvo6XdFGu0ulzTRZ/LrGfDWqUo+DOVsCIMvaSiZJVKqA==
https://www.so.com/link?m=adPcoRZzf6//HzYGiSujWZX/j5eqvUEwzcc/DVNFWW7FLQeHoTNvnpQ4bCuRqW4Wn9dOyTmcetWzTXLCKDuuGsQq8237fM1Puco68VSl9zFlK+3/+td5S/dJIcP2/iaTLndhnqdap4nqlZyRkPmqz4OqezbNtxSZYs+5dPMJymPn/u4aXulygCxVYAJRu4HCjQoHZ/vZbqKLzvjP2zwui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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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星泛雅学习平台 包括本专业相关课程（如建筑工程测量、钢结构工程施工、

砌体结构施工、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建筑施工组织与管

理等）的教案、课件、习题库、教学视频，可进行线上互

动、答疑、考试等活动。 

4 《工程材料》MOOC 包括 PPT、视频、音频、作业、测验、总结小测内容，学

生可按学习进度完成每章节的学习内容。 

5 超星学习通 可进行线上教学、答疑、考试。 

6 腾讯课堂 可进行线上教学、答疑。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要求 

在学院指导下，选择符合专业教学要求的优质教材，开发专业课教学用活页教材，

教材应涵盖专业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规范。 

2．图书文献配备要求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建筑工程技术行业政策法规；本专业涉及的国家及行

业标准；相关的工程技术手册；建筑材料工程技术专业相关图书；《建筑工人》、《建

筑技术》、《建筑学报》、《施工技术》、《岩土工程学报》、《工业建筑》等专业

学术期刊及知网电子期刊。 

3．数字资源配置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虚拟仿真软件、教学资源库等

数字资源，形式多样、动态更新，以满足教学要求。本专业数字资源配置见表 15。 

表 15  本专业数字教学资源一览表 

序号 数字化教学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1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视频 包含材料选择、砂浆制作、砌体墙砌筑工艺、表面抹灰工

艺、相应的质量检验的视频 

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视

频 

包含各类型模板施工、钢筋品种与检验、钢筋加工与检验、

钢筋焊接、机械连接与检验、钢筋绑扎与检验、混凝土现

场搅拌、混凝土浇筑与检验的视频 

3 钢结构结构工程施工视

频 

包含钢结构构件制作，运输、吊装、焊接、螺栓连接、防

火防腐层的施工工艺、相应的质量检验的视频 

4 高层建筑施工视频 包含剪力墙高层住宅的主体结构施工工艺全过程的视频 

5 土力学与路基检测视频 包含土工材料常规检验项目、路基试验项目的视频 

6 建筑设计、施工规范、图

集电子文档 

包括最新的《现行建筑设计规范大全》、《现行建筑结构

规范大全》、《现行建筑施工规范大全》、《建设工程工

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建筑施工手册》、《高层建筑施

工手册》、《建筑标准设计图集》、16G101 系列平法施

工图图集 

7 专业（技能）课程教学课 包括本专业（技能）课程教学用课件、教案、习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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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8 万霆施工虚拟仿真软件 可模拟现场施工 

9 中望识图软件 具备管理员、老师和学生三种权限，可根据不同权限的账

号登录软件，实现不同角色的管理、实训、教学和无纸化

考试的目的，内容包含单项识图自学、单项识图实训、单

项考试评价、 综合图纸自学、 综合考试评价、题目收藏

综合性识图软件 

（四）教学方法 

通过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造适应社会人才需求的专业品牌，实现专业同企

业岗位之间的对接。在教学过程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教”

与“学”的互动、职业情景的设计等，倡导因材施教、因需施教，鼓励创新教学方法和

策略，采用案例引导、任务驱动、情境演示等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坚持学中做、

做中学。积极推进职教云在线课程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实施课前自主学习、课中探

讨学习和课后巩固学习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课程思政的融入，注重

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劳动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勇于奉献的爱国情怀。 

（五）学习评价 

对学生的学业考核评价内容兼顾知识、技能、情感等方面，评价体现评价标准、

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评价主体包括教师评价、学生评价、企业

评价等；评价、评定方式包括观察、口试、笔试、试验操作、大作业、项目报告、小

论文等；评价过程包括过程评价和期末评价，本专业注重过程评价，以过程评价为主，

过程评价以学习态度、操作能力、方法运用、合作精神为考核要素，以学习阶段、学

习项目或典型工作任务为单元组织考核。 

（六）质量管理 

1.依据学院《关于 2020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修）订及动态微调的规范流程，确保市场调研、任务分析、体系构建等

方面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 

2.依据学院相关教学管理制度，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开展督导评价、

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等听课、评教、评学工作，明确校内评价指标包括：教学任务完

成情况、教学（含考核）效果、教学改革与研究、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3.依据学院建立的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

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明确校外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毕业生社会声誉和就业质量、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评价、

学生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和自身发展评估等。 

4.专业教研室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5.专业诊改层面，依托学院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构建专业质量 8 字螺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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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专业建设规划、专业建设标准、专业教学标准等，制定专业建设计划、专业教

学计划等，并在实施过程中，通过智能化信息平台监测、预警专业建设的各项指标，

实时纠正改进；同时专业还要开展阶段性自我诊断，针对发现的问题，创新改革，不

断改进完善，形成常态化的专业诊改机制，持续提高专业的建设质量。 

十、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达到以下要求方可毕业： 

（1）学生综合测评合格； 

（2）学生按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修读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及专业（技能）

课程总学分达到 125 学分； 

（3）学生综合素质课程总学分数不低于 20 学分，且分项学分达到规定要求。 

十一、附录 

（一）教学进程表 

本专业教学进程见表 16。 

表 16  本专业教学进程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系考 院考

系考 院考

系考 院考

系考 院考理论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2020级酒店管理专业（国际邮轮乘务方向）教学进程表

理论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集中实践

2

2

二

2

1

三

1
理论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学年
学

期

教学周

一

1

入学教育

、军训
理论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顶岗实习、答辩、提交成绩

集中实践 理论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毕业设计/综合实训、答辩、提交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