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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技能高考 

建筑技术类技能考试大纲 

（湖北省技能高考建筑技术专业委员会制定） 

    一、考试性质 

2018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技能高考建筑技术类技能

考试（含专业知识、技能操作考试），是由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职业

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相关专业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建筑技术类技能考

试的专业知识、技能操作考试，应当具有一定的信度、效度和必要的区分度。 

    二、考试依据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

准》（JGJ/T 250-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 年 7 月 13 日发

布，2012 年 1 月 1 日实施。 

1. 职业名称：施工员 

（1）职业定义：在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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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员。 

（2）职业等级：初级。 

（3）职业能力特征：具有参与施工组织策划、施工技术管理、施工进度成本控制

和质量控制环境管理的能力，具有施工信息资料管理的能力。 

2. 职业名称：资料员 

（1）职业定义：在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

保管、归档、移交等工作的专业人员。 

（2）职业等级：初级。 

（3）职业能力特征：具有资料计划准备、材料质量控制、工序质量控制和资料管

理的能力，具有参与质量问题处置的能力。 

（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教

职成厅函﹝2014﹞11 号），2014 年 4 月 30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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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教学标准，专业代码：040100； 

2.中等职业学校工程测量专业教学标准，专业代码：041600。 

（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确定和最新颁布实施的建筑技术类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1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2007 

2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6 

3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1 部分 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1-2008 

4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 部分 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2-2007 

5 《房屋建筑统一制图标准》 GB/T 50001-2010 

6 《建筑制图标准》 GB/T 50104-2010 

7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 GB/T 50105-2010 

8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52-2005 

9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2011 

10 《CAD 工程制图规则》 GB/T 18229-2000 

11 《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2007 

1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2011 

三、考试方法 

建筑技术类技能考试由专业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试两部分组成。 

技能考试总分为 490 分，其中专业知识为 150 分，技能操作为 340 分。 

专业知识考试用计算机辅助考试平台进行，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技能操作考试由建筑识图、建筑测量两部分组成。其中建筑识图是通过识读建筑

工程图纸，在计算机考试平台上完成，考试时间 90 分钟。建筑测量在空旷场地现场

进行，考核水准测量或角度测量，水准测量采用 DS3 自动安平水准仪，角度测量采

用 J2 光学经纬仪（测微尺读数系统），考试时间 15 分钟。 

四、考试内容与评分办法 

以中职毕业生从业能力为立足点，通过专业知识考试、技能操作考试等测量手段，

综合考查学生在识记、理解、运用、综合运用各个层面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的

情况，以实现技能考试内容与中职毕业生从业技能需要的相互融合。 

建筑技术类技能考试内容由建筑材料与检测、建筑制图与识图、建筑构造、建筑

工程测量、建筑 CAD 五个模块构成。 

（一）模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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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块 1----建筑材料与检测 

（1）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理解材料与质量、材料与体积、材料与水有关的物

理性质；理解材料的力学性质；理解材料与热有关的物理性质。 

（2）气硬性胶凝材料：理解石灰与石膏的分类及生产过程；理解石灰的熟化及

硬化过程、建筑石膏的凝结硬化过程；理解石灰与石膏的技术要求和特征，能正确选

用石灰与石膏。 

（3）水泥：理解硅酸盐水泥分类、水泥熟料的矿物组成及特性；理解硅酸盐水

泥的凝结与硬化过程及影响因素；识记通用硅酸盐水泥的定义，理解其技术要求和主

要特性，能正确选用水泥。 

（4）混凝土：理解普通混凝土的原材料组成、各组成成分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理解混凝土的技术性质、混凝土和易性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混凝土试验的内容和方

法；理解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步骤与方法。 

（5）建筑砂浆：理解砂浆的组成材料、砂浆拌合物的和易性、砂浆的强度，能

选择砌筑砂浆的配合比。 

（6）建筑钢材：理解钢材的分类、化学成分对钢材性能的影响；理解钢筋的冷

加工方法和技术要求、理解时效的概念和作用；理解建筑钢材的力学性能，识记常用

建筑钢材的技术标准与适用情况。 

（7）墙体材料：识记砌墙砖、砌块的分类，理解其应用。 

2.模块 2——建筑制图与识图 

（1）点的投影：理解点的投影规律，能确定两点的相对位置关系，并判别重影

点的可见性。 

（2）直线的投影：理解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点、直线上点的投影特性。 

（3）平面的投影：理解平面的表示法及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点。 

（4）组合形体的投影：理解组合体的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能识读组合体

投影图。 

（5）建筑工程识图：识记《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2010）、《建筑结构

制图标准》（GB/T 50105-2010）的相关内容，识读建筑工程图。 

3.模块 3——建筑构造 

（1）基础：理解基础埋深的概念、影响因素、基础的类型与构造。 

（2）墙体：理解墙体的类型和结构布置方案、墙体的装饰构造要求；理解砖墙

的砌筑方法，掌握砖墙的尺度、细部构造措施。 



-4- 

（3）楼地面：识记楼板、地坪的类型及其构造，理解楼板与地坪装修构造要求。 

（4）楼梯：识记楼梯的组成、类型，理解楼梯的尺度。 

（5）屋顶：识记各种屋顶类型，理解平屋面排水坡的形成方法及排水方式、卷

材防水的构造和坡屋面的构造组成。 

（6）门窗：识记门窗类型，理解门窗的尺度和构造。 

4.模块 4——建筑工程测量 

（1）基本概念：识记测量学的基本内容；理解测量工作的组织原则；理解地面

点在测量学上的表达方式、测量的基本工作。 

（2）水准测量：理解水准测量原理，掌握水准仪的使用方法，能进行水准路线

的测量。 

（3）角度测量：理解水平角和竖直角的测量原理，掌握经纬仪的使用方法，能

运用测回法测量角度。 

（4）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理解钢尺量距的一般方法；理解直线定向方式；能

进行坐标方位角和象限角的计算。 

（5）施工测设的基本方法：理解测设的三项基本工作、点平面位置的测设方法、

坡度线的测量方法。 

5.模块 5——建筑 CAD（AutoCAD2014 中文版） 

   （1）熟悉 CAD 的工作界面，掌握文件命名与数据输入的方法。 

   （2）掌握 CAD 绘图环境的设置，包括图层、颜色、线型、单位、文字样式、尺

寸标注样式等。 

（3）能综合运用 CAD 绘图命令绘制建筑图形。 

（4）能综合运用 CAD 编辑命令编辑建筑图形。 

（5）掌握用 CAD 绘制建筑工程图的方法、程序与技巧。 

（二）专业知识考试内容 

  专业知识考试由模块 1（建筑材料与检测）、模块 2（建筑制图与识图）、模块

3（建筑构造）和模块 4（建筑施工测量）四部分内容组成。 

（三）技能操作考试内容 

1、建筑识图技能考试 

综合利用模块 1（建筑材料与检测）、模块 2（建筑制图与识图）、模块 3（建

筑构造）、模块 5（建筑 CAD），识读建筑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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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测量技能考试 

在掌握模块 4（建筑工程测量）知识的基础上，利用水准仪或经纬仪完成相关测

量工作。水准测量考试的主要内容：测定未知点的高程、测设已知高程的点；角度测

量考试主要内容：测定未知角、测设地面点位。水准测量考试和角度测量考试，只考

其中一项，以考试现场宣布为准。 

五、试卷结构、答题要求、评分办法 

专业知识考试 150 分，采用单项选择题 120 分，判断题 30 分。技能操作考试 340

分，其中建筑识图技能考试，单选题 240 分；建筑测量技能考试 100 分，根据测量仪

器使用的规范性、测量方法的正确性和测量数据的准确性评分。 

考试各模块对应小题数和相应分值如下表所示： 
考试类别 内容模块 小题分 小题数 模块分值 考核方式 

专业知识 

建筑材料与检测 3 10 30 单选题 

建筑材料与检测 2 3 6 判断题 

小        计 13 36   

建筑制图与识图 3 10 30 单选题 

建筑制图与识图 2 4 8 判断题 

小        计 14 38   

建筑构造 3 10 30 单选题 

建筑构造 2 4 8 判断题 

小        计 14 38   

建筑工程测量 3 10 30 单选题 

建筑工程测量 2 4 8 判断题 

小        计 14 38   

合    计 55 150   

技能操作 

建筑 

识图技

能 

建筑材料与检测 3 10 30 

单选题 

建筑制图与识图 3 20 60 

建筑 CAD 3 20 60 

建筑构造 3 30 90 

小  计 80 240 

建筑测

量技能 

建筑测量技能 100 1 100 
现场测量 

小        计 1 100 

合    计 81 340   

总    计 136 490   

六、题型示例 

附件 1：专业知识题型示例及评分参考 

附件 2：技能操作题型示例及评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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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业知识题型示例及评分参考 

一、单项选择题（共 4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0 分） 

下列每小题给出的 4 个备选项中只有 1 个最符合题意，请将其选出，未选、错选均不得分。 

1.物体在水平投影面上反映的方向是（   ）。 

  A：上下、左右    B：前后、左右   C：上下、前后   D：上下、里外 

2.建筑石膏与水拌和后，浆体逐渐变稠失去流动性，这一过程称为（    ）。 

A：析出          B：硬化         C：初凝         D：终凝 

…… 

参考答案：1.B；2.C 

 

二、判断题（共 15 题， 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请判断下列题干表述的正误，正确的请在题干后面的括号中填入“√”，错误的请在题干后

面的括号中填入“×”，错填或不填的，不得分。 

1.水准测量中转点的作用是传递高程。（   ） 

…… 

参考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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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技能操作题型示例及评分参考  

一、建筑工程图识读（240 分） 

要求考生最多在 90 分钟时间内，依据考试现场所发建筑工程图纸，在计算机的考试系统界

面上完成单项选择题作答，并按规定提交考试文件。 

考生首先应通过计算机考试系统界面的提示，阅读和了解考试系统操作方法。考试计时以监

考教师宣布开考命令时刻为准。 

下列每小题给出的 4 个备选项中只有 1 个最符合题目要求，请将其选出，未选、错选均不得

分。（共 8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240 分） 

1.一层平面图中的墙体材料为（    ）。 

A：240 厚砖墙              B：240 厚加气混凝土砌块 

C：200 厚砖墙              D：200 厚加气混凝土砌块 

2.平面图中剖切到的墙体用（    ）线型绘制。 

A：细实线         B：粗实线        C：点划线        D：虚线 

3.一层平面图中楼梯间的开间是（    ）mm。 

A：7000           B：3800          C：4200          D：4000 

 

…… 

参考答案：1、A；2、B；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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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测量技能——测定水平角（100 分） 

要求考生最多在 15 分钟时间内，通过地面上给定的测站和给定的方向，利用带测微尺读数

系统的 J2 型光学经纬仪，用测回法测定两给定方向之间的水平角。 

测站点位编号、待测的两个方向点位号应在施测现场向监考教师咨询，且必须将相关数据填

写在本题表格中的相应位置。 

施测前，考生应检查仪器是否完好，并向监考教师报告准备好了。施测中，若发现仪器有问

题，应及时向监考教师申诉，经监考教师确认后，可允许重测。施测完毕，已提交测量成果，且

裁判员给出考生成绩后，不可重测。施测中的数据，监考教师会抽查，若发现杜撰数据、弄虚作

假者，以零分论处。 

考核内容及考核评分说明： 

（1）仪器操作，60 分； 

按照仪器操作的规范与流程，由监考教师按相

应的评分标准给定。 

（2）表格填写与计算，40 分； 

将已知条件，观测得到的数据，计算结果等填

写在表格中的相应位置。由监考教师视其正确性给

予评分。 

请考生将相关测量数据填写在以下表格中 

 

测站点编号 竖盘位置 目标 水平读盘读数 半测回值 一测回值 

 

 
  

 

 
  

 
  

 
  

半测回水平角差值  

测量精度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