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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赛的目的和意义

1. 为强化建设类院校相关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专业知识、加深对专业技能和行业发展趋势

的理解，建立团队协作默契，提高协同工作的组织、协调、配合、实施能力。

2. 为了提升在校学生施工技术应用技能，推动高校深化实训改革，促进建设类高校实践教学

及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的建设。

3. 为了推动创新人才发展新模式，希望通过大赛平台，搭建桥梁与行业更为真实的接触，用

实战经验稳固专业技能，积极创造与行业用人企业对接机会，促进学以致用，为就业打好

基础。

4. 积极响应国家建设信息化发展规划号召，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贯彻落实国家

建设信息化重要决策，为建设信息化贡献执行方案和创新智慧。

二、 大赛的组织形式及日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农业大学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赞助单位：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比赛地点：云南农业大学（本科、中职决赛地点）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决赛地点）

（二）、组织形式

1. 本次大赛面向全国全日制中高等院校在籍学生；

2. 本次大赛组织报名以学校为单位，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不能直接参与比赛；

3. 比赛形式以团队为单位参加比赛，每个团队有且只有 3 名参赛选手组成；

4. 每个学校的每个专业选派 2 个参赛队伍。

（三）、大赛分组

1. 本科组：在云南农业大学赛区参加总决赛。

2. 中职组：在云南农业大学赛区参加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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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组：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赛区参加总决赛。

（四）、大赛整体日程

三、 大赛报名

（一）、报名方式

1. 报名时间：2017 年 3 月 1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2. 报名网站：http://www.ccen.com.cn

3. 报名咨询：029-85560646 029-63612287

4. 报名流程：

登录官方

网站

阅读参赛指南/报

名须知；

下载报名

表格

填写报名

表

签字盖章扫描报名表

发送至指定

邮箱；

组委会电话

回执

报名成功

（二）、报名表

http://www.cc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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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报名表

院校名称

所在省份

院校类别

通信地址

及邮编

领队

联系电话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意见：

确认参赛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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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表填写须知

1. 院校名称需填写院校的正规中文全称，切勿填写缩写、简称。

2. 院校类别填写本科、高职、中职。

3. 每校每个专业可报名两组队伍参赛。指导老师必须为本校全职教师，参赛队员必须为本校

在读学生。

4. 领队、指导老师需各填写一名，可由同一人兼任，不得多填，不得空缺。

5. 为方便管理，队伍名称建议以“学校名称+一队（二队）”形式命名，如“三好建筑科技大

学一队”“三好建筑科技大学二队”。

6. 报名成功后，各队需于 6 月 30 日前填写《参赛人员统计表》，发送至组委会指定邮

箱:1719240890@qq.com。

补充说明：参赛单位如实、正确提交报名表相关资料，并按照组委会要求缴纳参赛费用后，方

视为报名成功，组委会指定的参赛费用收款账户信息如下（关于参赛费用详细情况，请参考本参赛

指南中“竞赛费用”部分内容）：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行 号：102100000144

收款公司：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银行账号：0200 0014 0901 4452 570

（四）、参赛人员统计表

mailto:发送至组委会指定邮箱:1719240890@qq.com
mailto:发送至组委会指定邮箱:17192408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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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参赛人员统计表

院校名称
所在省份

院校类别

领队 性别

在校职务 联系电话

队伍名称

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注

指导老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队伍名称

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注

指导老师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总人数 食宿 组委会代预定 自行安排

单位确认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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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赛前培训

（一）、培训团队

本次大赛的培训工作由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培训团队由具备五年及以上

施工经验的一级建造师队伍组成，为参赛学校提供全过程优质服务。

（二）、培训方式

1. 组委会将以区域为划分，安排专业讲师对报名参加本次大赛的院校进行集中专业培训。

2. 培训的参与人员为各报名参赛队的指导老师。

3. 培训内容包括大赛考核内容的解读及竞赛软件的操作培训等。

4. 各区域集体培训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5. 如果参赛院校需要参加培训，可提前致电技术支持单位进行沟通具体培训计划。

五、 总决赛日程

（一）、比赛时间

2017 年 11 月（具体日期另行通知），总体行程分为报到日、比赛日和闭幕日三天。

（二）、比赛地点

1.本科组、中职组比赛地点：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具体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 7024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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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职组比赛地点：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具体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华扬西路 199 号扬子津科教园。

（三）、报到/检录

1. 各参赛队于 11 月（具体日期另行通知）进行报到、检录工作。

2. 检录时各参赛队需携带身份证与《参赛人员统计表》相关信息进行核对。

3. 组委会根据参赛队伍自选的食宿方式，协助安排食宿事宜。

（四）、竞赛费用

1. 本次大赛报名费为 500 元/队，请汇至组委会指定收款账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行 号：102100000144

收款公司：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银行账号：0200 0014 0901 4452 570

2. 汇款时请务必备注“院校名称+施工技术大赛”以便与网站报名信息核对，否则将无法开具

发票。发票将在收到款项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按照网站报名信息中的地址寄出。

3. 组委会承担参赛师生大赛当日午餐费用，其他食宿及往返交通费用自理，组委会为所有参

赛院校提供酒店代预订服务。

4. 参赛学校自行安排食宿应注意安全、出行方便，保障大赛期间各方面安排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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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日程

第二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总决赛日程

日期 时间 事项

Day1

(报到日)
全天

参赛队报到、队员检录；证件发放；

软硬件调试；食宿安排

Day2

(比赛日)

09:00-09:30 开幕式

09:30-09:40 赛前准备就绪

09:40-11:40 第一场比赛：建筑工程专业知识问答

11:40-13:30 午餐；休息

13:30-13:50 软硬件调试，赛前准备就绪

13:50-15:20 第二场比赛：建筑工程施工方案编制

15:20-15:30 中场休息

15:30-17:30 第三场比赛：建筑工程模拟实操

Day3

(闭幕日)
09:30-11:00 颁奖典礼；闭幕式

六、 竞赛形式及奖项设置

（一）、竞赛软件及硬件

本次大赛所有的软件以大赛组委会官方公示的版本为准，硬件不低于建议的配置。各参赛学校

自行准备参赛电脑，提前调试硬件设备，并核对所安装的软件版本，比赛过程中如因软硬件设备故

障等个人原因影响成绩，由各校自行承担。

1. 竞赛软件

A. 三好虚实结合综合实训平台 V2.0

B. 三好建筑工程实训平台 v5.0

C. 三好在线考试管理平台 V2.0

D. 三好建筑工程试验仿真软件 V1.0

E. 三好创优仿真实训软件 V2.0

F. PKPM 施工安全设施计算软件 V2016

大赛最终版会在赛前提前通知并发送个参赛院校，须由参赛选手在赛前自行安装完毕。



11

2. 竞赛硬件

A. 软件加密锁由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B. 参赛选手自备笔记本电脑，每个团队 4 台（含 1台备用），配置不低于 i5 二代，8G 内存，

100GB 硬盘，2G 独显，支持无线网络和 USB 接口， win7、win8 系统；上述设备须由参赛选

手在赛前自行调试完毕,并由技术支持方预装竞赛软件；

C. 参赛选手自备身份证、学生证，计算器、铅笔、橡皮。

（二）、竞赛规则

1. 竞赛内容

A. 本次大赛的内容包括：专业问答、施工方案编制、模拟实操三大项内容，涉及基础、主体、

装饰、屋面综合四大部分。

B. 每大项考核内容通过大赛组委会提供的建筑施工技术应用平台和考核系统，完成规定内容。

2. 竞赛流程

选

手

调

试

系

统

答

题

提

交

公

布
A. 为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比赛过程中的抽题组卷、分发试卷、得分排名等重要环节

都将由电脑自动生成，并且现场公开。

B. 每个参赛队由三名队员组成，每人一台电脑，备用一台。

C. 本科组、高职组、中职组同时竞赛，分别记分。

D. 比赛题目由系统在题库中随机抽取。

E. 三名队员共同完成专业知识问答；分别单独完成建筑施工方案编制和建筑施工模拟实操。

F. 每个单项在答案未提交或者比赛时间未结束之前均可自主修改答案。

G. 各专项比赛结束后，由系统打印改专项排名结果，交总决赛评委会小组成员签字确认，颁

奖典礼上宣布比赛结果。

3. 竞赛评分

A. 根据竞赛大项（建筑工程专业知识问答、建筑工程施工方案编制、建筑工程模拟实操），

特聘专家组成评审组。

B. 专家主要从相关行业、企业的技术专家和技能大师及职业院校省级专业带头人中遴选产生，

由组委会统一遴选和聘请。

C. 专业知识问答、施工方案编制与模拟实操，按 3:3：4 计分比例进行统计，计算团队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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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组 3 人共同完成专业知识问答，因此同组 3 人专业知识问答成绩相同。

D. 施工方案编制、模拟实操两项实际成绩之和计算个人排名。

序号 科目 时长

A 建筑工程专业知识问答 120 分钟

B 建筑工程施工方案编制（模板、脚手架、塔吊、混凝土、吊装、

降排水、钢筋支架、临电、基坑、临设工程）

90 分钟

C 建筑工程模拟实操（基础、主体、装饰、屋面综合） 120 分钟

4. 竞赛奖项

A. 本次大赛按组别（本科组、高职组、中职组）分别进行评分；每个组别设置团队及个人两

类奖项，每个奖项设置如下表。

综合

奖项

获奖数量或比例（占本组总数的百分比）

奖励本科组 高职组 中职组

个人 团队 个人 团队 个人 团队

总冠军 1 1 1 1 1 1 奖杯+证书+奖品

一等奖 10% 10% 10% 奖杯+证书+奖品

二等奖 15% 15% 15% 奖杯+证书+奖品

三等奖 25% 25% 25% 奖杯+证书+奖品

优秀奖 50% 50% 50% 证书

教师专项奖 5 5 5 奖杯+证书+奖品

B. 获奖团队及个人将有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颁发荣誉证书，由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奖励。

C. 每个获奖学生的指导老师均获得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1 份，组委会默认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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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或每个团队的指导老师仅有 1 位。

七、 竞赛大纲

（一）、专业基础知识

1. 构造：针对建筑房屋构造的基本原理、构造组成材料、构造的适用条件、构造的优缺点，

掌握建筑物的平面、立面、剖面及构造详图。

2. 识图：平法图集（16G101 系列）的识读、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的识读。

3. 施工技术：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装饰与装修、屋面工程施工过程的施工流程、项目管

理流程、质量管理及控制流程方法，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的要点及具体实施方法。

4. 建筑实验：掌握常规实验的原理，设备操作及过程。

5. 最新施工工法、文明施工、绿色施工、建筑工业化相关知识。

6. 各类脚手架、模板工程搭设方案设计、计算、编制及施工要求。

（二）、规范及标准储备

1. 现行国家标准系列：如：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及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要点，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等规范要点。

2. 现行行业标准：如：脚手架、模板、临时用电、基坑支护、钢筋、降排水相关。

3. 备注：以上规范及标准如有需要可联系三好股份索取电子版。

（三）、软件应用能力

1. 学习三好虚实结合综合实训平台及 APP 客户端的应用方法：

A. 学习建筑基础、主体、装饰专修各施工工艺节点的细部知识点；

B. 掌握软件的应用方法，楼层调转、地图特点等模式的运用；

C. 施工细部节点的施工方法，施工重点，作业指导书的学习；

D. 施工细部的工程量的计算方法；

E. 熟练使用二维码扫描技术，以及手机 APP 基本操作。

2. 掌握三好在线考试系统的应用方法：

登录、考试模拟、提交成绩的操作方法。

3. 掌握三好建筑工程试验软件的应用方法：

A. 学习实验的材料、工具、实验设备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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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了解实验的准备工作及环境；

C. 学习实验的操作过程，数据的记录和实验报告的生成实务。

4. 掌握三好建筑工程实训平台的应用方法：

A. 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装饰与装修三大分部的基本 操作；

B. 掌握场景漫游，教学、实操、考评模式的应用方法；

C. 各施工工艺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的学习；

D. 各施工工艺的质量控制资料、施工方案、技术交底等技术文件；

E. 熟悉各施工工艺的施工图纸及施工过程；

F. 在考评模式下可在 30 分钟内独立完成模块的实践模拟操作，并完成 5道以上考核题的解答；

G. 了解现行施工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应用情况，学习优质工程及鲁班奖工程

创建的质量管理方法；

H. 学习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搭建方法和原理，掌握绿色节能工地的设计要求和验收标准；

5. 学习三好创优仿真实训软件的应用方法:

A. 学习了解建筑工程在质量管理方面的施工工法细节，掌握基本的原则和要求。

B. 掌握基础、主体、装饰与装修、屋面四大类常见质量缺陷点的施工和工艺要求。

6. PKPM 施工安全设施计算软件应用方法

A. 掌握软件的基本操作与流程。

B. 熟练进行施工方案的参数设计、规范查阅、计算结果的验算。

C. 掌握脚手架、模板计算的常用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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