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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高职(专科)人才培养方案（普高）

（2020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专业代码：440102

二、入学要求

入学要求：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招生对象：普通高中毕业生

三、修业年限

学制 3年，修业年限 3-5年（服役休学不占修业年限）。

四、职业面向

（一）职业岗位

（二）通用证书

（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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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

土木建筑
（44）

建筑设计类
（4401）

建筑装饰和装修业
（501）

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2-02-18）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4-04-05-04）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管理；

建筑装饰设计

证书名称 颁证机构 建议等级 融通课程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
试证书

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考试

委员会

A 应用英语

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一级 智能信息技术基础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建议等级 融通课程

施工员/注册一二级
建造师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二级
建筑装饰工程制图与

识图

工程测量

建筑装饰材料与构造

建筑力学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建筑装饰工程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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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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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建筑装饰工

程设计、施工、工程概预算及施工管理、建筑装饰信息模型创建等职业群，能够

从事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建筑装饰设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与计价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

管理

建筑装饰工程 BIM
技术应用

材料员/注册一二级
建造师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二级 建筑装饰材料与构
造

建筑装饰工程 BIM
技术应用

资料员/注册一二级
建造师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二级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

与管理
建筑装饰工程 BIM

技术应用

安全员/注册一二级
建造师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二级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BIM 装饰专业基础知

识

注册造价工师
国家建设部与国家

人事部
造价员

建筑装饰工程计量
与计价

建筑装饰工程 BIM
造价

监理员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
监理员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

与管理
工程测量

室内设计员分为：高
级、中级、助理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助理

建筑装饰设计
设计素描与色彩

建筑装饰工程制图
与识图

BIM 建模基础
建筑装饰材料与构

造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建筑装饰工程 BIM

造价
建筑装饰工程计量

与计价

1+X 建筑信息模型
（BIM）职业技能证书

中科建筑产业化创
新研究中心

初级 BIM 建模基础

https://www.baidu.com/s?wd=%E5%9B%BD%E5%AE%B6%E4%BA%BA%E4%BA%8B%E9%83%A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P1nvuHDvrHTsrAcYnjN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DYPHmdnW6
https://www.baidu.com/s?wd=%E5%9B%BD%E5%AE%B6%E4%BA%BA%E4%BA%8B%E9%83%A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P1nvuHDvrHTsrAcYnjN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DYPHmdn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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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分类培养主要类型是技师型为主，兼顾专升本型。

（二）培养规格

岗位方向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素质要求

建筑装饰工

程施工与施

工管理

1、掌握建筑装饰材料与构

造、建筑装饰施工技术、

施工组织、质量检验、施

工安全等专业技术知识；

2、掌握建筑装饰设计的基

本理论知识；

3、掌握建筑装饰工程概预

算知识；

4、掌握建筑装饰工程项目

施工组织管理的理论知

识；

5、掌握BIM技术应用能力。

1、能识读建筑装饰工

程施工图，具有 CAD 建

筑装饰工程施工图制

作能力；

2、具有建筑装饰工程

施工能力；

3、能够阅读、编制装

饰工程施工组织方案，

掌握墙地面水电等施

工工艺；

4、具有建筑室内外装

饰设计的基本能力；

5、具有建筑装饰工程

施工组织管理的能力；

6、具有 BIM 技术的应

用能力。

1、遵守行业规范

和 职 业 道 德 标

准，吃苦耐劳；

2、具有一定的语

言表达能力、组

织管理能力与合

作协调能力；

3、具有自主学习

以及可持续发展

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采用“平台+模块”课程结构体系，其中平台分为通

识平台、专业群平台、岗位群平台，模块为工作岗位方向的模块。课程由通识平

台课程、专业群平台课程、岗位群平台课程、专业岗位工作方向模块课程、任意

选修课程等五大部分组成。其中任意选修课程包括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类选修课

程群、美育人文素质类选修课程群、专业选修课程群、分类培养选修课程群、第

二、第三课堂活动课程群等课程。

（一）通识平台课程

通识平台课分为必修课和任意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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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心理健康、体育健康、应用英语、大学语文、职

业素质与职业发展、公司制平台职业素质养成、军训、智能信息技术基础等。按

照学校《关于加强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劳动教育包括劳动教育理论和劳动

教育实践活动，16 学时理论部分融入《职业素质与职业发展》课程，实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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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公司制平台职业素质养成》、专业课、顶岗实习、社会实践等。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1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基础

教育引导学生加强自身道德

修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加强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教

育，提高法律素养；培养学

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道

德品质。

主要包括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

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

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

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

2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强化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

革的历史进程深刻认识；对

党在新时代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理解的更加

透彻；提高大学生认识、分

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着重讲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历史进程，充分反映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

果，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

念。

3

思想政治

理论课实

践教学

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

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

育、长才干、作贡献，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是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重要

环节。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大学生应了解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情

况，学会理论联系实际。

4
形势与政

策

引导学生掌握认识形势与政

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学会正确的形势与政策分析

方法，特别对我国的基本国

情、国内外重大事件、社会

热点和难点等问题的思考、

分析和判断能力。

着重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形势、任务和

发展成就教育；党和国家重大

方针政策、活动和改革措施教

育；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

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对外政

策原则立场教育。

5
职业素质

与职业发

展

课程从职场的现实需要前瞻

性地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综

合素质与核心能力，提升学

生的劳动意识，以“责任、

沟通、诚信、敬业、创新创

业”等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

主要包括：职业规划、职业沟

通、职业操守、职业礼仪、职

业心理、劳动教育等六大教学

模块为教学内容。以第一课堂

形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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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为核心，以培养现代服

务业高素质的“金牌员工”

为目标，全面提升学生未来

的职场竞争力，实现职业长

足发展。

6
公司制平

台职业素

质养成

将职业素质教育贯穿于日常

养成活动公司制平台实践历

练之中，贯穿大一至大三的

全过程，学生在明确自身职

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通过

参与活动提升自身职业素养

并逐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围绕责任、沟通、诚信、敬业、

创新创业等现代服务业核心职

业素质，精细设计开发第二第

三课堂活动或项目表，以“日

日新素质提升行动计划”为载

体，校院两级同频共振，在第

二、第三课堂设计开展一系列

教育活动（包括劳动教育）。

7 应用英语

培养学生阅读英文资料获取

前沿信息的能力、口头交际

和书面表达能力、跨文化交

流能力、学生未来职业发展

和英语终身学习能力。

包括学习、生活、工作等多个

方面的主题单元，通过视听说、

精读、翻译写作等模块，全面

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

各方面英语能力。

8 体育健康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体育锻炼

目的意义，了解基本的体育

理论知识，掌握必要的运动

技术和技能，学会科学锻炼

身体的方法，养成锻炼身体

的良好习惯。

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和乒

乓球、羽毛球各项运动（任选

一项）概述、竞赛规则、各种

球类的技战术；武术、健美操

运动概述、基本功和规定套路

等。

9 大学语文

培养学生阅读和理解文学作

品的能力，提高学生文学鉴

赏水平和文化修养，提升写

作能力，以适应学习和工作

的需要。

散文阅读与欣赏；诗歌阅读与

欣赏；小说阅读与欣赏；影视

与戏剧欣赏；语言表达能力与

技巧；实用写作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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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学生心

理健康

培养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标

准及意义，掌握并应用心理

健康知识，培养自我认知能

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

节能力，增强自我心理保健

意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

切实提高心理素质。

包括心理健康基础知识，了解

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心

理调适能力，如生涯规划、学

习心理、人际交往、情绪管理、

压力管理、生命教育能力等，

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11 军训

了解军事基础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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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包括国防知识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防卫技能与战时防

护训练、战备基础与应用训练

等方面的相应训练等。

12
智能信息

技术基础

使学生了解人工智能时代大

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认

识现代信息技术在生活、工

作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的信

息素养，提高学生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加强学生信息技

术与其它技术的融合意识。

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VR/AR、网络与信息安全”等

新兴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互

联网时代的典型在线课程平台

及在线学习方法。面向不同专

业工作岗位设置信息化办公应

用能力提升。

（二）专业（核心）课程

图 1实践教学体系与职业能力递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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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主要内容

1

核心

课程

★建筑装饰工

程制图与识图

（70学时）

1、掌握建筑装饰工程 CAD绘制方法；

2、掌握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图识读方法。

2
★建筑装饰材

料与构造（64
学时）

1、能描述常用建筑装饰材料的种类与特点；

2、能对常用建筑装饰材料进行识辨，最终能根据不同

的建筑装饰构造要求选配装饰材料（应用）；

3、能描述室内主要部位装饰构造的类型与基本层次；

4、能根据各种空间选择合理的装饰构造层次组合；

5、能根据各种空间绘制装饰构造三维图与二维 CAD

图。

3
★建筑装饰工

程施工（64学
时）

1、能熟练掌握建筑装饰各项工程施工材料和机具的

使用；

2、熟悉建筑装饰施工工艺；结合装饰设计和装饰材料

所学内容，能在施工工艺上完善、补充设计、灵活运

用材料和不同工艺充分体现装饰效果；

3、熟练掌握建筑装饰施工工艺的操作规程。

4
★建筑装饰设

计（80学时）

1、掌握室内空间设计的方法和步骤；

2、掌握室内透视和效果图的表现技法；

3、掌握室内相关元素的设计方法；

4、掌握室内施工图的绘制方法；熟悉室内装饰工程的

施工方法；

5、掌握室内设计成本的核算方法。

5
★计算机辅助

设计（64学时）

1、掌握利用 BIM 绘图软件（BIMMAKE软件、Sketchup

软件）根据建筑各施工图图完成三维建筑建模；

2、掌握利用 BIM 绘图软件（BIMMAKE软件、Sketchup

软件）根据建筑装饰施工图完成三维室内建模；

6
★建筑装饰工

程计量与计价

（64学时）

1、掌握建筑装饰工程量计算方法。

2、掌握建筑装饰工程计价方法；

3、掌握装饰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的编制方法；

4、熟悉计价软件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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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装饰施

工组织与管理

（64学时）

1、掌握建筑装饰施工组织和施工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

知识；

6、掌握施工组织的原则和方法，能编制建筑装饰工程

的施工组织设计。

（三）主要实践环节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实践环节简介

1
跟岗实习（岗

前综合训练）

（120学时）

综合实训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环节，学生通过综合

实训能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装饰设计的理

解，熟悉施工工艺及施工管理的过程，为顶岗实习打下良好

的基础。

2
顶岗实习

（480学时）

学生通过到装饰施工、设计等单位进行岗位实践，把所学理

论知识与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从岗位实践中进一步丰富

和提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实际经验和社会阅历，为

今后从事社会工作奠定基础。

3
毕业综合实

践（120学时）

学生就某一个项目进行毕业设计，或就某一个课题进行综合

研究，也可以是综合实践中的经验技术积累与理论的结合并

提高、提炼所形成的总结性报告，从形成设计作品或报告。

使专业水准达到更深层次的提高。要求毕业综合实践报告（或

毕业设计）要结合专业实习的实际，以保证质量。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各类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表

课程分类 学分 比例（%） 学时 比例（%）

必修

通识平台 32.5 27.3 632 25
专业群平台 10.5 8.8 196 8
岗位群平台 26.5 22.3 510 20

小计 69.5 58.4 1338 53

选修

工作岗位方向模块课程 36.5 30.7 1024 39
必选专修课程 3 2.5 48 2
任意选修课程 10 8.4 160 6

小计 119 100 25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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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进程安排表

详见附录 1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数量与结构要求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25: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一

般不低于60%，专任教师队伍要考虑职称、年龄，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要求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任职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具有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建筑装饰

工程技术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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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带头人要求

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建筑行业及本专业发

展动态，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需

求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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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4.兼职教师要求

主要从建筑装饰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具有扎实的建筑装饰工程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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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设施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必需的专业教室、实训室和实

训基地。

1.专业教室条件

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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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应满足 CAD制图与识图实训、建筑装饰装修操作技能实训、建筑装饰施工

技术实训、建筑装饰材料构造实训、建筑装饰设计实训、施工组织实训、计量与

计价实训、施工质量检验实训、BIM 建模与应用实训，建筑装饰材料实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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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制作等实践教学环节的需要。

（1）CAD制图与建筑装饰工程识图实训室

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交换机、计算机、扫描仪、工程打印机，网

络接入或WiFi 环境，安装 Office 操作系统及常用办公软件，安装建筑装饰绘图

工具软件，安装建筑装饰绘图设计专软件以及相关仿真软件，用于 CAD 操作、

建筑装饰工程图绘制与识读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2）建筑装饰装修操作技能实训室

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网络接入或WiFi 环境，安装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操作仿真软件,满足建筑装饰木工、建筑装饰镶贴工和建筑装饰涂裱工的实

训要求。

（3）建筑装饰施工技术实训室

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网络接入或WiFi 环境。安装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操作仿真软件,满足天棚装饰施工实训、墙柱面装饰施工实训、轻质隔墙施

工实训、地面装饰施工实训楼梯及扶栏装饰施工实训的要求。

（4）建筑装饰材料实训室与构造智慧实训室

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交换机、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网络接

入或WiFi 环境。安装建筑装饰材料与构造仿真软件，满足墙柱面装饰材料与构

造实习、楼地面装饰材料与构造实习、天棚装饰材料与构造、隔墙与隔断装饰材

料与构造、门窗的装饰材料与构造。

（5）建筑装饰设计实训室

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交换机、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网络接

入或WiFi 环境。安装建筑装饰设计仿真软件，满足建筑装饰施工图绘制、建筑

装饰效果图制作、建筑装饰设计实训。

（6）计量与计价实训室

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交换机、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网络接

入或WiFi 环境。安装工程计量计价相关软件、三维算量软件，配备有关定额、

标准，用于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与实训。

（7）模型制作工作室

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交换机、计算机、模型制作操作台及相关工

具，满足空间造型训练、室内模型制作实训、室内家具设计与制作训练。

（8）BIM 建模与应用实训室

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交换机、计算机、打印机，网络接入或WiFi
环境。安装 Office 操作系统及常用办公软件，安装 BIM 建模软件，安装 BIM 施

工、质量、造价、运维及装配式建装深化设计等相关软件。用于 BIM 建模、BIM
应用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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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相关实践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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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提供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相关实习岗位，能

涵盖当前专业发展的主流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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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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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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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需要的教

材、图书及数字化资源等。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学校应建立由专

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

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

查询、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与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核心专业领域相适

应的图书、期刊、资料、规范、标准、建筑法律法规、图集、定额及工程案例图

纸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

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

态更新、满足教学。

（四）教学方法

相关专业课程均采用项目式教学、理实一体化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模式，

不断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方案中，探索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教学、现场教

学等新型教学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课程思政的实施。

（五）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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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考核评价由三部分组成：素质考核、过程考核、期中期末考核。各

部分比例根据课程实际酌情分配。

素质考核主要包括考勤、课堂纪律、交流协作等平时表现；过程考核要体现

以学生为主体，要以形成性考核为主，结合学生严谨仔细、协作刻苦、钻研抗压

的工匠精神的培养，重在考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期中期末考核一般

采用系统性理论考试、综合实操测试、综合项目设计制作等形式。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二级院系应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

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

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

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学校、二级院系应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

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

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

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学校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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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专业教研组织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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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毕业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 119分。其中必修学分为 69.5学分，选修学分 49.5学分。选

修要求：必须选修工作岗位方向课程模块 36.5学分，专业类选修和素质类美育

选修课程学分之和不少于 13学分，其中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选修课程学分不少

于 2学分，美育选修课程不少于 1学分，专业任选学分不少于 5学分。修满规定

学分的同时，须获得 XX学院职业素养合格证书，还须获得建筑信息模型（BIM）

职业技能初级证书或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八大员证书之一，方可毕业。

为了培养学生的能力，达到分类培养的目的，在第四学期开设卓越技师创新

综合课程，分为三大模块，分别为 BIM 应用模块、CAD制图与识图模块、室内

设计模块，供少部分有兴趣的学生选修学习。

制定人：XXX 制定时间：2020.06

审核人：XXX 审核时间：2020.07

批准人：XXX 批准时间：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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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录

附录 1：教学进程安排表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第 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 四

学期

第 五

学期

第 六

学期

必修
通识

平台

070A01B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3 48 48

070A15C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8

070A04F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
1 16 16

070A03C 形势与政策 1 16
1-2，讲座、录像

等

050A18E 职业素质与职业发展 3 48
1-4，由 XXX/XXX部会同各学院安排

160A05B
公司制平台职业素质养

成
2 32

1-4，由学生处会同各学院安排，第

二、三课堂实施，学分计入“职业

素质学分银行”

190A21A/

190A22A/

190A23A

实用英语 (1A/1B/1C) 4 70 70

190A24A/

190A25A/

190A26A/

190A27A

实用英语 2A/岗位基础

英语/情景英语口语/雅

思英语入门

4 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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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D01D/

020D02D/

020D03D/

020D04D

体育健康 1-2-3-4 3 108 32 32 32 12

030A06B 智能信息技术基础 2 42 42

XX学院、XX学院、XX学院非计算

机类型班级，所有二年制班级安排

在第一学期；XX学院（中外合作班

除外）、XX学院、XX学院、XX学

院安排在第二学期。

050A19C 大学语文 1.5 28 28
第 1学期，XX学院、XX学院、XX

学院、XX学院；其他学院第 2 学期

160A01A 军训 4
2周

+36

2周

+36

050A20B 大学生心理健康 1 16 16

XX院、XX学院、XX学院开在第 1

学期；XX学院、XX学院、XX学院、

XX学院开在第 2学期。

小计（包括军训 2周+36 学时军事理论） 32.5 632

专业群平台

051A01E 工程数学 1.5 28 28

181C05D BIM建模基础 3 64 64

181C01D 建筑力学 3 56 56

181C02D 建设法规 3 48 48

小计 10.5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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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群平台

182Z00A 设计素描与色彩 3 56 56

182Z07A ★建筑装饰设计 5 80 80

182Z08A ★计算机辅助设计 3 64 64

182Z09A ★建筑装饰材料与构造 4 64 64

182Z10A
★建筑装饰工程制图与

识图
3 70 70

182Z11A 陈设设计 3 64 64

182Z12A 房屋建筑学 3 48 48

182Z13A 工程测量 2.5 64 64

小计 26.5 510

必修合计 69.5 1338

必选
模块

课程

工作

岗位

方向

模块

建筑装饰工

程施工与施

工管理

183Z00A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

管理
4 64 64

183Z15A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2 64 64

183Z16A
★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

计价
3 64 64

183Z18A 建筑装饰工程 BIM造价 1.5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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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Z00A 建筑八大员考证课程 2 64 64

183Z19A 跟岗实习 4 120 4周

188Z05A 顶岗实习 16 480 6周 10周

189Z00A 毕业综合实践 4 120 4 周

小计 36.5 1024

任选

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类选修课 详见《职业素质与职业发展课程设置一览表》

美育、人文素质类选修课 详见《大学语文、人文素质类及美育类课程设置一览表》

专业选修课程

187Z00A 建筑景观风水 2 32 32

187Z06A 装配式建筑概论 3 64 64

187Z07A BIM装饰专业操作实务 2 64 64

187Z08A 室内装饰植物设计 3 48 48

187Z09A CAD 制图与识图 3 48 48

187Z10A 室内装饰设计赏析 3 48 48

187Z11A 卓越技师创新综合课程 2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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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培养选修

（复合型课程设置见模

块课程或复合型选修课

程群平台或双专业课程

设置）

技

师

型

185Z00A CAD 制图与识图 2.5 48 48

185Z01A 室内装饰设计赏析 2.5 48 48

185Z02A 家装预算 2.5 48 48

185Z03A 3d家装设计 2.5 48 48

185Z04A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概论 2.5 48 48

专

升

本

型

详见《专升本选修课程设置一览表》

第二、第三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应用

技能竞赛

包括：自主学习、社会实践、各类社团活动、学科竞赛、技能竞赛、各

类考证考级、科技活动、创新创业创造活动、现代服务业职业素养等
课堂活动

任选课程小计 13 208

总计 119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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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养成课程设置一览

根据学校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养成培养体系，设置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养成

课程设置一览，包括《职业素质与职业发展》、《公司制平台职业素质养成》及

其他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公共选修课程。

第一课堂

课程

类别
课号

课程

名称
学分 学时

负责学院

（部门）
教学内容

教学

形式

授课

对象

开课

学期

必修

050A18E

职业素

质与职

业发展

2 32

思政部/基

础部

1.网络平台：职业操守、职业沟

通、职业礼仪、安全急救、劳动

教育等。

2.课堂教学：

①职业沟通（倾听、说服、技巧、

演讲等）；

②团队合作（团队信任、融入团

队、团队活动等）；

③职业礼仪（社交、接待、办公、

形象）

④劳动教育。

讲授、体

验、实践

等；网络自

主学习

三年制

各 学 院

按 专 业

分 两 批

分 别 在

第2学期

和第3学

期开课

050A18F 1 16 二年制

050A18G

职业素

质与职

业发展

1 16
招就中心/

创业学院

1.网络平台：职业生涯规划、就

业创新创业。

2.课堂教学：

①生涯规划；

②就业创业。

讲授、访

谈、调查

等；网络自

主学习

三年制、

二年制

选修

057A06A
团队管

理
1 16

思政部/基

础部、二级

学院

团队的组建与融入、团队冲突处

理、团队精神、团队领导与管理

等

讲授与集

训等

三年制、

二年制
每学期

057A07A
演讲与

口才
1 16

演讲基本知识、演讲稿的撰写、

演讲过程与技巧

057A08A
职场文

书写作
1 16 职场书面表达、职场文书写作

057A09A

谈判技

巧与实

战

1 16
谈判技巧与策略，谈判准备与过

程

057A10A
职场礼

仪训练
1 16

职场社交、接待、形象、办公等

方面礼仪

057A11A
职场心

理健康
1 16 职场压力、心理困扰与咨询等

其他与专业、岗位相结合的职业素质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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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职业素质相关在线课程
网络自主

学习

第二课堂

课程名称 负责单位 主要内容 培养目标
组织

形式

活动

对象

开课

学期

公司制平台职业

素质养成

学生处、各二级

学院、团委

公司管理与运行类

活动、始业教育、军

训、社会实践、新生

节、社团文化节、技

能节等

集中关注责任、诚信、敬业、创

新、劳动意识等方面素质的培养

以及安全急救方面的教育与培训

集训、活

动、实践

讲座、报告

等

三年制、

二年制

在校

学期

第三课堂

现场教学课堂、

顶岗实习、创业

创新、校外实训

等

各二级学院、招

就中心/创业学

院

技能训练、岗位实

践、创业等

责任、诚信、敬业、团队合作、

创新精神、交流沟通、社交礼仪、

劳动意识等

集训、实践

教学

讲座等

三年制、

二年制

实 践 教

学全程

附 2：《大学语文》、人文素质类及美育类课程设置一览

课程

要求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周学

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修读对象

必修 050A19C 大学语文 1.5 28 2 1 或 2 基础部

第 1 学期，国际学院、艺术学院、旅

游学院、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其他

学院第 2学期。

人文素

养公共

选修

087P99B 大学语文（专升本辅导） 3 48 3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Q05A 论语与人生 2 32 2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Q12A 老子与人生 2 32 2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Q14A 国学文本选讲 2 32 2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C68A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 2 32 2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12A 书画辅导 1 16 2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A41A 浙江文化修养 2 32 2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G03A 阅读．成长 2 32 2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13A 诵读与演讲 2 32 2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美育类

公共选

修课

085X14A 中国音乐文化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15A 浪漫主义音乐赏析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16A 影视音乐鉴赏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17A 游戏音乐鉴赏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18A 钢琴艺术鉴赏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19A 电子琴演奏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20A 流行音乐欣赏及演唱入门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21A 中外声乐作品欣赏及排练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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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X22A 趣味钢琴弹奏入门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23A 流行音乐钢琴弹奏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24A 形体塑身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25A 流行舞入门 1 16 1 每学期 基础部 所有专业

085X26A 基础素描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085X27A 色彩风景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085X28A 油画鉴赏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085X29A 水墨画鉴赏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085X30A 传统工艺美术鉴赏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085X31A 当代艺术鉴赏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085X32A 传统手工艺品制作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085X33A 生活美学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085X34A 摄影 1 16 1 每学期 艺术学院 除艺术学院外所有专业

附 3：双专业课程设置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182Z10A
建筑装饰工程制图与识图 3 70 1

181C01D
建筑力学

3 56
1

181C02D
建设法规 3 48 4

182Z07A
建筑装饰设计

5 80
3

182Z09A
建筑装饰材料与构造

5 64
2

183Z15A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2 64
4

183Z16A
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

3 64 3

182Z08A
计算机辅助设计 3 64 4

183Z00A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理 4 64 3

182Z13A
工程测量 2.5 64 4

182Z12A
房屋建筑学 3 48 3

181C05D
BIM 建模基础 3 64 2

182Z11A
陈设设计 3 64 3

合计

41.5 814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高职（专科）人才培养方案（普高）

21

附 4：“复合型课程群平台”课程设置表

专业
课程名

称
课号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培养目标 课程主要内容

辅修

对象

辅修

建议

职业技能证

书要求

建筑装

饰工程

技术

CAD 制

图与识

图

187Z12A 2.5 48 2

掌握建筑装饰工程图纸的绘制方法和识读

方法，具备建筑装饰工程图纸识读与ＣＡ

Ｄ制图能力

１、建筑装饰工程 CAD 绘制方法；

２、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图纸的识读方

法。

具 有

一 定

的 理

工 科

基 础

的 学

生

无 无

家居陈

设设计

与欣赏

187Z13A 2.5 48 3

熟悉家居设计的主要风格和特点，掌握陈

设设计的要点，能够对不同的设计风格进

行室内设计。

１、家居设计的主要风格和特点；

２、家具、灯光、室内织物、装饰工艺

品、字画、家用电器、盆景、插花、挂

物、室内装修以及色彩等内容的设计；

３、优秀陈设设计欣赏。

家装预

算
187Z14A 2.5 48 4

掌握建筑装饰工程量计算的方法，掌握建

筑装饰工料机的取费方法，能对家庭装饰

装修进行预算。

1、建筑装饰工程量计算

2、建筑装饰工程工料机费用的确定

3、家庭装饰装修工程报价文件编制

家装 3d

设计
187Z15A 2.5 48 3

熟悉家装设计的常用软件，掌握家装 3D 常

用软件的应用方法，能利用家装 3D 软件进

行家装设计。

1、介绍酷家乐、72 炫、美家达人、99

家居等家装设计软件；

2、家装设计软件的操作方法

3、利用家装设计软件进行室内装饰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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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

饰工程

施工概

论

187Z16A 2.5 48 3

掌握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的基本技术和施工

质量的检测方法，能进行建筑装饰工程的

施工，会检测建筑装饰工程的质量。

1、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技术学习与训练

2、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检测方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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