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河北选拔赛建筑装饰

技术应用技能大赛比赛规程 

一、  比赛的职业、标准、形式和内容 

（一）职业 

装饰施工管理人员、建筑装饰设计人员、建筑装饰设计咨询员、建筑装饰预

算员或工程监理人员等。 

（二）标准 

序号 标准号 中文标准名称 

1 GB/T 50001-2017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2 JGJ/T244-2011 《房屋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制图标准》 

3 GB 50210-2018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4 GB50209-2010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5 JGJ/T304-201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6 JGJ367-2015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 

7 GB 50222-201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8 GB50325-2010（2013 年版）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9 GB50500-2013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10 GB50854-2013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11 GB/T50326-2017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12 GB50656-2011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13 GB/T50502-2009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三）比赛形式 

（1）本赛项采用实操形式考察学生在建筑装饰施工方面的实践操作能力与

创新能力。赛项要求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5 个小时)内完成指定的建筑装饰施工

图深化设计、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和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等考试要

求的任务。 



（2）竞赛为团体赛，每所学校不得超过 2 个参赛队，每 3 人为 1 队，每队

设指导教师 2 人； 

（四）比赛内容 

竞赛项目以一个典型建筑装饰工程项目为载体，以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现行

国家规范标准、行业标准、企业用人要求为依据，以企业技术工作岗位的综合核

心工作任务为驱动，构建从深化设计到清单算量，再到施工组织与管理的任务序

列，竞赛任务层层递进，环环紧扣。 

竞赛以同一个典型建筑装饰工程项目为载体，使用同一套图纸。参赛团队完

成其“建筑装饰施工图深化设计”、“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和“建筑装饰工

程施工组织与管理”三个竞赛任务内容。 

竞赛任务书及相关资料一次性提供。根据提供的任务书及相关资料，团队 3

名选手可以独立并行实施，也可团队配合实施，团队内部自行分配合作工作任务，

并合理使用规定时间。 

任务一：建筑装饰施工图深化设计 

参赛选手上机操作，通过 CAD 绘图软件，完成建筑装饰工程项目中某些空

间未完成的建筑施工图深化设计，包括封面、目录、施工图设计说明、平面布置

图、地面铺装图、顶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节点大样图等，并 终以*.dwg

文件格式和 A3 规格的*.pdf 文件格式提交比赛作品。 

任务二：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 

参赛选手上机操作，通过 Excel 软件，手工列项及算量，完成建筑装饰工程

项目中某些空间的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 终以*.xls 或*.xlsx 文件格式和 A4 规

格的*.pdf 文件格式提交比赛作品。 

任务三：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参赛选手上机操作，通过答题软件，完成建筑装饰工程项目中的施工组织与

管理主要内容。由答题系统自动评分。 



二、比赛的软硬件环境 

（一）硬件环境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 品牌 

1 服务器 1 台 无 

2 选手电脑（含备用机） 3 台/组 无 

（二）软件环境 

序号 类型 描述 

1 
操作 
系统 

服务器 Windows 7 SP1 64 位 

计算机 Windows 7 SP1 64 位 

2 
软件 
类型 

建筑装饰施工图深化设

计环节 

中望建筑 CAD 教育版 2019 绘图

软件、Adobe Acrobat8.0 软件、

Word2010 软件 

工程量清单编制环节 Excel2010软件、Adobe Acrobat8.0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

理竞赛环节 
中望建筑答题系统 

三、重要说明 

（1）检查硬件设备是否完好且运行正常。 

（2）赛场已在计算机上安装比赛所需要的软件环境，检查电脑设备是否正

常。 

（3）禁止携带和使用移动存储设备、通信工具及参考资料。 

（4）操作完成后，不要关闭任何设备，不要对设备随意添加密码，离开时

将试卷留在考场。 

（5）不要损坏赛场准备的比赛所需要的竞赛设备、竞赛软件和竞赛材料等。 

（6）提供的材料根据大赛试题所列，足够每队使用，各参赛队不允许自带

耗材。 

四、参考资料 

序号 资料类型 资料名称 

1 专业教育教学要求 《高等职业学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2 专业教育教学要求 《高等职业学校建筑室内设计专业教学标准》 

3 技术规范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五、评分规定 

本届建筑装饰技术应用大赛实操比赛时间为 5个小时，评分为三个部分：建

筑装饰施工图深化设计，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以及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组织与

管理，共计总分为 100分。 

（一）评分标准 

1.采取竞赛任务得分、错误不传递、累计总分的计分方式。分别计算各竞赛

任务得分，按规定比例计入团体总分。“建筑装饰施工图深化设计”竞赛任务得

分占 50%权重，“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竞赛任务得分占 30%权重，“建筑

装饰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竞赛任务得分占 20%权重。 

2.各竞赛任务得分和竞赛团体总分均采用百分制计分。竞赛团体总分=“建

筑装饰施工图深化设计”竞赛任务得分×50%权重＋“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

竞赛任务得分×30%权重＋“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竞赛任务得分×20%

权重。 

3.在竞赛时段，参赛选手不遵守赛项规程，有冒名顶替、作弊、扰乱赛场秩

序等情形之一的，裁判组根据赛项规程和相关要求，给予选手警告、停止比赛、

取消成绩的处分。 

（二）评分细则 

任务一  “建筑装饰施工图深化设计”竞赛任务评分细则 

序

号 
项目 

分

值
评分点 

评分标准 
标准 

1 封面 1 信息正确、美观。 
绘制规范得 1 分

无封面扣 1 分 



序

号 
项目 

分

值
评分点 

评分标准 
标准 

2 目录 1

目录内容完整，顺序正确。 
内容及顺序：装饰设计说明、平面布置图、

楼地面平面图、顶棚平面图、室内立面图、

墙柱面装饰剖面图、装饰详图。 

绘制规范、完整、

顺序准确得 1 分 
错漏一处扣0.5分，

顺序不正确扣 0.5
分，正文图纸排布

和目录不符扣 0.5
分，扣完为止。 

3 
施工图设

计说明 
4

施工说明内容应包含：工程概况、设计风格、

施工工艺、做法及注意事项。 

漏一项扣 1 分，每

项中内容中每出现

一处不完整、不准

确扣 0.5 分，扣完

为止 

4 
主要材料

表 
4 材料选用、材料表编制。 

材料描述完整准

确，和图纸对应，

表格完善清晰得 4
分； 
每出现一处不完

整、不准确以及不

清晰处扣 0.5 分，

扣完为止。 

5 
平面布置

图 
5

a、图纸比例、图幅。 
b、标注：标高等标注。 
c、空间位置：各功能空间的家具、陈设、

隔断、绿化等的形状、位置。 
d、尺寸标注：装饰尺寸标注，如隔断、家

具、装饰造型等的定形、定位尺寸。 
e、符号：内视投影符号、详图索引符号等。

f、说明：文字说明、图名比例。 
g、图线：剖切到的墙柱轮廓、剖切符号用

粗实线，未剖到但能看到的图线，如门扇开

启符号、窗户图例、楼梯踏步、室内家具及

绿化等用细实线表示。 
h、所绘设计内容及形式应于方案设计图相

符。 

每漏一项扣 1 分；

每出现一处不规

范、不准确的表达、

绘制、符号等扣 0.5
分，扣完为止。 

6 
地面铺装

图 
5

a、图纸比例、图幅。 
b、尺寸标注。 
c、楼地面面层分格线和拼花造型等。 
d、标注分格和造型尺寸。 
e、细部做法的索引符号、图名比例。 
f、图线：楼地面分格用细实线表示。 
g、所绘设计内容及形式应于方案设计图相

符。 

每漏一项扣 1 分；

每出现一处不规

范、不准确的表达、

绘制、符号等扣 0.5
分，扣完为止。 



序

号 
项目 

分

值
评分点 

评分标准 
标准 

7 顶平面图 10

a、建筑平面及门窗洞口：门画出门洞边线

即可，不画门扇及开启线。 
b、室内(外)顶棚的造型、尺寸、做法和说

明，可画出顶棚的重合断面图并标注标高。

c、室内(外)顶棚灯具符号及具体位置。 
d、室内各种顶棚的完成面标高。 
e、与顶棚相接的家具、设备位置及尺寸。

f、窗帘及窗帘盒、窗帘帷幕板等。 
g、空调送风口位置、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及与

吊顶有关的音视频设备的平面布置形式及安

装位置。 
h、图外标注开间、进深、总长、总宽等尺

寸。 
i、所绘设计内容及形式应于方案设计图相

符。 

每漏一项扣 1 分；

每出现一处不规

范、不准确的表达、

绘制、符号等扣 0.5
分，扣完为止。 

8 立面图 30

a、室内立面轮廓线，顶棚有吊顶时可画出

吊顶、叠级、灯槽等剖切轮廓线(粗实线表

示)，墙面与吊顶的收口形式，可见的灯具投

影图形等。 
b、墙面装饰造型及陈设(如壁挂、工艺品等)，
门窗造型及分格，墙面灯具、暖气罩等装饰

内容。 
c、装饰选材、立面的尺寸标高及做法说明。

图外一般标注一至两道竖向及水平向尺寸，以

及楼地面、顶棚等的装饰标高；图内一般应标

注主要装饰造型的定形、定位尺寸。做法标注

采用细实线引出。 
d、附墙的固定家具及造型(如影视墙、壁

柜)。 
e、索引符号、说明文字、图名及比例等。

d、所绘设计内容及形式应于方案设计图相

符。 

每漏一项扣 1 分；

每出现一处不规

范、不准确的表达、

绘制、符号等扣 0.5
分，扣完为止。 

9 
剖面图及

装饰详图 
35

a、剖面和节点大样构造做法和层次、工艺

做法、连接方式等 
b、合理选择材料，以及材料的种类和规格

等 
c、尺寸标注等 
d、索引符号、说明文字、图名及比例等。

e、所绘设计内容及形式应于方案设计图相

符。 

每漏一项扣 1 分；

每出现一处不规

范、不准确的表达、

绘制、符号等扣 0.5
分，扣完为止。 



序

号 
项目 

分

值
评分点 

评分标准 
标准 

10 

新技术、

新材料、

新设备、

新工艺 

5
能够依据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

进行装饰材料的选用与设计、细部构造设

计、施工工艺设计等。 

每出现一处使用不

合理、不科学的地

方扣 0.5 分，扣完

为止。 

 合计 100   

 

任务二  “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竞赛任务评分细则 

序

号 
项目 

分

值 
评分点 

评分标准 

清单 
编号 

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计算结

果 

占 10% 占 35% 占 5% 占 50%

1 天棚工程部分 25 项目编码要

符合规范要

求；按照规

范要求项目

划分；特征

描述完整，

构造、材料

描述详细；

单位正确；

工程量计算

表达明确，

计算符合规

范要求；计

算结果正确

性。 

每出现

一处错

误扣 0.5
分，扣完

为止 

完整正确得

90%—100%；

基本完整正确

得 75%—

90%；主要内

容有描述但不

完整得 60%—

75%；主要内

容没描述得分

低于 60%。每

出现一处错误

扣 0.5 分，扣完

为止。 

每出现一

处单位错

误扣 0.5
分，扣完

为止 

计算结

果误差

在 5%
以内的

得该项

满分；

计算结

果误差

超过

5%不得

分。 

2 楼地面工程部分 20 

3 墙柱面工程部分 35 

4 门窗工程部分 10 

5 其他工程部分 5 

6 措施项目部分 5 

 合计 100      

任务三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竞赛任务评分细则 

序

号 
项目 

分

值 
评分点 评分标准 

1 单项选择题 60 
每题的备选项

中，只有一个

符合题意。 
每题 2 分。错选，本题不得分。 

2 多项选择题 40 
每题的备选项

中，有 2 个或 2
每题 4 分。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

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1 分。 



序

号 
项目 

分

值 
评分点 评分标准 

个以上符合题

意，至少有 1 个

错项。 

 合计 100   

 

（三）评分办法 

1.任务一 建筑装饰施工图深化设计：由竞赛裁判员按照事先制定的评分规

则和评分标准进行评判。 

2.任务二 建筑装饰工程量清单编制：由竞赛裁判员按照事先制定的评分规

则和评分标准进行评判。 

3.任务三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本环节为计算机智能评分。参赛

选手在计算机上利用答题系统答题，由答题系统自动判分。 

4.裁判组实行“裁判长负责制”，设裁判长 1 名，全面负责赛项的裁判与管

理工作。 

5.裁判员根据比赛工作需要分为检录裁判、加密裁判、现场裁判和评分裁判，

检录裁判、加密裁判不得参与评分工作。 

（1）检录裁判负责对参赛选手（团队）进行点名登记、身份核对等工作； 

（2）加密裁判负责组织参赛选手（团队）抽签并对参赛选手（团队）的信

息进行加密、解密； 

（3）现场裁判按规定做好赛场记录，维护赛场纪律； 

（4）评分裁判负责对参赛选手（团队）的竞赛结果按赛项评分标准进行评

定。 

6.成绩审核。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

的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抽检覆盖率不得低

于 15%。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判长，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

确认。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 5%的，裁判组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7.赛项 终得分按 100 分制计分。 终成绩复核无误，经裁判长、监督组签

字后进行公示。公示 1 小时无异议后，经裁判长、监督组长和仲裁长在成绩单上



审核签字，由大赛执委会现场公布竞赛成绩。 

六、奖项设置 

1.赛项设参赛选手团体一、二、三等奖。团体赛达到 10 个或多于 10 参赛队，

以赛项实际参赛队（团体赛）或参赛选手（个人赛）总数为基数，一、二、三等

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0%、20%、3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2.获得一等奖团体的指导教师授予省级“优秀指导教师奖”。 

七、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软硬件设备，有失公正的评判，以及对工

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时，应递交由参赛队领队亲笔签字同意的书面报告，报告应对申

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

是的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不予受理； 

（3）申诉时效：竞赛结束后 1 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 

（4）申诉处理：赛场专设仲裁工作组受理申诉，收到申诉报告之后，根据

申诉事由进行审查，3 小时内书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 

（5）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

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 

（二）仲裁 

（1）组委会下设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竞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

以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公平、公正； 

（2）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 终裁决，参赛队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

而停止比赛或滋事，否则按弃权处理。 

八、赛场预案 

按照《河北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方案》中相关制度要求执行。 

（一）承办单位事先协调当地供电部门，保证竞赛当天的正常供电；赛场双



路供电，备用 UPS，双保障；竞赛当天，供电车始终在赛场外等候，作为保证赛

场正常供电的紧急备用措施。 

（二）应把竞赛工位计算机的电源插头做隐蔽处理，将电源插头放置在选手

不容易碰到的位置，避免选手因不小心而将电源线踢掉的现象产生。 

（三）针对赛项内容特点，每参赛队增设一台计算机，作为备用机，以防影

响参赛选手公平公正竞赛的不可控但可能出现的情况。另外，赛场预留 9-12 备

用机位和充足备用 PC 及附属设备，当参赛队增设的一台计算机也出现故障时，

经现场裁判认可，裁判长确认，由赛场工作人员予以及时更换。 

所有竞赛计算机与备用机的配置和技术平台应保证一致。 

（四）竞赛过程中赛场出现设备掉电、故障等意外时，现场裁判需及时确认

情况，安排技术支持人员进行处理，现场裁判登记详细情况，填写补时登记表，

报裁判长批准后，可给予选手“等时补偿”的比赛时间。 

（五）竞赛工位计算机在安装完所有竞赛规程中要求的软件后，由技术支持

单位逐台按照测试功能清单进行功能测试，以保证竞赛计算机的稳定运行。若出

现竞赛技术平台软件故障，合作软件企业必须及时配合裁判长等相关人员，及时

妥善处置。 

（六）如在竞赛期间发生计算机死机、卡顿以及其他设备故障时，经选手提

出维修要求后，技术保障人员应及时予以排除。现场裁判登记详细情况，填写补

时登记表，报裁判长批准后，可给予选手“等时补偿”的比赛时间。 

（七）竞赛成果提交服务器的同时用 U 盘拷贝备份，赛场为每支参赛队配

备一支 U 盘，并按规定编号。选手按照统一要求保存到计算机指定位置的文件

夹内。竞赛结束时由选手把竞赛成果保存到 U 盘，作为竞赛成果备份。 

（八）竞赛用计算机（包括备用机）在赛前不设置“一键还原”系统。在竞

赛结束之后对赛场进行封闭，所有计算机保持在开机状态，待成绩评判、汇总之

后再恢复原状，以备不时之需。 

（九）大赛期间，承办院校须在赛场设置医疗医护工作站。竞赛过程中，120

急救车和医护人员待命，以防突发事件。 

（十）赛场内预留安全疏散通道，配备完备的消防等应急处理设施，张贴安

全操作及健康要求方面的规定，以及现场紧急疏散指示图，赛场安排专人负责现



场紧急疏导工作。 

（十一）比赛期间发生大规模意外事故和安全问题，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

赛项执委会，赛项执委会应采取中止比赛、快速疏散人群等措施避免事态扩大，

并第一时间报告赛区执委会。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赛区

执委会决定。事后，赛区执委会应向大赛执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十二）赛题准备 AB 卷两套，一套作为备考卷。 

（十三）因比赛时间为连续 5 小时，比赛承办单位应为每个选手机位提供少

量袋装小食品和 1 瓶饮用水，如小面包、巧克力、瓶装矿泉水等。 

九、安保措施 

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保证大赛期间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工作人员及观众

的人身安全，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文件，落实相关责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具

体的措施是： 

（一）在省大赛组委会领导下，本赛项成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负责赛项

筹备和比赛期间的各项安全工作，制定安全管理的相应规范、流程和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保证比赛筹备和实施全过程的安全。赛项执委会主任为赛项第一安全责

任人。 

（二）赛项执委会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住宿场所和交通保障进行考

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承办院校赛前按照赛项执委会要求及时排除安

全隐患。 

（三）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竞

赛期间所有车辆、人员均应凭证进入赛地。 

（四）承办院校应提供保障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明确制度和预案，并配备

急救人员与抢救设施。 

（五）赛项执委会须会同承办院校制定赛场、体验区和观摩活动的人员疏导

方案。《入场须知》和应急疏散图应作为《竞赛手册》的必备内容，并在赛区及

赛场张贴，要求参赛师生认真阅读。保证比赛期间参赛选手、指导教师、裁判员

和工作人员等人员的交通安全。 

（六）大赛期间，赛项承办院校须在赛场设置医疗医护工作站。在管理的关

键岗位，增加力量，建立安全管理日志。 



（七）参赛选手、赛项裁判、工作人员严禁携带通讯、摄录设备和未经许可

的记录用具进入比赛区域；如确有需要，由赛项承办单位统一配置，统一管理。

赛项可根据需要配置安检设备，对进入赛场重要区域的人员进行安检，可在赛场

相关区域安放无线屏蔽设备。 

（八）比赛期间，由赛项承办院校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食宿。承办

院校须尊重少数民族参赛人员的宗教信仰及文化习俗，根据国家相关的民族、宗

教政策，安排好少数民族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的饮食起居。安排的住宿场所应具

有旅游业经营许可资质。 

（九）各参赛学校须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十）赛区应能提供稳定的水、电等竞赛与生活必备的资源，并有供电应急

设备。保安、医护和设备抢险人员待命，以防突发事件。 

（十一）竞赛涉及的计算机等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 

（十二）赛项执委会应制定专门方案保证比赛命题、赛题保管、发放、回收

和评判过程的安全。 

 



附件2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河北选拔赛建筑装饰技术应用技能大

赛报名表 

参赛学校全称  

参赛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姓名 性别 手机 民族 电子邮箱 

     

     

团队联系方式 
负责人  手机  

电子邮箱     

参赛选手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年级专业 

     

     

     

住宿要求 标间（  ）间；  大床房（  ）间；  三人间（  ）间 

该团队经本单位确认，报名参加本次大赛。 

 

 

 

 

参赛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参赛团队名称格式为“学校全称+1队、学校全称+2队”，每个学校最多报2队； 

2.请将word格式电子版与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大赛指定报名邮箱15003329361@163.com ； 

3.邮件标题注明“学校全称+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建筑装饰技能大赛”



附件 3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河北选拔赛建筑装饰技术应用技能大赛

选手电子照片表 

参赛团队名称： 

说明：1.参赛团队名称与附件2报名表信息保持一致； 

2.电子照片要求蓝色背景2寸照片。 

 

参赛选手电子相片 参赛选手电子相片 参赛选手电子相片 

姓名： 姓名： 姓名： 



附件 3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河北选拔赛建筑装饰技术应用技能大赛

选手电子照片表 

参赛团队名称： 

说明：1.参赛团队名称与附件2报名表信息保持一致； 

2.电子照片要求蓝色背景2寸照片。 

 

参赛选手电子相片 参赛选手电子相片 参赛选手电子相片 

姓名： 姓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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