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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考 试 介 绍 
 

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由壹仟零壹艺网络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颁发，在教育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

服务平台上进行管理和查询。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初级）考试主要面向建筑设计企业、建筑装饰设计企业、

建筑工程企业、建筑装饰工程企业，从事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

的方案识读、方案绘制等工作，根据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要求，

以一套小型建筑装饰工程图样为载体，完成建筑装饰施工图的抄绘

和补绘任务，并通过对国家技术规范标准的认识与领会，养成基本

的职业素养。考核对象主要为中职在校学生及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

高职在校学生及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者可从初级或中级起参加考核，

考生按照发布的考核通知自愿报名。 

一、考试名称 

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考试 

二、考查要求 

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考试要求

考生理解并掌握室内设计基础知识、设计制图知识、装饰施工技术、

装饰工程项目管理、装饰工程造价、相关法律法规、数字化设计等

相关专业知识；掌握方案识读、图纸抄绘与补绘、数字化设计工具

应用等数字化设计工作所需的技能。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理论考试：《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初级）-理论卷》 共 

40 道试题，机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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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考试：《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初级）-实操卷》通过

使用 CAD 等常用数字化设计软件进行计算机制图，上机完成实操考

试。 

 

表 1 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考试试卷结构 

四、考试时间 

理论考试+实操考试共计180分钟。 

五、及格标准 

理论考试试卷满分 40 分，实操考试试卷满分 60 分。理论考试和

实操考试合格标准总分大于等于 60 分的考生可以获得初级建筑装饰装

修数字化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考试项目 题型       总分 合计 

《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

（初级）-理论卷》 

选择题 

 （单选题、多选题） 
40分 40分 

建筑室内空间平面

图纸抄绘补绘 
35分 

《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

（初级）-实操卷》 建筑室内空间隔断

玄关柜方案补绘 
25分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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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考 试 大 纲 
 

一、考核范围 

1.基础知识 

（1）建筑室内设计基础知识 

①建筑室内设计的含义、内容、要素与原则； 

②建筑室内设计的程序与步骤； 

（2）建筑室内设计史 

①建筑室内设计简史； 

②建筑室内设计风格与流派； 

（3）人体工程学相关知识 

①住宅功能与人体尺度； 

②人体工程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2.专业知识 

（1）建筑装饰方案设计知识 

①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知识； 

②建筑室内界面设计知识； 

③建筑室内设计与色彩知识； 

④建筑室内光环境设计； 

（2）建筑装饰设计制图知识 

①工程制图基础知识 

②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制图基本规定； 

③常用建筑装饰材料与设备图例; 

（3）建筑装饰施工技术 

①建筑装饰施工规范知识； 

②建筑装饰常见施工工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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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装饰工程项目管理 

①建筑装饰工程项目管理基础知识； 

（5）建筑装饰材料与构造 

①建筑装饰材料知识； 

②建筑装饰构造做法； 

（6）建筑装饰装修相关法律法规 

①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定相关知识； 

②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定相关知识； 

3.数字化设计相关知识 

（1）数字化设计基础理论 

①数字化设计概念、特点和应用现状相关知识； 

②数字化设计工具软件分类。 

（2）数字化设计技术应用 

①数字化设计的应用流程 

②数字化设计工具的基本操作 

③知识数字化设计工具协同的应用 

4.岗位职业道德 

（1）职业道德基础知识 

（2）职业守则 

二、考核要求 

1.理论考核要求 

考核侧重考生对建筑室内设计的基础理论、人体工程学、建筑装饰

制图、建筑装饰材料与构造、建筑装饰施工技术、建筑装饰装修数字化

设计工具等相关基础知识的熟悉及理解，以及对建筑装饰施工组织管理

知识、建筑装饰装修相关法规的了解和初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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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理论知识考核内容及要求 

项目 考核范围 考核内容 考核
比重 

1.1 建筑室内设计的含义、内容、要素

与原则 1.建筑室内设计基础

知识 
1.2 建筑室内设计的程序与步骤 

2.1 建筑室内设计简史 
2.建筑室内设计史 

2.2 建筑室内设计风格与流派 

3.1 住宅功能与人体尺度 

基础知识 

3. 人体工程学 
3.2 人体工程学在建筑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20% 

4.1 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知识 

4.2 建筑室内界面设计知识 

4.3 建筑室内设计与色彩知识 
4. 建筑装饰方案设

计知识 

4.4 建筑室内光环境设计 

10% 

5.1 建筑工程制图基础知识 

5.2 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制图基本规定 
5. 建筑装饰设计制

图知识 
5.3 常用建筑装饰材料与设备图例 

10% 

6.1 建筑装饰施工规范知识 6. 建筑装饰施工技

术 6.2 建筑常见施工工艺知识 

7. 建筑装饰工程项

目管理 
7.1 建筑装饰工程项目管理基础知识 

8.1 建筑装饰材料知识 8. 建筑装饰材料与

构造 8.2 建筑装饰构造做法 

9.1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定相关知识 

专业知识 

9. 建筑装饰装修相

关法律法规 
9.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定相

关知识 

40% 

10.1 建筑装饰数字化设计概念、特点

和应用现状相关知识 
10.建筑装饰数字化

设计基础理论 
10.2 建筑装饰数字化设计工具软件分类 

11.1 建筑装饰数字化设计的应用流程 

11.2 建筑装饰数字化设计工具的基本

操作 

数字化设

计相关知

识 11. 建筑装饰数字化

设计技术应用 
11.3 建筑装饰数字化设计工具协同的

应用知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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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考核要求 

初级重点考核学生的制图原理应用和CAD操作能力。 
 

表 3 技能操作考核内容及要求 

项
目 

考核范围 考核内容 考核比重 备注 

图纸完成度及完整性 

补绘符合设计基本原

则，功能、尺寸合理性 

图层、线宽、线型的应用

准确性 

字体、剖切及索引符

号、尺寸标注等注释系

统的准确性 

平

面

布

置

图

抄

绘

及

补

绘 

1.平面布置图抄绘

(1 张) 

2.在完成的抄绘图

纸上，补绘指定区

域（指定房间）平

面布置图 

图纸打印设置、虚拟打印

出图 

35% 

准确表达各投视方向的装

饰、家具造型及其结构 

图层、线宽、线型的应用

准确性 

字体、剖切及索引符号、

尺寸标注等注释系统的准

确性 

立
面
图
（
家
具
详
图
）
补
绘 

根据已提供的图纸

补绘指定投视方向

立面图 

图纸打印设置、虚拟打印

出图 

25% 

按照已提供的户

型装修设计墙体

定位图及平面布

置图PDF文件，根

据制图规范要求

完成平面布置图

抄绘任务；在完

成的抄绘图纸

上，补绘指定区

域平面布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