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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室内设计专业

学生专业技能抽查标准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代码：540104）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技能考核，通过设置室内设计 CAD 制图、室内设计创意与表现、室内

陈设设计表现 3个模块，测试学生的设计识图能力、设计创意能力、室内空间规

划组织能力、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的运用能力、制图（作图）操作的规范性、设

计思路表达能力以及从事室内设计工作的安全意识、成本意识等综合职业素养。

引导学校加强专业教学基本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和专业办学水

平，培养适应建筑装饰产业发展需要的建筑室内设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考核内容

室内设计 CAD 制图模块考核学生专业基本技能，包括家居空间设计 CAD 制图

和公共空间设计 CAD 制图 2个项目。以建筑室内装饰项目绘图任务为背景，考核

学生运用 CAD 软件，按特定要求绘制某一功能空间平面布置图、天花布置图、

主要立面图、剖面或节点图并打印图纸的技能。

室内设计创意与表现模块考核学生岗位核心技能，包括家居空间设计和公共

空间设计 2个项目。以建筑室内装饰项目方案设计任务为背景，考核学生运用室

内设计手绘表现技法，按特定要求绘制某一功能空间平面布局图和手绘效果图的

技能。

室内陈设设计表现模块考核学生跨岗位综合技能，包括家居空间陈设设计 1

个项目。以建筑室内装饰家居空间软装项目为背景，考核学生运用家具灯具、饰

品、软饰品选型及布置方法及 Photoshop、PowerPoint 等软件技术，按特定要求

绘制某一功能空间陈设效果图及设计内容编排展示的技能。

模块一 室内设计 CAD 制图

该模块包括家居空间设计 CAD 制图和公共空间设计 CAD 制图 2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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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居空间设计 CAD 制图

基本要求：

（1）能够通过所提供的附图，理解并运用其中相关信息与数据，并对原始

建筑结构有相应的认识、理解。

（2）能够按生活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与要求进行各个功能区的设计，在设

计的空间中必须满足该类型空间的基本尺度和使用面积，功能区的划分要满足室

内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要求。

（3）能够进行室内各界面、门窗、家具、灯具、绿化、织物的选型；能够

与建筑、结构、设备等相关专业配合协调；完成装修的细部设计；空间设计必须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基本要求，各种功能空间符合业主的使用要求。

（4）能够按照专业制图规范绘制施工图，以 GB/50104-2010 房屋建筑制图

统一标准图例为制图标准，空间改造符合建筑设计标准，墙体的拆、砌变化需有

技术指标说明作支撑。

（5）能够合理选用装修材料、设计相关工艺，并能在图纸上标明主要材料

和施工工艺。

（6）能够熟练地运用 AUTOCAD 2010 软件（或更高版本）展开制图工作。

并能准确的设置符合打印要求的打印参数，图纸输出图纸规整完善。

（7）能够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并遵守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要求，保护

好原有图纸，对图纸进行精心爱护，避免图纸的丢失、页码混乱；体现良好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抄袭、仿制已发表或已推广的设计，坚持设计方案的独创性

与唯一性；能按程序与相关要求操作软件和使用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工作过程中

注意用电安全。

2．公共空间设计 CAD 制图

基本要求：

（1）能够通过所提供的附图，理解并运用其中相关信息与数据，并对原始

建筑结构有相应的认识、理解。

（2）能够按公共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与要求进行各个功能区的设计，在设

计的空间中必须满足该类型空间的基本尺度和使用面积，功能区的划分要满足室

内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要求。

（3）能够进行室内各界面、门窗、家具、灯具、绿化、织物的选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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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筑、结构、设备等相关专业配合协调；完成装修的细部设计；空间设计必须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基本要求，各种功能空间符合业主的使用要求。

（4）能够按照专业制图规范绘制施工图，以 GB/50104-2010 房屋建筑制图

统一标准图例为制图标准，空间改造符合建筑设计标准，墙体的拆、砌变化需有

技术指标说明作支撑。

（5）能够合理选用装修材料、设计相关工艺，并能在图纸上标明主要材料

和施工工艺。

（6）能够熟练地运用 AUTOCAD 2010 软件（或更高版本）展开制图工作。并

能准确的设置符合打印要求的打印参数，图纸输出图纸规整完善。

（7）能够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并遵守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要求，保护

好原有图纸，对图纸进行精心爱护，避免图纸的丢失、页码混乱；体现良好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抄袭、仿制已发表或已推广的设计，坚持设计方案的独创性

与唯一性；能按程序与相关要求操作软件和使用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工作过程中

注意用电安全。

模块二 室内设计创意与表现

该模块包括家居空间设计和公共空间设计 2个项目。

1．家居空间设计

基本要求：

（1）能够通过所提供的附图，理解并运用其中相关信息与数据，并对原始

建筑结构有相应的认识、理解。

（2）能根据正确的设计方法来说明空间所表达的功能性，能够进行室内各

界面、门窗、家具、灯具、绿化、织物的选型。

（3）能够正确地使用手绘工具，将设计构思绘制成三维空间透视效果图，

透视准确，色彩搭配合理，材料质感表达清楚，主体突出。

（4）能够合理选用装修材料，采用合理工艺，在效果图上注明所使用的主

要材料和工艺说明，标注准确、说明清晰。

（5）能够将平面布置图和效果图完整、美观地编排指定的版面；能将设计

方法、元素运用及所表达的设计意图等进行文字说明；并掌握与客户交流的基本

方法和主要内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2999.htm


4

（6）能够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保护好原有图纸，对图纸进行精心爱护，

避免图纸的丢失、页码混乱；使用完绘图工具后及时整理归位至指定位置，避免

出现工作台面脏乱现象；体现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抄袭、仿制已发表或

已推广的设计，坚持设计方案的独创性与唯一性。

2．公共空间设计

基本要求：

（1）能够通过所提供的附图，理解并运用其中相关信息与数据，并对原始

建筑结构有相应的认识、理解。

（2）能根据正确的设计方法来说明空间所表达的功能性，能够进行室内各

界面、门窗、家具、灯具、绿化、织物的选型。

（3）能够正确地使用手绘工具，将设计构思绘制成三维空间透视效果图，

透视准确，色彩搭配合理，材料质感表达清楚，主体突出。

（4）能够合理选用装修材料，采用合理工艺，在效果图上注明所使用的主

要材料和工艺说明，标注准确、说明清晰。

（5）能够将平面布置图和效果图完整、美观地编排指定的版面；能将设计

方法、元素运用及所表达的设计意图等进行文字说明；并掌握与客户交流的基本

方法和主要内容。

（6）能够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保护好原有图纸，对图纸进行精心爱护，

避免图纸的丢失、页码混乱；使用完绘图工具后及时整理归位至指定位置，避免

出现工作台面脏乱现象；体现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抄袭、仿制已发表或

已推广的设计，坚持设计方案的独创性与唯一性。

模块三 室内陈设设计表现

该模块包括家居空间陈设设计 1个项目。

基本要求：

（1）能够通过所提供的附图，理解并运用其中相关信息与数据，并对原始

建筑结构有相应的认识、理解。

（2）能够整体把控设计方案的主题，风格，色彩，产品选择，及细节尺寸

面料等选择将家具、灯具、绿植、饰品、窗帘、地毯等的选型与室内空间做准确

的结合。

（3）能够运用 Photoshop CS3，结合设计方案的主题，风格，色彩，产品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2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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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进行家具、灯具、绿植、饰品、窗帘、地毯等软装产品的陈列摆场效果制作。

（4）能将设计方法、元素运用及所表达的设计意图等进行文字说明，并掌

握与客户交流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内容。

（5）能够运用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03 进行方案效果、设计说

明、业主定位，色彩分析，风格定位、效果图等编排展示。

（6）能够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抄袭、仿制

已发表或已推广的设计，坚持设计方案的独创性与唯一性，按程序与相关要求操

作软件和使用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工作过程中注意用电安全。

四、评价标准

1、评价方式：本专业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技能考核与职

业素养考核相结合。根据考生操作的规范性、熟练程度和用时量等因素评价过程

成绩；根据完成作品的完整性和展示效果等因素评价结果成绩。

2、分值分配：本专业技能考核满分为 100 分，其中专业技能占 90 分，职业

素养占 10 分。

3、技能评价要点：根据模块中考核项目的不同，重点考核学生对该项目所

必须掌握的技能和要求。虽然不同试题的技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完成任务的工

作量和难易程度基本相同。各模块的评价要点内容分别见表 1所示。

表 1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技能考核评价要点

序

号

模

块

项

目 评价要点

1

室

内

设

计 C

A

D制

图

家居

空间

设计

CAD

制图

设计主题突出，界面、家具、陈设等与主题风格协调；

功能安排合理，流线布置科学，尺度设置合理，光照分布合理；

图框及标题栏绘制规范、线形运用正确，尺寸及文字标注正确、

规范，索引图标规范；

图层设置规范，线型设计正确、规范，单位设置正确，标注设置

规范，比例运用合理；

文字标注准确表示出标注对象的基层、面层、涂层材料，剖面图

准确表示出对象的内部构造及工艺处理；

用材合理，用材说明理由充分、思路清晰，文字描述清晰、明确，

流畅；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公共

空间

设计

CAD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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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

内

设

计

创

意

与

表

现

家居

空间

设计

设计主题突出，界面、家具、陈设等与主题风格协调；

功能安排合理，流线布置科学，尺度设置合理，光照分布合理；

透视角度选择合理，视觉效果好，能完善的表现空间，家具、陈

设等物体的透视准确；

空间内各界面、形体的透视关系准确；

色彩关系明确，色彩搭配协调，整体感强，视觉效果好；

技法运用灵活、笔法成熟，质感表现充分、纹理表现自然，光感

表现生动自然，投影处理自然，与物体关系正确；

设计思路与创意过程清晰，设计方法、元素运用及设计意图表达

明确，文字说明清晰、流畅；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公共

空间

设计

3

室

内

陈

设

设

计

表

现

家居

空间

陈设

设计

设计主题突出，陈设整体效果表现突出，效果表现层次突出；

陈设品选用合理，尺度设置合理，风格搭配合理；

透视角度选择考究，视觉效果好，能完善地表现空间；

色彩关系明确，色彩搭配协调；

设计思路与创意过程清晰，设计方法、元素运用及设计意图表达

明确，文字说明清晰、流畅；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五、专业技能抽查方式与考核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为现场操作考核，成绩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

合，具体方式如下：

1、采用“1+1”的模块抽考方式，专业基本技能（室内设计 CAD 制图）和

岗位核心技能（室内设计创意与表现）2个模块为必考模块，跨岗位综合技能（室

内陈设设计表现）为选考模块。

2、参考学生按规定比例随机抽取考核模块，根据应届参考学生的实际情况

可以选考或不考模块三，学生分配比例方案有两种，第一种：60%考生参考专业

基本技能模块，40%考生参考岗位核心技能模块。第二种：60%考生参考专业基本

技能模块，30%考生参考岗位核心技能模块，10%考生参考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

各模块考生人数按四舍五入计算，剩余尾数考生在必考模块中抽取应试模块。

3、试题抽取方式：随机抽取各模块试题一套，参加各模块考核的学生同一

时间开始测试。

六、附录

1、相关法律法规（摘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建部令第 110 号《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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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第四十一条规定：装饰装修企业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

规程不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擅自动用明火作业和进行焊接

作业的或者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章

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

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

案的，不得施工。

2、相关规范与标准

本专业标准主要依据建筑装饰行业国家技术标准如表 2所示。

表 2 引用技术标准和规范

序号 标准号 中文标准名称

1 GB/50104-2010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图例规定

2 GB05222-9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3 GB50500－2008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规范及强制性条文

4 GB50854-2013
装修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5 GB50210-200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6 GB50325-200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7 QB/T6016-97
家庭装饰工程质量规范

8 GB50327-2001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http://baike.so.com/doc/50088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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