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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工程造价 

二、专业代码    540502 

三、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四、学制与学历  三年、专科 

五、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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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举例 

土木建筑大类

(54) 

建设工程管

理类(5405) 

专业技术

服务业

(74) 

工程造价工程

技术人员

(2-02-30-10) 

造价员 

投标员 

资料员 

材料员 

二级造价工程师证书 

投标员证书 

资料员证书 

材料员证书 

 

六、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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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工程造价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专业技术服务业的工程造价工程技术人员职业群，能够从事

建筑工程预算编制、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量清单报价、工程投标报价与变更调整、工程结算编制

以及工程造价控制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

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

息素养、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与社

会、自然和谐共处；具有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3）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能够掌握基本运

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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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 

（1）公共基础知识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专业知识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相关知识。 

熟悉常用建筑材料的名称、规格性能、检验方法、储备保管、使用方法等方面知识。 

掌握投影原理、制图标准和施工图绘制知识。 

了解统计学的一般原理，熟悉建筑统计知识。 

掌握建筑工程概预算、工程量清单、工程量清单计价、工程结算编制方法知识。 

掌握建筑工程招投标与建设合同管理的知识。 

掌握工程造价原理和工程造价控制基本知识。 

熟悉工程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使用知识。 

掌握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原理知识。 

熟悉建筑工程施工工艺知识。 

熟悉工程测量的知识。 

掌握 BIM建模知识。 

掌握基于 BIM确定工程造价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为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3）具备本专业必需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4）具有建筑工程、安装工程施工图绘制和识读能力。 

（5）具有建筑材料识别、选用和现场检测的能力。 

（6）具有完成建筑统计指标的计算和分析的能力。 

（7）具有编制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预算、工程量清单及工程量清单报价的能力。 

（8）具有编制招（投）标文件和组织招（投）标的能力。 

（9）具有能够处理工程变更等控制工程造价的能力。 

（10）具有编制工程结算的能力。 

（11）具有工程合同管理与索赔的能力。 

（12）具有编制工程资料的能力。 

（13）具有参与企业基层组织经营管理和施工项目管理工作的能力。 

（14）具有定位放线、复核等工程测量的能力。 

（15）具有建筑信息模型（BIM）建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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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职业资格证书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本专业职业岗位分析如下表： 

类别 职业岗位名称 职业资格证书 

初始岗位 

造价员 二级造价工程师证书 

投标员 投标员证书 

资料员 资料员证书 

材料员 材料员证书 

施工员 施工员证书 

BIM建模员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发展岗位 

注册造价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 

注册招标师 注册招标师证书 

注册咨询师 注册咨询师证书 

 

八、毕业要求 

   在校期间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修完培养方案中的全部课

程及实践环节，并取得规定学分；达到大学生体质测试标准。 

九、核心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工程造价原理 学时 32 

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建筑工程进行定额计价和清单计价的能力； 

（2）具备确定建筑工程费用组成与计算方法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定额计价和清单计价方法； 

（2）掌握建筑工程造价费用构成； 

（3）熟悉计价定额编制原理； 

（4）熟悉人工单价编制方法；材料单价编制方法；机械台班单价编制方法； 

（5）熟悉工程量计算规则设计方法；建筑工程预算编制理论与方法；工程量清单

报价编制理论与方法；工程结算编制理论与方法。 

3.素质目标 

（1）具备获取、分析、归纳、交流、使用信息和新技术的能力； 

（2）具备自学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3）具备计划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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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勤奋敬业

的职业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遵守劳动纪律、教学规章制度。 

教学内容 

1.定额计价方式；清单计价方式； 

2.理论工程造价费用构成；工程造价理论的经济学基础；工程造价理论的价格学

基础；西方微观经济学对工程造价形成的影响； 

3.计价定额编制原理；技术测定法；定额消耗量确定方法；定额水平确定与测定

方法； 

4.人工单价编制方法；材料单价编制方法；机械台班单价编制方法； 

5.工程量计算规则设计方法；建筑工程预算编制理论与方法；工程量清单报价编

制理论与方法；工程结算编制理论与方法。 

实训项目 1.项目 1：对比建筑工程预算、工程量清单报价、工程结算的编制理论与方法 

 

课程名称 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 学时 64 

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依据定额的分类、组成、应用原则等知识正确套用和换算定额的能力； 

（2）具备确定建筑工程费用组成与计算方法的能力； 

（3）具备依据计价规范的工程量计算原则正确计算相关工程量的能力； 

（4）具备进行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与税金计算的能

力； 

（5）具备编制建筑工程预算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建筑工程定额的应用； 

（2）掌握建筑工程费用的计算方法； 

（3）掌握工程量计算规则； 

（4）掌握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与税金计算方法； 

（5）掌握建筑工程预算的编制方法。 

3.素质目标 

（1）具备获取、分析、归纳、交流、使用信息和新技术的能力； 

（2）具备自学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3）具备计划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勤奋敬业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工程造价专业专科人才培养方案                             

 5 

的职业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遵守劳动纪律、教学规章制度。 

教学内容 

1.建筑工程预算定额的内容、使用与换算； 

2.建筑工程费用组成与计算方法； 

3.建筑面积、土石方工程量、砖石工程量、脚手架工程量、混凝土工程量、 

金属结构工程量、门窗工程量、楼地面工程量、屋面及防水工程量、单价措施项

目工程量、装饰工程量计算； 

4.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与税金计算； 

5.编制建筑工程预算。 

实训项目 
1.项目 1：根据工程图纸，进行建筑工程量计算基本训练 

2.项目 2：根据工程图纸，进行建筑工程费用组成与计算基本训练 

 

课程名称 安装工程识图与预算 学  时 48 

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依据定额的分类、组成、应用原则等知识正确套用和换算定额的能力； 

（2）具备确定安装工程费用组成与计算方法的能力； 

（3）具备依据计价规范的工程量计算原则正确计算相关工程量的能力； 

（4）具备编制安装工程预算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了解建筑工程安装工程造价的基本知识； 

（2）掌握安装工程造价的组成于程序，能够独立计算工程量并掌握建筑电气（强

电、弱电）安装工程，给水、排水、采暖供热、燃气工程，通风空调工程，市

政工程，设备安装工程等工程量的计算方法和定额套用、费用计取、造价计算

方法； 

（3）熟悉相关清单计价文件的编制方法。 

3.素质目标 

（1）具备获取、分析、归纳、交流、使用信息和新技术的能力； 

（2）具备自学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3）具备计划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勤奋敬

业的职业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遵守劳动纪律、教学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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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熟悉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及费率的组成； 

2、掌握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3、熟悉通风空调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4、熟悉制冷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5、掌握给排水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6、掌握电气照明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实训项目 

1.项目 1：根据工程图纸，编制某工程安装工程给排水工程预算书。 

2.项目 2：根据工程图纸，编制某工程电气照明施工图预算。 

 

课程名称 建筑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学时 48 

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能依据法律法规内容发布招标信息、编制投标文件的能力； 

（2）具备正确编制工程项目的投标报价的能力； 

（3）具备运用 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款履行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熟悉招标投标法规，开标、评标、中标的法律规定； 

（2）掌握招标文件的组成及编制； 

（3）掌握投标文件的组成及编制； 

（4）熟悉建筑工程合同内容。 

3.素质目标 

（1）具备获取、分析、归纳、交流、使用信息和新技术的能力； 

（2）具备自学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3）具备计划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勤奋敬业

的职业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遵守劳动纪律、教学规章制度。 

教学内容 

1.招标投标法规，开标、评标、中标的法律规定； 

2.工程招标，招标文件的组成和编制； 

3.工程投标，投标文件编制； 

4.工程合同，合同示范文本的重要条款，合同订立、变更、履行及索赔。 

实训项目 
1.项目 1：编制资格预审文件，编制招标文件 

2.项目 2：依据招标文件，编制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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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工程量清单计价 学时 48 

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编制建筑工程量清单的能力； 

（2）具备编制建筑工程量清单报价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工程量清单编制方法和规则； 

（2）掌握分部分项工程项目与措施项目清单工程量计算；分部分项工程项目与措

施项目组价工程量计算；分部分项工程项目与单价措施项目综合单价计算； 

（3）掌握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与税金计算； 

（4）掌握工程量清单报价的编制。 

3.素质目标 

（1）具备获取、分析、归纳、交流、使用信息和新技术的能力； 

（2）具备自学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3）具备计划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勤奋敬业

的职业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遵守劳动纪律、教学规章制度。 

教学内容 

1.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作用及内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组成与使用； 

2.分部分项工程项目与措施项目清单工程量计算；分部分项工程项目与措施项目

组价工程量计算；分部分项工程项目与单价措施项目综合单价计算； 

3.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与税金计算； 

4.编制工程量清单报价。 

实训项目 

1.项目 1：建筑工程量清单编制实训（清单工程量计算，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

施项目清单和其他项目清单的编制，建筑工程量清单编制） 

2.项目 2：建筑工程清单报价实训（综合单价的编制，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

费、其它项目费、规费和税金的计算，招标控制价确定，投标报价的确定，工程

量清单计价表格填写） 

 

 

课程名称 工程造价软件应用 学时 64 

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 

（1）能够熟练运用广联达 BIM钢筋抽样软件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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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熟练运用广联达 BIM土建算量软件计量； 

（3）能够熟练运用广联达计价软件套项、取费。 

2.知识目标 

（1）掌握广联达 BIM钢筋抽样软件建模方法与技巧，并计算工程量； 

（2）掌握广联达 BIM土建算量软件建模方法与技巧，并计算工程量； 

（3）掌握广联达计价软件套项、取费，确定工程造价，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报价、

工程结算。 

3.素质目标 

（1）具备获取、分析、归纳、交流、使用信息和新技术的能力； 

（2）具备自学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3）具备计划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勤奋敬业

的职业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遵守劳动纪律、教学规章制度。 

教学内容 

1.基于 BIM的工程量计算； 

2.基于 BIM的工程概预算编制； 

3.基于 BIM的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量清单报价编制、工程结算编制。 

实训项目 
1.项目 1：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框架结构工程量计算及预算书编制 

2.项目 2：结合工程实例，进行框剪结构工程量计算及预算书编制 

 

课程名称 工程结算 学时 32 

教学目标 

1.能力目标 

（1）具备工程价款结算计算的能力； 

（2）具备工程价款结算调整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结算工程量调整方法； 

（2）熟悉工程结算编制依据、工程结算编制方法、结算资料整理合审核； 

（3）掌握人工费、材料费、机械台班费、企业管理费调整依据及方法； 

（4）掌握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与税金调整。 

3.素质目标 

（1）具备获取、分析、归纳、交流、使用信息和新技术的能力； 

（2）具备自学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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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计划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具有团队合作意识，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勤奋敬业

的职业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遵守劳动纪律、教学规章制度。 

教学内容 

1.结算工程量调整； 

2.工程结算编制依据、工程结算编制方法、结算资料整理和审核； 

3.人工费、材料费、机械台班费、企业管理费调整依据及方法； 

4.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与税金调整； 

5.编制工程结算。 

实训项目 
1.项目 1：分析结算案例，熟悉工程价款结算实操路程 

2.项目 2：结合实际工程，编制工程价款结算 

 

 

十、教学进程表 

附表 1  教学周分配表 

附表 2  学分及学时结构比例 

附表 3  教学计划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