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土建施工类教学元素与校园

建设项目高度集成创新研究—基于校园基建项目的

钢结构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第一次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2021zfcg02111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土建施工类教学元素与校

园建设项目高度集成创新研究—基于校园基建项目的钢结构实训基地建设

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1 年 04 月 06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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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配式

建筑构

件生产

岗位技

能实操

装置

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与参数 单位 数量

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岗位技能实操平台

1.

装 配 式

建 筑 构

件 生 产

岗 位 技

能 实 操

装置

装配式预制

构件生产模

台

1.产品说明

产品按照工厂实际生产模台等比例缩放设计，适用于校内构件实际生产或教学操作。学生可在模

台上进行不同种类构件模具的组装、矫正，钢筋的绑扎等构件生产工艺操作。本模台材质与实际工厂

模台一致。

2.技术说明

尺寸：约 2600mm×1600mm（长×宽）

面板：采用厚 8mm 的 Q345 钢板

骨架：型材采用 20 槽钢

支撑：六腿方钢支撑

面板平整度：≤±1.5/3000mm

其他：型钢骨架及模台面板底部丙烯酸漆防腐

台 2

2.

预制桁架叠

合板制作实

操套装

1.产品说明

产品为预制桁架叠合板生产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叠合板进行配套生产的模

具及生产所需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全、可

进行反复操作。

2.技术说明

（1）桁架叠合板模具组

 尺寸：适于约 1700mm×980mm×60mm（长×宽×厚）尺寸的桁架叠合板制作配套模具

 材质：材质为钢制材质，与 PC 工厂材质相同。

（2）桁架叠合板绑扎钢筋组

适于桁架叠合板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6 钢筋、φ8 钢筋、2 根桁架筋钢筋。

（3）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3.

预制剪力墙

内墙板制作

实操套装

1.产品说明

产品为预制剪力墙内墙板生产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预制内墙板进行配套生

产的模具及生产所需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

套 1



全、可进行反复操作。

2.技术说明

（1） 预制剪力墙内墙板模具组：

 尺寸：适于约 1700mm×1100mm×200mm（长×宽×厚）尺寸的预制剪力墙内墙板制作配套模

具；

 材质：钢制材质，与 PC 工厂材质相同。

（2） 预制剪力墙内墙板绑扎钢筋组：适于预制剪力墙内墙板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6 钢筋、

φ8钢筋、φ12 钢筋、φ16 钢筋、马凳筋等。

（3） 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4.

预制剪力墙

外墙板制作

实操套装

1.产品概述

产品为预制剪力墙外墙板生产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预制剪力墙外墙板进行

配套生产的模具及生产所需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

适用安全、可反复操作。

2.技术规格

（1） 预制剪力墙外墙板模具组：

 尺寸：适于约 1700mm×1100mm×300mm（长×宽×厚）尺寸的预制剪力墙外墙板制作配套

模具。

 材质：材质为钢制材质，与 PC 工厂材质相同。

（2） 预制剪力墙外墙板绑扎钢筋组：适于预制剪力墙外墙板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6 钢筋、

φ8钢筋、φ10 钢筋、φ14 钢筋、φ16 钢筋、马凳筋等。

（3） 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5.

预制混凝土

梁制作实操

套装

1.产品说明

产品为预制混凝土梁制作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预制梁进行配套生产的模具

及生产所需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全、可进

行反复操作。

2.技术说明

（1）预制混凝土梁模具组：

 尺寸：1700mm×400mm×300mm（长×宽×高）尺寸的预制梁制作配套模具

 材质：材质为钢制材质，与 PC 工厂材质相同。

（2）预制梁绑扎钢筋组：适于预制梁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8 钢筋、φ10 钢筋、φ14 钢筋、φ

18 钢筋、马凳筋等。

（3）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6.

预制混凝土

柱制作实操

套装

1.产品说明

产品为预制混凝土柱制作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预制柱进行配套生产的模具

及生产所需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全、可进

行反复操作。

2.技术说明

（1）预制混凝土柱模具组：

 尺寸：1700mm×400mm×400mm（长×宽×厚）尺寸的预制柱制作配套模具

 材质：材质为钢制材质，与 PC 工厂材质相同。

（2）预制柱绑扎钢筋组：适于预制柱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8 钢筋、φ10 钢筋、φ14 钢筋、φ

16 钢筋、马凳筋等。

（3）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7.
移动式龙门

吊

（1） 龙门吊高度：2700mm~3500mm

（2） 起吊高度：起吊高度 2700mm 以上

（3） 跨幅：2500m 以上

（4） 荷载：1000kg 以上。

（5） 操作方式：手动操作

套 1

8.
生产操作器

具
包括：磁盒、锤头、扳手、卷尺、撬棍等器具。 套 1

9. 劳保用品 包括：安全帽、发光背心、劳保手套等。 套 1

10.
部品部件收

纳箱

用于模具、钢筋、配套工具、劳保用品等收纳存储，分三层，对不同种类部品进行分类存储。

 尺寸：约 2600mm×600mm(长×宽)，三层；

 材质：钢制。

套 1

11. 构件制作教学软件

要求软件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虚拟仿真实体设备实操场景及对应设备，通过操作引导教学方式引

导学生在虚拟场景下进行实操装置训练及相关构件生产工艺知识学习。产品可在仿真环境操作熟悉构

件生产工艺流程后再进行实体操作，增加学习效率、设备利用率。要求软件可在 PC 端或手机移动端

操作，操作场景灵活方便。

★1.功能要求：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实操平台的所有构件、工具及环境，融入装配式构件生产所有生产工艺步骤,

包括：图纸识图、模具摆放、钢筋绑扎、埋件固定、构件浇筑等工艺，可通过选项控制选择特定工艺

引导，包括自动引导及选择引导等，产品可同时满足 40 人以上的班级同时在线操作，要求产品架构

为 C/S 架构，要求产品可进行用户名登陆及操作即时功能；软件可在 PC 端或手机移动端操作，PC 端

套 1



可在 WIN7/WIN10 系统环境运行，移动端可在 Android 系统环境运行，配套素材资源库，可通过二维

码扫描访问。

★2. 生产岗位 3D 引导教学软件主要流程如下：劳保用品准备→设备检查→卫生检查→工具准备

→材料准备→定位划线→模具摆放→模具初固定→模具校正→模具终固定→粉刷脱模剂与缓凝剂→

钢筋骨架摆放绑扎→扎钩→放置垫块→材料：垫块→封堵→材料：橡胶条→钢筋成品尺寸检查→预埋

件位置检查→混凝土浇筑并振捣→垃圾清理→工具入库。

12. 配套资源

1.资源内容：构件生产工艺资源素材，包括：构件详图、模具摆放与矫正工艺、钢筋绑扎要求及绑扎

工艺、埋件选型与固定、构件浇筑等资料；

实训教学指导资源素材。

2.格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

视频输出格式为：*.mp4，视频单个总时长大于 180s，片头与片尾时长不超过 20s，视频内容突出拍

摄主体，符合美学原理，充分考虑画面的方向性，画面切换准确、及时、流畅、无跳跃；切换方式用

硬切，如用迭化，时间要短；合成画面要始终保持教学进程、内容的完整展示，视频尺寸： 16:9。

（2）图片、挂图

挂图的输出格式为*.jpg，彩色图像颜色数不低于真彩（24 位色），灰度图像的灰度级不低于 256 级，

图形可以为单色，屏幕分辨率不低于 1024×768 时，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72dpi，彩色扫描

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150dpi；

（3）文本

文本的输出格式为*.pdf 和*.docx，正文字体、字号、颜色、行间距美观、统一，文本内容完整有序，

符合法律法规，尊重各民族习惯，版权不存在争议，文本插入页码，根据页数、美观度，插入目录。

3.资源访问方式：二维码扫描。

★4.资源数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数量不少于 10 个；

（2）图片、挂图资源数量不少于 20 张；

（3）文本资源不少于 15 个。

套 1

现更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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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

建筑构

件生产

岗位技

能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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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与参数 单位 数量

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岗位技能实操平台

13.

装 配 式

建 筑 构

件 生 产

岗 位 技

能 实 操

装置

装配式预制

构件生产模

台

用于校内构件实际生产或教学操作,学生可在模台上进行不同种类构件模具的组装、矫正，钢筋的绑

扎等构件生产工艺操作.

尺寸：约 2600mm×1600mm（长×宽）

面板：采用厚 8mm 的 Q345 钢板

骨架：型材采用 20 槽钢

支撑：六腿方钢支撑

面板平整度：≤±1.5/3000mm

其他：型钢骨架及模台面板底部丙烯酸漆防腐

台 2

14.

预制桁架叠

合板制作实

操套装

预制桁架叠合板生产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叠合板进行配套生产的模具及生产所

需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全、可进行反复操

作。

（1）桁架叠合板模具组

尺寸：适于约1700mm×980mm×60mm（长×宽×厚）尺寸的桁架叠合板制作配套模具

材质：材质为钢制材质，与PC工厂材质相同。

（2）桁架叠合板绑扎钢筋组

适于桁架叠合板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6 钢筋、φ8 钢筋、2 根桁架筋钢筋。

（3）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15.

预制剪力墙

内墙板制作

实操套装

预制剪力墙内墙板生产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预制内墙板进行配套生产的模具及

生产所需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全、可进行

反复操作。

（4） 预制剪力墙内墙板模具组：

尺寸：适于约1700mm×1100mm×200mm（长×宽×厚）尺寸的预制剪力墙内墙板制作配套模

具；

材质：钢制材质，与PC工厂材质相同。

（5） 预制剪力墙内墙板绑扎钢筋组：适于预制剪力墙内墙板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6钢筋、

φ8钢筋、φ12钢筋、φ16钢筋、马凳筋等。

（6） 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16.

预制剪力墙

外墙板制作

实操套装

预制剪力墙外墙板生产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预制剪力墙外墙板进行配套生产的

模具及生产所需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全、

可反复操作。

（4） 预制剪力墙外墙板模具组：

尺寸：适于约1700mm×1100mm×300mm（长×宽×厚）尺寸的预制剪力墙外墙板制作配套模

具。

材质：材质为钢制材质，与PC工厂材质相同。

（5） 预制剪力墙外墙板绑扎钢筋组：适于预制剪力墙外墙板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6钢筋、

φ8钢筋、φ10钢筋、φ14钢筋、φ16钢筋、马凳筋等。

（6） 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17.

预制混凝土

梁制作实操

套装

预制混凝土梁制作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预制梁进行配套生产的模具及生产所需

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全、可进行反复操作。

（1）预制混凝土梁模具组：

尺寸：1700mm×400mm×300mm（长×宽×高）尺寸的预制梁制作配套模具

材质：材质为钢制材质，与PC工厂材质相同。

（2）预制梁绑扎钢筋组：适于预制梁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8钢筋、φ10 钢筋、φ14 钢筋、φ

18 钢筋、马凳筋等。

（3）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18.

预制混凝土

柱制作实操

套装

预制混凝土柱制作实操套装，选用典型的可应用于教学实例的预制柱进行配套生产的模具及生产所需

钢筋、埋件进行设计，产品与构件生产实际设备、工艺一致且方便教学、适用安全、可进行反复操作。

（1）预制混凝土柱模具组：

尺寸：1700mm×400mm×400mm（长×宽×厚）尺寸的预制柱制作配套模具

材质：材质为钢制材质，与PC工厂材质相同。

（2）预制柱绑扎钢筋组：适于预制柱制作绑扎用钢筋，包括：φ8钢筋、φ10 钢筋、φ14 钢筋、φ

16 钢筋、马凳筋等。

（3）配套部件：配套用埋件、绑扎钢丝等。

套 1

19.
移动式龙门

吊

（6） 龙门吊高度：2700mm~3500mm

（7） 起吊高度：起吊高度2700mm以上

（8） 跨幅：2500m以上

（9） 荷载：1000kg以上。

（10） 操作方式：手动操作

套 1



20.
生产操作器

具
包括：磁盒、锤头、扳手、卷尺、撬棍等器具。 套 1

21. 劳保用品 包括：安全帽、发光背心、劳保手套等。 套 1

22.
部品部件收

纳箱

用于模具、钢筋、配套工具、劳保用品等收纳存储，分三层，对不同种类部品进行分类存储。

尺寸：约2600mm×600mm(长×宽)，三层；

材质：钢制。

套 1

23. 构件制作教学软件

要求软件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虚拟仿真实体设备实操场景及对应设备，通过操作引导教学方式引

导学生在虚拟场景下进行实操装置训练及相关构件生产工艺知识学习。产品可在仿真环境操作熟悉构

件生产工艺流程后再进行实体操作，增加学习效率、设备利用率。要求软件可在 PC 端或手机移动端

操作，操作场景灵活方便。

★1.功能要求：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实操平台的所有构件、工具及环境，融入装配式构件生产所有生产工艺步骤,

包括：图纸识图、模具摆放、钢筋绑扎、埋件固定、构件浇筑等工艺，可通过选项控制选择特定工艺

引导，包括自动引导及选择引导等，产品可同时满足 40 人以上的班级同时在线操作，要求产品架构

为 C/S 架构，产品可进行用户名登陆及操作即时功能；软件可在 PC 端或手机移动端操作，PC 端可在

WIN7/WIN10 系统环境运行，移动端可在 Android 系统环境运行，配套素材资源库，可通过二维码扫描

访问。

★2. 生产岗位 3D 引导教学软件主要流程如下：劳保用品准备→设备检查→卫生检查→工具准备

→材料准备→定位划线→模具摆放→模具初固定→模具校正→模具终固定→粉刷脱模剂与缓凝剂→

钢筋骨架摆放绑扎→扎钩→放置垫块→材料：垫块→封堵→材料：橡胶条→钢筋成品尺寸检查→预埋

件位置检查→混凝土浇筑并振捣→垃圾清理→工具入库。

套 1

24. 配套资源

1.资源内容：构件生产工艺资源素材，包括：构件详图、模具摆放与矫正工艺、钢筋绑扎要求及绑扎

工艺、埋件选型与固定、构件浇筑等资料；

实训教学指导资源素材。

2.格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

视频输出格式为：*.mp4，视频单个总时长大于 180s，片头与片尾时长不超过 20s，视频内容突出拍

摄主体，符合美学原理，充分考虑画面的方向性，画面切换准确、及时、流畅、无跳跃；切换方式用

硬切，如用迭化，时间要短；合成画面要始终保持教学进程、内容的完整展示，视频尺寸： 16:9。

（2）图片、挂图

挂图的输出格式为*.jpg，彩色图像颜色数不低于真彩（24 位色），灰度图像的灰度级不低于 256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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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可以为单色，屏幕分辨率不低于 1024×768 时，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72dpi，彩色扫描

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150dpi；

（3）文本

文本的输出格式为*.pdf 和*.docx，正文字体、字号、颜色、行间距美观、统一，文本内容完整有序，

符合法律法规，尊重各民族习惯，版权不存在争议，文本插入页码，根据页数、美观度，插入目录。

3.资源访问方式：二维码扫描。

★4.资源数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数量不少于 10 个；

（2）图片、挂图资源数量不少于 20 张；

（3）文本资源不少于 1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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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配

式建

筑构

件安

装岗

位技

能实

操装

置

仿真筏

板底座

筏板仿真的建筑地基，可作为基础用于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装配式

实训。

（1）预留插筋，用于预制剪力墙灌浆连接；

（2）预留地脚螺栓杆，用于钢框架柱连接固定；

（3）预留一级连接钢筋，设置螺纹，用于现浇节点绑扎钢筋机械连接。

（4）预留支撑螺栓，用于斜支撑支设。

（5）表面刷涂清水抗划漆，仿真混凝土结构颜色及增加抗磨损性。

（6）安装位置划线，包括安装基准线和参考线。

（7）关键节点喷绘标记，如：预埋螺栓标记，标记预埋螺栓

（8）粘贴二维码，可访问配套二维码资源，包括：装配式转换层工艺

知识，现浇楼面工艺知识等。

(9)筏板总尺寸约：2550mm×2550mm×60mm（长×宽×高）。

(10)金属材质制作，内外刷防锈漆表层涂刷清水仿真及耐磨原料融合

漆，不小于 4mm 钢制冷轧板。

套 1

2.

钢结构

挂板框

架

1.外围护墙（即：外墙挂板）的安装，需等比例缩放设计装配式建筑

钢框架结构，可用于钢结构的钢柱、钢梁认知，钢柱、钢梁节点连接

认知及钢框架挂板结构的装配实操训练。

2.1 钢结构柱

（1）钢结构柱设计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钢结构柱底端设置柱脚螺栓孔，用于钢结构柱与地脚螺栓连接。

组 1



（3）钢结构柱上端设置单向牛腿，用于钢结构梁连接。

（4）采用的钢材应具有挤拉强度、伸长率、屈服点、冷弯和常温冲击

韧性试验（V 型缺口）五项要求的合格保证。

（5）关键节点喷绘标记，如：螺栓标记。

（6）粘贴二维码，可访问配套二维码资源，包括：钢柱生产施工相关

工艺知识等。

2.2 钢结构梁

（1）钢结构梁设计符合国家装配式标准要求。

（2）钢结构梁两端设置螺栓孔，采用高强螺栓与钢结构柱牛腿连接。

（3）采用的钢材应具有挤拉强度、伸长率、屈服点、冷弯和常温冲击

韧性试验（V 型缺口）五项要求的合格保证。

（4）关键节点喷绘标记，如：螺栓标记。

（5）粘贴二维码，可访问配套二维码资源，包括：钢梁生产施工相关

工艺知识等。

3.尺寸要求

（1）钢结构柱：约 200mm×200mm×1200mm（长×宽×高）。

（2）钢结构梁：约 1800mm×200mm×200（长×宽×高）。

4.数量要求

（1）钢结构柱：2根；

（2）钢结构梁：1根。

5.材质要求

H 型钢，采用的钢材应具有挤拉强度、伸长率、屈服点、冷弯和

常温冲击韧性试验（V 型缺口）五项要求的合格保证。与真实钢框架

结构工程材质相同。

3.

仿真预

制剪力

墙外墙

板

1. 仿真预制剪力墙外墙板，可用于预制剪力墙外墙认知、现浇节点连

接认知与实操及剪力墙结构构件的装配实操训练。

（1）剪力墙预制外墙设计符合国家装配式标准图集要求。

（2）剪力墙底部预留灌浆套筒，用于与仿版底座插筋连接，上部预留

灌浆孔和出浆孔，可用于灌浆实操训练。

（3）预制外墙预埋吊钉，用于预制外墙脱模起板及吊装装配。

（4）预制外墙墙面预留斜支撑螺母，用于安装临时支撑支设。

（5）预制外墙墙面预留模板通孔，用于现浇模板支设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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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键节点喷绘标记，如：预埋螺栓标记，标记预埋螺栓。

（7）仿真剪力墙板与真实墙板一致，表现保温板形态、位置及剪力墙

企缝形态。

（8）剪力墙组合可用于学生“一字型”、“L 型”节点现浇连接训练。

（9）粘贴二维码，可访问配套二维码资源，包括：预制外墙生产施工

相关工艺知识等。

2.尺寸要求

（1）仿真预制剪力墙外墙板 1：

约 990mm×1200mm×300mm（长×高×厚）；

（2）仿真预制剪力墙外墙板 2：

约 1910mm×1200mm×300mm（长×高×厚）；

（3）仿真预制剪力墙外墙板 3：

约 1490mm×1200mm×300mm（长×高×厚）；

3.材质要求

金属材质，不小于 4mm 钢制冷轧板，内外刷饭防锈漆表层涂刷清水仿

真及耐磨原料融合漆。

4.

仿真预

制外挂

墙板

1.仿真预制外挂墙板，可用于预制外围护墙认知、外挂墙板节点连接

认知与实操及混凝土框架结构构件的装配实操训练。

（1）仿真预制外挂墙板设计符合国家装配式标准图集要求。

（2）剪力墙底部预留螺栓连接埋件，用于与仿版底预制梁连接。

（3）预制外挂墙板预埋吊钉，用于墙板脱模起板及吊装装配。

（4）关键节点喷绘标记，如：预埋螺栓标记，标记预埋螺栓。

（5）仿真剪力墙板与真实墙板一致，表现保温板形态、位置。

（6）粘贴二维码，可访问配套二维码资源，包括：预制外墙生产施工

相关工艺知识等。

2.尺寸要求

约 2200mm×1180mm×200mm（长×宽×厚）；

3.材质要求

金属材质，不小于 4mm 钢制冷轧板，内外刷饭防锈漆表层涂刷清水仿

真及耐磨原料融合漆。

块 1

5.
移动式

龙门吊

（1） 龙门吊高度：2700mm~3500mm

（2） 起吊高度：起吊高度2700mm以上
套 1



（3） 跨幅：2500m以上

（4） 荷载：1000kg以上。

（5） 操作方式：手动操作

6. 铝模板

用于剪力墙外墙板“一字形”、“L 形”节点现浇模板，在吊装完毕后，

对剪力墙的节点进行模板支设、节点现浇仿真训练；

1.组成：由铝面板、支架和连接件三部分组成；

2.材质：铝合金；

3.尺寸：能根据需要能组合拼装成不同尺寸的外型尺寸复杂的整体模

架。

套 1

7.
墙板存

放架

竖向插架，进行墙板的竖向放置设备。存放架采用框架主体，由固定

立柱和移动立柱组成，用以适应不同厚度的墙板。

1.组成：存放架采用框架主体，由固定立柱和移动立柱组成；

2.材质：钢制；

3.尺寸：与实际墙板插架等比例缩放，满足至少 4 个墙板构件存放。

架 1

8.
操作器

具

包括：吊具，扳手、卷尺、撬棍、螺栓、斜支撑等器具，同时配套工

具箱用于工具存放。
套 1

9.
劳保用

品

包括：安全帽、发光背心、劳保手套等。
套 1

10. 配套资源

1.资源内容：

不同构件吊装资源素材，墙板楼板连接资源素材，实训教学指导资源

素材。

2.格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

视频输出格式为：*.mp4，视频单个总时长大于 180s，片头与片尾时

长不超过 20s，视频内容突出拍摄主体，符合美学原理，充分考虑画

面的方向性，画面切换准确、及时、流畅、无跳跃；切换方式用硬切，

如用迭化，时间要短；合成画面要始终保持教学进程、内容的完整展

示，视频尺寸： 16:9；

（2）图片、挂图

挂图的输出格式为*.jpg，彩色图像颜色数不低于真彩（24 位色），灰

度图像的灰度级不低于 256 级，图形可以为单色，屏幕分辨率不低于

1024×768 时，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72dpi，彩色扫描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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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150dpi；

（3）文本

文本的输出格式为*.pdf 和*.docx，正文字体、字号、颜色、行间距

美观、统一，文本内容完整有序，符合法律法规，尊重各民族习惯，

版权不存在争议Ø文本插入页码，根据页数、美观度，插入目录。

3.资源访问方式：二维码扫描。

★4.资源数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数量不少于 10 个；

（2）图片、挂图资源数量不少于 20 张；

（3）文本资源不少于 15 个。

11.
构件吊装教学

软件

要求软件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虚拟仿真实体构件装配装置实操场

景，通过三维操作引导方式，引导学生在虚拟场景下进行构件装配训

练及相关施工工艺学习。

★1.功能需求：

虚拟仿真装配式构件安装实操装置的所有构件、工具及环境，融

入实操装置的所有装配工艺步骤,包括：钢结构柱吊装、矫正机固定、

剪力墙现浇、灌浆及固定等细节工艺，可通过选项控制选择特定工艺

引导，包括自动引导及选择引导等，满足40个以上学生的同时在线训

练，要求产品架构为C/S架构，要求产品可进行用户名登陆及操作即时

功能，要求软件可在PC端或手机移动端操作，PC端可在WIN7/WIN10系

统环境运行，移动端可在Android系统环境运行。

★2. 安装岗位3D引导教学软件主要操作流程如下：劳保用品准

备→设备检查→工具准备→材料准备→卫生检查→外墙挂板质

量检查→吊具连接→外墙挂板试吊、吊运、安装对位→外墙挂

板初固定→外墙挂板位置检查及调整→外墙挂板垂直度检查及

调整→外墙挂板标高测量及调整→外墙挂板终固定→摘除吊钩

→外墙挂板吊装质量检验→连接钢筋处理→工作面处理→分仓

判断→弹控制线→放置橡塑棉条→放置垫块→标高找平→剪力

墙吊装→剪力墙临时固定→剪力墙调整→剪力墙终固定→摘除

吊钩→剪力墙吊装质量检验→连接钢筋处理→工作面处理→弹

控制线→钢筋连接→钢筋隐蔽工程检验→模板安装→模板质量

检验→拆除复位考核设备→工具入库→场地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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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配式

建筑构

件灌浆

岗位技

能实操

装置

装配式混凝

土剪力墙半

灌浆套筒实

操装置

1.反复吊装灌浆实训的剪力墙结构实训模型，需体现构件连接节点特征，Ф10吊环，内含半灌浆钢筋

套筒。墙体不少于5个半灌浆套筒，连通腔灌浆；

2.结构组成

上部剪力墙结构和下部底座结构；

3.规格要求

（1）上部结构（剪力墙）

尺寸规格：约 1200mm×200mm×550mm（长×宽×高）；保护层厚度29mm；混凝土强度为C30；

（2）下部结构（底座）

尺寸规格：约1200mm×800mm×180mm（长×宽×高）；保护层厚度50mm；混凝土强度为C30；

套 2

2.

装配式混凝

土预制柱半

灌浆套筒实

操装置

1.反复吊装灌浆实训的预制柱实训模型，需体现构件连接节点特征，Ф10吊环，内含半灌浆钢筋套筒，

柱体不少于4个半灌浆套筒；连通腔灌浆。

2.结构组成：上部剪力墙结构和下部底座结构

3.规格要求

（1）上部结构（预制柱）

尺寸规格：约 600mm×600mm×550mm（长×宽×高）；保护层厚度30mm；混凝土强度为C30；

（2）下部结构（底座）

尺寸规格：约1000mm×1000mm×180mm（长×宽×高）；保护层厚度50mm，混凝土强度为C30；

套 2

3. 吊装设备

1.吊装设备

尺寸规格：底座尺寸：1445mm×1020mm（长×宽），高度：1900mm

操作方式：电动控制，荷 载：≥1t。

台 4

4.
灌浆料检测

设备

1. 功能要求

对搅拌完成的灌浆料进行流动度检测。

2. 组成要求

圆截锥试模、钢化玻璃板、三联带底试模。

套 1

5. 电动灌浆泵

1. 功能要求

电动灌浆泵，要求：流量稳定，快速慢速可调，能够泵送不同粘度的灌浆料；可设定泵送极限压

力。

个 1

6.
推压式灌浆

枪
1. 单仓套筒灌浆、制作灌浆接头，以及水平缝连通腔不超过30cm的少量接头灌浆、补浆施工。 个 4



7.
手提变速搅

拌器

1. 灌浆料及座浆料搅拌器具。

2. 规格要求

功率：1200W

转速：0~800rpm可调

电压：单相220V/50H

搅拌头：片状或圆形花篮式

台 2

8. 测量仪器

1. 灌浆料座浆料配比测量、温度检测等器具。

2. 组成要求

包括：棒式测温计、电子秤、量杯、水桶。

3. 规格要求

（1） 棒式测温计：测量范围：0～50℃。

（2） 电子秤：大字幕液晶显示，预设上下限、报警功能,75kg以上。

（3） 量杯：测量范围：0-250ML

（4） 水桶：装水量：20L

套 1

9.
灌浆料拌和

容器

1. 规格要求

直径400mm

高度500mm

容量65 L

个 4

10.
灌浆辅助工

具

1. 规格要求

包括内强分仓橡胶条、pvc管、钢錾子、锤子、弯管器、钢丝刷子、5米盒尺、抹子、灌浆嘴

堵头

套 1

11. 高压水枪

1. 冲洗灌浆不合格的构件及灌浆料填塞部位。

2. 规格要求

电压: 220V

功率: 5000W

最大压力:85MPa

套 1

12. 劳保用品 包括：安全帽、发光背心、劳保手套等。 套 1

13. 灌浆料 1. 满足流动度要求，密封完好，25kg/袋。 袋 2



14. 座浆料 1. 加入早强剂，2小时内上强度，满足灌浆要求，25kg/袋。 袋 2

15.配套资源

1.资源内容：

构件灌浆资源素材，包括：灌浆料制作、灌浆料检测、封缝操作、构件灌浆、灌浆原理等资料，

实训教学指导资源素材。

2.格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

视频输出格式为：*.mp4，视频单个总时长大于180s，片头与片尾时长不超过20s，视频内容突出

拍摄主体，符合美学原理，充分考虑画面的方向性，画面切换准确、及时、流畅、无跳跃；切换方式

用硬切，如用迭化，时间要短；合成画面要始终保持教学进程、内容的完整展示，视频尺寸： 16:9。

（2）图片、挂图

挂图的输出格式为*.jpg，彩色图像颜色数不低于真彩（24位色），灰度图像的灰度级不低于256

级，图形可以为单色，屏幕分辨率不低于1024×768时，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72dpi，彩色扫

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150dpi；

（3）文本

文本的输出格式为*.pdf和*.docx，正文字体、字号、颜色、行间距美观、统一，文本内容完整

有序，符合法律法规，尊重各民族习惯，版权不存在争议，文本插入页码，根据页数、美观度，插入

目录；

3.资源访问方式：二维码扫描。

4.资源数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数量不少于10个；

（2）图片、挂图资源数量不少于20张；

 （3）文本资源不少于15个。

套 1

16.构件灌浆教学软件

要求软件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虚拟仿真实体设备实操场景及对应设备，通过操作引导教学方式引

导学生在虚拟场景下进行实操装置训练及相关构件灌浆工艺知识学习。所投产品可在仿真环境熟悉构

件灌浆工艺流程后再进行实体操作。要求软件可在PC端或手机移动端操作。

★1.功能要求

虚拟仿真构件灌浆场景，包括预制柱灌浆、预制剪力墙灌浆等，融入装配式构件灌浆所有工艺步

骤,包括：座浆料制作、墙体封边、灌浆料制作、灌浆流动度检测、灌浆操作、灌浆质量检查等工艺，

可通过选项控制选择特定工艺引导；包括自动引导及选择引导等；产品可同时满足40人以上的班级同

时在线操作，要求产品架构为C/S架构，要求产品可进行用户名登陆及操作即时功能，要求软件可在

PC端或手机移动端操作，PC端可在WIN7/WIN10系统环境运行，移动端可在Android系统环境运行。

套 1



 ★2. 灌浆岗位3D引导教学软件操作流程如下：劳保用品准备→设备检查→卫生检查→材料准备

→钢筋垂直度检查校正→钢筋长度检查校正→钢筋清理→洒水湿润→分仓判断→检查灌浆孔→

构件吊运→墙板下落→温度测量→确定水和封缝料干料质量→搅拌封缝料→封缝→计算灌浆料

总量→确定水和干料质量→搅拌灌浆料→流动度试验→湿润灌浆泵→循环灌浆料→灌浆及封堵

→填写灌浆记录表→设备清洗→工具清洗并入库→工具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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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

封缝打

胶实操

装置

装配式建筑打胶封缝实操平台

1.

装 配 式

封 缝 打

胶 实 操

装置

装配式封缝

打胶实操设

备

1.实操装置应包括结构框架、外墙板、仿真吊篮等，通过仿真外墙构造“十字”形墙体拼接缝，供打

胶封缝训练，并且框架可电动控制墙体开合，用于封缝胶料清理重复训练。通过悬空仿真吊篮拟造高

空施工环境，增加实操真实体验；

2.结构框架：支撑墙体与吊篮，配置电动装置，控制仿真墙体组合，安全可靠。高度≥2500mm；

3.外墙板：由 4块外墙板组成，可通过结构框架电动驱动，构造“十字”形墙体拼接缝。每块墙板尺

寸≥700mm×700mm（长×宽）；

4.打胶缝隙：长度≥1300mm；

5.仿真吊篮：钢制材料，由锁链悬挂于结构框架，可动力升降，荷载≥200kg。

套 1

2.
封缝打胶工

具

包括：磨光机、电动吹风机、铲刀、软毛刷、PE 棒、密封胶、美纹纸、胶枪等。
套 1

3. 劳保用品
包括：安全帽、发光背心、劳保手套等。

套 1

4. 密封胶展柜 需展示多种市面常用密封胶及产品说明 套 1

5.
打胶封缝教学软件

要求软件需通过虚拟仿真技术，三维还原实操装置操作场景。引导仿真封缝打胶操作。产品可让

学生先在仿真环境操作熟悉封缝打胶工艺流程后再进行实体操作，增加学习效率、设备利用率。

★1.功能要求：

虚拟仿真封缝打胶平台的所有构件、工具及环境，融入装配式封缝打胶所有生产工艺步骤，包括如下：

封缝打胶施工前准备操作引导教学，封缝面清理及美纹纸粘贴引导教学，PE 棒填充及封缝打胶操作引

导教学，打胶面清理及美纹纸清除操作引导教学，封缝打胶工完料清操作引导教学，吊篮及安全带安

全施工知识讲解。可通过选项控制选择特定工艺引导，包括自动引导及选择引导等，产品可同时满足

40 人以上的班级同时在线操作，要求产品架构为 C/S 架构，要求产品可进行用户名登陆及操作即时功

能，要求软件可在 PC 端或手机移动端操作，PC 端可在 WIN7/WIN10 系统环境运行，移动端可在 Android

系统环境运行。

★2. 封缝打胶岗位 3D 引导教学软件主要流程如下：劳保用品准备→设备检查→卫生检查→工具准备

→材料准备→浮浆清理→杂质异物清理→灰尘清理→填充背衬材料→粘贴美纹纸→涂刷底涂液→施

胶→刮平压实密封胶→修整密封凹型边缘→清理美纹纸→打胶装置清理复位→工具清理维护→工具

入库→施工场地清理。

套 1



6. 配套资源

.资源内容：

墙体防水构造原理资源素材；封缝打胶工艺资源素材；

实训教学指导资源素材。

2.格式要求：

（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

视频输出格式为：*.mp4；

视频单个总时长大于 180s，片头与片尾时长不超过 20s；

视频内容突出拍摄主体，符合美学原理，充分考虑画面的方向性;

画面切换准确、及时、流畅、无跳跃；切换方式用硬切，如用迭化，时间要短；合成画面要始终保持

教学进程、内容的完整展示。

视频尺寸： 16:9。

（2）图片、挂图

挂图的输出格式为*.jpg；

彩色图像颜色数不低于真彩（24 位色），灰度图像的灰度级不低于 256 级；

图形可以为单色；

屏幕分辨率不低于 1024×768 时，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不低于 72dpi，彩色扫描图像的扫描分辨率

不低于 150dpi；

（3）文本Ø文本的输出格式为*.pdf 和*.docx；

正文字体、字号、颜色、行间距美观、统一；

文本内容完整有序，符合法律法规，尊重各民族习惯，版权不存在争议；

文本插入页码，根据页数、美观度，插入目录。

3.资源访问方式：二维码扫描。

★4.资源数量要求：（1）教学视频、拓展视频数量不少于 10 个；

（2）图片、挂图资源数量不少于 20 张；

（3）文本资源不少于 15 个。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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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

建筑职

业技能

实训系

统（软

件）

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实训系统

1

装配式

建筑职

业技能

实训系

统（软

件）

要求系统从装配式构件生产流程和装配化施工现场流程全流程设计，即符合装配式建筑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要求又满足“1+X 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相关要求，即需要根据装配式建筑流程特点，

分别从构件生产和装配化施工流程进行设计，实现装配式建筑过程的仿真模拟、动态演示、交互式操作实训、结果

智能考核等多项功能。

★1.产品需包括理论教学和仿真实训功能要求

（1）理论教学：需实现在线理论在线考核功能，教师可以自主出题、导入试题、学生在线答题及考核报表，

同时融入教学资源及配套课程教材，便于教师课堂理论教学。

（2）仿真实训：需分为练习和实训两种模式，

1）练习模式：根据教学企业岗位需求进行岗位模块划分，配套理论教学进度，实现岗位的独立学习、仿真操

作。

2）实训模式：对于构件生产部分，实训模式需依据实际构件生产过程进行仿真训练，从材料进场到构件成品

入库，一人多岗串联实训；对于装配施工部分，需根据工序切分，多场景多案例多类型施工仿真实训。并且对于实

训部分系统进行自动智能评价及详细操作记录，让教师有证可查，学生有错可依。

2.为了便于角色操作，需分为管理员角色、教师角色和学生角色。

（1）管理角色：主要功能应包括教师信息维护、数据库信息维护等后台操作功能。

（2）教师角色：主要功能应包括学生班级管理、学生计划下达、理论题库管理、实训任务设置、学生成绩查

询、班级操作记录查询等。

（3）学生角色：主要功能应包括接受教师下达计划进行理论学习、理论考核，装配式构件生产与施工的仿真

操作训练，个人信息维护、个人成绩查询及个人操作记录查询等。

3.产品仿真实训的工艺模块需分为构件生产和装配化施工模块

★（1）构件生产模块需包括：建筑材料试验、模具摆放、钢筋绑扎与埋件固定、混凝土浇筑、构件预处理与

养护、构件起板与质检入库等岗位工艺部分。

1）建筑材料试验岗位模块

可实现虚拟仿真构件生产厂建筑材料试验岗位内容，通过本模块，让学生认知了解构件生产所需原材料、实验

室设备功能，掌握不同原材料抽样方法、试验操作流程、报送检流程等。

2）模具摆放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模具摆放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划线机操作、模具选择、模具

节

点
1



组装、模具矫正固定、模具脱模剂涂刷等操作实训。

3）钢筋绑扎与埋件固定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钢筋操作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钢筋下料、钢筋制作（折弯、

拉直、截断等）、钢筋绑扎、埋件固定等操作实训。

4）混凝土浇筑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构件浇筑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混凝土请求下料、构件浇筑振

捣、保温板铺设固定等操作。

5）构件预处理与养护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构件预处理与养护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构件拉毛、构件赶平、

预养库预养、抹光机抹光、构件蒸养等操作。

6）构件起板与质检入库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构件起板与质检入库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构件脱模、清洗糙

面、起板入库、构件码放入库等操作。

★（2）装配化施工包括：构件吊装、构件灌浆、现浇连接等岗位工艺部分。

1）构件吊装

虚拟仿真施工装配过程的构件吊装工艺流程，训练考核学生根据吊装任务进行构件入场检查、构件吊装前准备、

吊具选择、构件吊运、构件安装、支撑支设等操作。

2）构件灌浆

虚拟仿真施工装配过程的构件灌浆工艺流程，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灌浆任务进行座浆料制作与座浆操作、灌浆料

制作与检测、构件灌浆操作等。

3）现浇连接

虚拟仿真施工装配过程的现浇工艺流程，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现浇连接任务进行现浇段/现浇楼面钢筋绑扎、管线预

埋、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与振捣等工艺训练。3.1 构件生产模块包括：建筑材料试验、模具摆放、钢筋绑扎与埋

件固定、混凝土浇筑、构件预处理与养护、构件起板与质检入库等岗位工艺部分。

3.1.1 建筑材料试验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厂建筑材料试验岗位内容，通过本模块，让学生认知了解构件生产所需原材料、实验室设备

功能，掌握不同原材料抽样方法、试验操作流程、报送检流程等。

3.1.2 模具摆放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模具摆放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划线机操作、模具选择、模具

组装、模具矫正固定、模具脱模剂涂刷等操作实训。

3.1.3 钢筋绑扎与埋件固定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钢筋操作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钢筋下料、钢筋制作（折弯、

拉直、截断等）、钢筋绑扎、埋件固定等操作实训。

3.1.4 混凝土浇筑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构件浇筑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混凝土请求下料、构件浇筑振

捣、保温板铺设固定等操作。

3.1.5 构件预处理与养护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构件预处理与养护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构件拉毛、构件赶平、

预养库预养、抹光机抹光、构件蒸养等操作。

3.1.6 构件起板与质检入库岗位模块

虚拟仿真构件生产过程构件起板与质检入库岗位操作，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目标生产构件进行构件脱模、清洗糙

面、起板入库、构件码放入库等操作。

3.2 装配化施工包括：构件吊装、构件灌浆、现浇连接等岗位工艺部分。

3.2.1 构件吊装

虚拟仿真施工装配过程的构件吊装工艺流程，训练考核学生根据吊装任务进行构件入场检查、构件吊装前准备、

吊具选择、构件吊运、构件安装、支撑支设等操作。

3.2.2 构件灌浆

虚拟仿真施工装配过程的构件灌浆工艺流程，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灌浆任务进行座浆料制作与座浆操作、灌浆料

制作与检测、构件灌浆操作等。

3.2.3 现浇连接

虚拟仿真施工装配过程的现浇工艺流程，训练考核学生根据现浇连接任务进行现浇段/现浇楼面钢筋绑扎、管

线预埋、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与振捣等工艺训练。

4.产品融入虚实结合技术，实现操作箱控制虚拟进行仿真操作。

2
仿真操

作箱

1.要求概述
产品需实体仿真构件生产及施工过程中设备控制台，接入计算机即可与仿真软件系统连接控制虚拟设备操作，操控
台需包括：模台流线控制、布料机控制台、拉毛赶平控制台、蒸养库控制台、立起机控制台、行车控制台、塔机控

台



制台等，为便携使用，融合成一台设备，便于使用与收纳。
2.组成要求
产品需由箱体、操作面板、虚拟负载器组成。
3.尺寸要求
操作箱尺寸方便携带及课桌放置。
★4.控件及功能要求
1）需包括模台辊道操作控件，控制辊道输送模台前进、后退等；
2）需包括喷油机操作控件，控制喷油机模台喷油操作等；
3）需包括浇筑相关控件，控制运输车前、后运料，布料机布料前进、后退、左行、右行布料，模台震动等；
4）需包括拉毛机操作控件，控制拉毛机上升、下降、前进、后退等；
5）需包括赶平机操作控件，控制赶平机上升、下降、前进、后退、震动等；
6）需包括抹光机操作控件，控制抹光机上升、下降、前进、后退、左行、右行、启动、停止等；
7）需包括蒸养库操作控件，控制码垛机左行、右行，蒸养库门开、门闭，模台入库、出库等；
8）需包括立起机操作控件，控制模台固定，侧翻升、侧翻降等；
9）需包括行车操作控件，控制行车前进、后退、上升、下降等；
10）需包括清扫机操作控件，控制清扫机模台清扫等；

11）需包括塔机操作控件，控制塔机前变幅、后变幅、左转、右转，吊钩上升、下降等。

1

3

装配式

建筑竞

赛平台

★1.PC 工厂模具摆放岗位模块 1.1、PC 工厂模具摆放岗位上位机软件：系统登录、计划下达（任务构件选用
标
准图集典型构件）、生产前检查（设备、环境、材料、安全等检测）、生产任务列表、划线机划线、喷油机操作界
面、模具选择、模具摆放、模具校正、模具固定、模具涂刷脱模剂、模台操作、工完料清、数学模型、3D 虚拟场
景
控制、智能考核、辅助教材、练习与考核操作模式。1.2、PC 工厂模具摆放岗位 3D 虚拟仿真软件：3D 仿真模拟模
具准
备工序场景，接收上位机指令控制，展示设备动作及物料状态。包括划线机划线、喷油机喷涂脱模剂、模具吊运、
模具摆放、模具涂刷脱模剂、工完料清、工况状态模拟、场景视角切换、场景设置（亮度、声音）。

与“PC 工厂模具摆放岗位上位机软件”形成实时互动。
★2.PC 工厂混凝土浇筑岗位模块 2.1、PC 工厂混凝土浇筑岗位上位机软件：系统登录、计划下达（任务构件

选
用标准图集典型构件）、生产前检查（设备、环境、材料、安全等检查）、生产任务列表、空中运输车操作、布料
机上料、模台控制、构件方量计算、布料机操作布料、 外墙板保温板铺设、外墙板二次浇筑、模台震动操作、浇
筑
构件质量检测、异常工况处理、工完料清、3D 虚拟场景控制、智能考核、辅助教材、练习与考核操作模式。2.2、
PC
工厂混凝土浇筑岗位 3D 虚拟仿真软件：3D 仿真模拟构件浇筑工序场景，接收上位机指令控制，三维展示空中运输

套

1



车
运料、运输车旋转下料到布料机、布料机移动、混凝土浇筑、外墙板下保温板铺设、外墙板二次浇筑、模台震动、
混凝土随震动展平、工况状态模拟、特写镜头视角、场景视角切换、场景设置（亮度、声音）。与“PC 工厂混凝土
浇筑岗位上位机软件”形成实时互动。

★3.装配式施工构件装配工岗位实训软件：系统登录、计划下达（任务构件选用标准图集典型构件）、施工任
务列表、塔机规格选择、塔机起吊操作、一般构件吊装、特殊构件吊装、构件安装与固定、吊装人员的协作、工况
处理、3D 仿真模拟现场装配场景、智能考核、辅助教材、练习与考核操作模式。

★4.构件灌浆虚拟仿真 4.1、装配式施工构件连接岗位上位机软件：系统登录、计划下达（任务构件选用标准
图集典型构件）、施工任务列表、生产前准备、灌浆料制作、灌浆料检验、灌浆套筒灌浆、工况处理、3D 虚拟场景
控制监控、智能考核、辅助教材、练习与考核操作模式。4.2、装配式施工构件连接岗位 3D 虚拟仿真软件：3D 仿
真模 拟现场灌浆场景，接收上位机指令控制，灌浆料制作流程展示、灌浆套筒灌浆流程展示、工况状态表现。与
“装配 式施工构件连接岗位上位机软件”形成实时互动。

5. 虚拟服务器：系统安全控制、客户端数据库间数据传递、客户端监控。
★6.构件浇筑操作箱（构件吊装操作箱）：产品由箱体、模床操作面板、布料机操作面板、虚拟负载器。箱体：

材质：黑色贴皮环保纤维板+铝合金框架；
6.1 布料机操作面板具体控件： 布料机前/后/左/右（无自锁按钮）移动按钮
阀 1（二档拨动旋钮）：控制布料机 1#卸料阀门打开/关闭
阀 2（二档拨动旋钮）：控制布料机 2#卸料阀门打开/关闭
阀 3（二档拨动旋钮）：控制布料机 3#卸料阀门打开/关闭
阀 4（二档拨动旋钮）：控制布料机 4#卸料阀门打开/关闭
阀 5（二档拨动旋钮）：控制布料机 5#卸料阀门打开/关闭
阀 6（二档拨动旋钮）：控制布料机 6#卸料阀门打开/关闭
阀 7（二档拨动旋钮）：控制布料机 7#卸料阀门打开/关闭
阀 8（二档拨动旋钮）：控制布料机 8#卸料阀门打开/关闭
前进（无自锁按钮）：控制混凝土空中运输车开往混凝土搅拌站方向
后退（无自锁按钮）：控制混凝土空中运输车开往布料机上料方向
上翻（无自锁按钮）：控制混凝土空中运输车转动停止下料
下翻（无自锁按钮）：控制混凝土空中运输车转动下料
电机开关（自锁按钮）：控制震动点击开启/关闭
模台上升（无自锁按钮）:控制模台上升
模台下降（无自锁按钮）:控制模台下降
模台钩紧（无自锁按钮）：控制模台固定钩钩紧模台
模台钩松（无自锁按钮）:控制模台固定钩松开模台
振动开关（自锁按钮）：控制模床震动开启/停止



模台前进/后退（自锁按钮）：控制模台前进后退方向
确认（无自锁按钮）：控制模台手动操作移动
6.2虚拟负载控制器：电源电压5V静态电压，USB接口，工作电流<30mA，该控制器采用优质板材，自主研发， 具

有系统稳定等特点。

7、系统辅助设备：平台使用说明书（纸质版/电子版），系统加密狗：2 个

4
项目集

成

1、按国家标准，完成项目强弱电配电设施和布线，达到使用功能。

2、按国家标准，完成项目给水、排水设施，达到使用功能

3、按模拟库配套的设施，制做资料图片，墙体设置宣传牌，材料用亚克力板，铝合金边 平

方 50



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日期：2021 年 04月 07 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无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三村 200 号

联系方式：0931-2391920 韩老师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兰州金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广场西口招银大厦 2303室

联系方式：0931-8879571 刘亚云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刘亚云

电 话：0931-8879571

五、附件（适用于更正中标、成交供应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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