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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1.工作内容

物联网技术项目主要考察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职业从业人员的

职业能力，包括应用物联网技术、体系结构、协议标准和软硬件

系统，进行物联网项目的解决方案设计与实施计划；物联网设备

的安装、配置、调试物联网产品与设备，集成、部署物联网系统；

维护与优化物联网工程项目，预防与解决物联网产品和网络系统

问题，保障物联网系统安全和正常运行；对接物联网平台、边缘

服务及物联网应用；融合运用物联网设备、感知模块、控制模块、

执行策略及物联网边缘服务。

2.工作标准

物联网技术项目竞赛中主要参照现行《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三级、参赛选手应同时具备表达、书写、沟通、

协调等能力，具有较高综合素质。以及企业生产实际和院校教学

实际规范要求完成工作。

（二）能力要求
选手应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的要求以及各项要求的权重比例

如下所示。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20
工作能力

● 可以安全规范地开展生产操作，熟悉技术要求和

相关术语，满足针对特定岗位的特别要求

● 可以自我激励、团队合作

● 能解决突发问题、完成自我防护

● 工作中做到安全用电

● 在相关环境和其他因素中专业的工作

● 在本地和远程环境中与同事及团队协同作业

● 向团队或客户提出想法，响应客户需求

● 在工作场所照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事故及影响

● 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过程记录，为将来开发和修

正提供可追溯的保障

● 解释和认识国际符号图表和其他标准机构运用的

国际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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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工程师编写关于测试技术、实验室设备和规

程的报告与记录

● 与客户有效地沟通

● 训练他人使用设施设备

● 在客户处所专业的表现

● 启用记录过程维护政策

● 需要时起草维修合同

2 方案设计与实施

30

工作能力

● 具备沟通需求、合作交流能力

● 能够阅读系统需求文档

● 具备识读电气原理图能力

● 能够熟练使用绘图设计软件

● 采用符合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规范性文件能力

● 能够编写方案设计文档和报告

● 能够利用检测仪器测试网络跳线

3 系统维修与优化

30

工作能力

● 选用网线并利用工具制作网线跳线

● 正确选用路由器并能搭建和配置有线、无线网络

环境

● 正确添加、管理物联网设备并进行参数设定

● 能够正确配置、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软件

● 能实现实时数据展示和场景联动

● 具备识读软硬件说明书的能力

● 判定运行错误的原因及需要采取的措施

● 利用专业工具和检测仪器，检测、调试与更换有

缺陷、工作不正常的终端和应用模块

● 分析故障现象并根据工作原理判定故障点，即时

维修

● 完成维修报告并制定预防性维护计划

● 对检修流程及结果有效使用数字文档

● 参照相关行业标准开展终端设备更换与维修操作

● 能够更换简单的硬件应用设备

● 能够更新、卸载应用软件程序

● 正确使用专业工具安装、拆卸设备技能

● 能够识读电气工作原理图、接线图

4 云平台部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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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能力

● 编制系统开发、应用说明文档

● 能够阅读技术文件、绘制开发测试流程

● 能够使用 java、C 语言、C++、Python等编写

语言

● 具备排除软件系统出现的故障和问题能力

● 熟悉物联网边缘设备联动规则

● 利用 SQL 语句对数据库进行数据查询操作设计

用户需求产品原型

● 可熟悉 ubantu21.10环境搭建及 linux基本命

令

总分值 100

二、试题及评分标准

（一）操作比赛内容及试题
1.试题产生

命题流程按照开封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要求的命题

方式进行。赛前由技术工作组结合承办地器材准备情况命制样题

并公布。

公开试题包括：设备资料、技术文件与样题等。

不公开内容包括：对已公布的样题的修改部分（原则上不超

过 30%）。

不公开内容由裁判长结合赛场设施设备、材料等实际，按照

技术工作文件确定的试题调整工作流程和方法最终竞赛试题。

2.操作比赛包含以下 X 个模块：

模块一：物联网项目方案设计与实施。

模块二：物联网系统维修与优化。

模块三：物联网项目云平台部署。

（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物联网技术项目比赛总时间为 8 小时，在要求时间内完成。

各模块比赛时间和分数见下表。

模块编号 模块名称 比赛时间 分数

模块一 物联网项目方案设计与实施 2小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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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物联网系统维修与优化 2小时 40

模块三 物联网项目云平台部署 2小时 20

合计 6小时 100

2．操作试题内容

（1）模块一（物联网项目方案设计与实施）

1）认真阅读技术文件、模块项目要求、用户需求及相关资料，

设计物联网项目建设方案；

2）使用绘图设计软件等工具，参照图例示意规范使用相关符

号绘制项目原理框图、施工图等图纸；

3）按照系统施工图纸进行物联网设备硬件的部署和安装；

4）正确配置相关的物联网设备，并部署、设计物联网项目云

平台轻应用，实现用户项目总需求；

5）全部任务完成后举手示意报告裁判，双方签名确认完成比

赛，并接受裁判检查和评判。

具体要求为：

（2）模块二（物联网系统维修与优化）

1）认真阅读技术文件、项目要求、用户需求说明及相关参考

资料和图纸；

2）对原系统故障的物联网软硬件设备及其布线进行功能、性

能诊断，根据诊断结果排除故障；

3）根据用户系统升级需求并充分利用原系统的设备设施设计

升级后系统的物联网项目建设方案；

4）使用绘图设计软件等工具，参照图例示意规范使用相关符

号绘制升级后系统的原理框图、施工图等图纸；

5）按照升级后的施工图纸进行物联网设备硬件的部署和安

装；

6）正确配置相关的物联网设备，实现用户项目升级需求；

7）全部任务完成后举手示意报告裁判，双方签名确认完成比



5

赛，并接受裁判检查和评判。

（3）模块三说明（物联网项目云平台部署）

1）认真阅读技术文件、数据参考信息、用户需求说明及相关

资料；

2）使用系统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工具在竞赛用计算机上进行

物联网云平台应用开发；

3）建立指定的物联网云平台应用开发本地应用环境；

4）通过应用开发，完成从物联网云平台上获得题目要求的特

定数据，并按指定模式在指定的终端显示设备上进行数据显示的

过程；

5）保持应用程序的持续运行和运行结果显示；

6）全部任务完成后举手示意报告裁判，双方签名确认完成比

赛，并接受裁判检查和评判。

本项目试题为半公开试题，具体样题内容详见附件 2。（三）
评判标准

1.分数权重

本项目操作技能评分采用客观与主观评分，以客观评分为主，

总分为 100 分，各部分的配分参见下表，具体以比赛时为准。

部分 标准
配分

主观 客观 总计

物联网

项目方

案设计

与实施

见评分细则（样例）

5 35 40

物联网

系统维

修与优

化

见评分细则（样例）

5 35 40

物联网

项目云

平台部

署

见评分细则（样例）

5 15 20

合计 15 85 100

（1）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分为 4 个等级，裁判根据选手完成情况进行打分，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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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主观的评价只是对选手作品的评级，最终的分数需要公式进行

计算，具体权重见下表。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3 场地保持干净、规范，工具设备及耗材放置到位

2 场地保持相对规范，工具设备及耗材放置基本到位

1 场地保持，工具设备及耗材放置不规范

0 场地杂乱

（2）功能和测量分（客观）

功能和测量分只能选择得分或不得分，裁判根据选手完成情

况和评分标准进行判定打分，样表如下。

样例：

子项序号 评分细则 配分 正确完成得分 未完成得分

A4 电源绘制规范 1 1 0

2.评分表制定原则

根据以下原则制定试题具体情况评分表：

（1）评分点分布均衡，以得分计算总分。

（2）得分项具体、明确可测量，每小项分配 0.5～1 分。

（3）裁判相互间分差必须小于等于 1 分，否则评分无效。

（4）操作技能评分标准参照各地区物联网技术项目评分标准

制定。

（5）成绩并列时，依次以模块一、模块二、模块三的分值决

定名次顺序。

3.评判方式

（1）评判流程
裁判员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评判工作，裁判员小组分组和分工由裁判长

安排。各评分小组负责所有选手同一指标的现场评分。

（2）评判方法
在评判过程中，所有的评判结果和过程记录文件均需所有参与裁判员

签字确认，并提交裁判长审核，或由裁判长委托裁判长助理审核。

4.评判标准

由该评分组裁判（人数 N），各自单独评分，分别给出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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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值为“0”、“1”、“2”、“3”，然后计算出平均权重

分，除以 N(该组裁判人数)后再乘以该子项的分值计算出实际得分

三、竞赛细则

（一）工作要求
1．选手工作要求

（1）赛前熟悉比赛技术规则，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准备，积

极锻炼身体，调整好心态。

（2）提前报到，熟悉适应赛区环境、住宿、饮食和交通等。

（3）参赛选手在比赛期间实行封闭管理，接受工作人员的安

全检查和行动指引。

（4）比赛前一天，参赛选手到赛场熟悉场地环境和仪器设备。

（5）比赛期间，全身心投入各模块比赛，展现最好的竞技水

平和职业风范。

2.专家组成员工作要求
（1）技术专家组及第三方裁判员由大赛组委会遴选确认，竞

赛的技术工作由技术专家组负责。

（2）各参赛队推荐 1 名具有资格的技术专家（或教练）作为

裁判员候选人。

（3）本次选拔赛具体裁判人员由裁判长根据赛前裁判培训情

况，以及实际评判工作需要在赛前确定。

3.裁判员工作要求
（1）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严格执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2）必须严格遵守竞赛纪律，保守竞赛秘密，以大局为重、

有较高的责任心。

（3）须具备本专业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强的操作技能。

（4）需对本项目的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有较深的了解。

（5）必须按时参加组委会组织的赛前裁判员培训后方可执

裁。

（6）应服从竞赛组委会的统一管理，完成好裁判长委派的各

项工作任务。

（7）裁判员的工作分为现场裁判、功能检测评分裁判、工艺

检查评分裁判、编程与排故评分裁判、复核等，工作分小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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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设

备，否则取消裁判资格。

（9）裁判与选手不能进行交流，竞赛时如有选手提出问题，

必须有 2名及以上裁判在现场。

（10）参加赛后的总结表彰大会。

（二）纪律要求
1．选手赛场纪律

（1）参赛选手应按照技术文件和考核项目试题要求，在规定

的时间内独立完成。

（2）选手在熟悉设备前通过抽签决定竞赛顺序和比赛用设

备。

（3）选手在比赛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设备，

不得携带和使用自带的任何存储设备。

（4）选手在比赛期间，除裁判长外任何人员不得主动接近选

手及其工作区域，不许主动与选手接触与交流。

（5）比赛结束铃声响起以后，选手应立即停止工作。5 分钟

之内必须把图纸、评分表提交给裁判人员，并签名确认。

（6）未经裁判长允许，选手不得延长比赛时间。

（7）比赛开始 10 分钟后不到赛场的选手按弃权处理，比赛

开始后，选手不可提前离开赛场。

（8）参赛选手务必按时到达指定竞赛场地选手休息室集合，

并接受监督人员和裁判员的检查。

（9）参赛选手进入赛场选手休息室时，除按大赛技术文件规

定携带比赛用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外，严禁携带通讯工具进入竞赛

场地。带入休息室内的个人用品，不能带入赛场工位。

（10）选手进入比赛场地休息室全程接受监护人与裁判的监

督管理；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竞赛场地或休息室，

如遇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员和监护人员同意后，由监护人员陪伴

离开竞赛场地。

（11）竞赛过程中，选手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并接受

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以确保参赛的人身及设备安全。选手因个

人误操作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设备故障时，裁判长有权中止该队

竞赛；如非选手个人因素出现设备故障而无法竞赛，由裁判长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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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做出裁决(调换到备份工位或调整至最后一场次参加竞

赛)；如裁判长确定设备故障可由技术支持人员排除故障后继续竞

赛，将给参赛队补足所耽误的竞赛时间。

（12）竞赛过程中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造成设备或人身安全

事故者，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2．裁判纪律要求

（1）裁判员在比赛前参加培训，并签署《开封市第一届技能

大赛竞赛行为规范承诺书》。凡未参加赛前培训、未签署《开封

市第一届技能大赛竞赛行为规范承诺书》的，不得从事执裁工作。

（2）裁判员必须服从裁判长和模块裁判组长的领导，依据评

分标准和评分细则，公平、公正、真实、准确地完成竞赛评分工

作。

（3）裁判员早上开始工作后当天封闭管理。在正式裁判工作

期间，进入场地或离开场地，不许携带任何纸质与电子记录的工

具；在比赛期间与休息时间，包括午间吃饭休息时间，不能在当

天比赛开始后未结束前与任何非本模块裁判人员和非裁判选手

（口头与书面）交流；如需离开裁判工作场地，必须向模块组负

责人请示，在得到批准并有人伴随的情况下才能离开。

（4）裁判员必须佩带裁判员胸牌，仪表整洁，举止文明、礼

貌，接受监督人员的监督。

（5）遵守职业道德，文明裁判。保守大赛试题秘密，严肃赛

场纪律。

（6）严格遵守比赛时间规定，不得擅自提前或延长选手比赛

时间。

（7）严格执行比赛规则，除应向参赛选手宣读竞赛须知外，

不得向参赛选手暗示或解答与竞赛有关的内容。

（8）竞赛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异议，服从裁判长裁决，避免参

赛选手和相关人员发生争执。

（9）保守竞赛秘密，未经组委会正式许可公布成绩和名次前，

裁判员不得私自与参赛选手或选手派出单位联系，不得透露有关

比赛的任何信息及情况。

（10）坚守岗位，不迟到、早退，无特殊情况不得在竞赛期

间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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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裁判员要提醒选手注意操作安全，对选手的违规操作

或可能引发人身伤害、设备损坏等事故的操作应立即制止并向现

场负责人报告。

（12）裁判员有违反比赛纪律，由裁判长确定立即停职工作，

由候补裁判替代。

四、赛场设施、设备安排

（一）赛场规格要求
物联网技术项目赛场场地总体面积 140m2（15m×9m），工位最大

设计数 6 个（4m×3m），含 1 个备用竞赛工位。赛场区域设立操

作区和非操作区，每个选手操作区域均配置独立电源装置；场地

外另有选手休息室、技术支持区等工作区域以供工作人员现场提

供赛事保障服务。

（二）场地布局图
竞赛场地布局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注：最终以场地实际布局为准。

（三）设备设施条件
物联网技术实训平台一套，计算机 2 台，工具箱及耗材 1 套，

工作台 1 个。

（四）软件要求
物联网技术实训平台一套，计算机 2 台，工具箱及耗材 1 套，

工作台 1 个。
序号 环境名称 工具（系统）全称

1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操作系统（64 位）；

Ubuntu 21.10 操作系统（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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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运行环境

Docker 19.03.5；

Docker-compose 1.23.0；

MySQL 5.7；

Redis 5.0.4

eclipse-mosquitto 1.6

.Net Core 3.1

Node v12.13.1

Nginx 1.16.0

ffmpeg

VS Code 1.43 +

Visual Studio 2019

3 其他工具
Microsoft office 2016 及以上版本

Microsoft visio 2016 及以上版本

五、安全、健康及其他要求

竞赛以安全规范为首要宗旨，请各位参赛选手自行购置意外

保险；

裁判/选手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携带个人照相机、手机及其他

具有存储和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进入竞赛场地中的选手工位，除

非由裁判长或裁判长助理批准。

选手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携带纸质文件或材料进入竞赛场地。

在选手竞赛场地工位中记录的笔记必须竞赛期间全程都留在选手

桌上。不得将任何笔记带出竞赛场地。

竞赛中如果出现设备故障，选手必须立即举手通知裁判。裁

判应将选手因故障不能操作的时间记录在案。如果设备故障导致

的时间损失，将在模块的规定时间之外给予补时。

如果设备故障前未能存盘导致的时间损失，不予补时。

（一）选手安全防护装备
1.1 安装操作时必须正确使用合适的安装工具，调试、配置

系统时须注意安全用电，必要时须穿戴防漏电、防静电保护手套。

1.2 穿防滑、防砸、防刺穿且不露脚面及脚趾的安全防护鞋。

1.3 选手必须穿长裤参赛，可以穿校服、工作防护服，防护

服必须紧身不松垮，达到三紧要求。

1.4 参赛选手如有长发者，必须穿戴工作帽、确保长发不得

外露。

1.5 严禁使用有缺陷的人身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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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2.1 任何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及腐蚀性材料等危险物品。

2.2 没有生产厂商或未达到国家安全标准的工具、设备。

2.3 任何有可能危及比赛安全、人员安全的违禁物品。

（三）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
必须配备灭火设备。赛场应具备良好的通风、照明和操作空

间的条件。做好竞赛安全、健康和公共卫生及突发事件预防与应

急处理等工作。

（四）医护人员和必须的药品的配备
竞赛现场必须配备必要的医务人员和必须的药品。

（五）赛场安全
1.竞赛组委会须检查、消除赛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好各

种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预案。

2.竞赛过程中，赛场内的工作人员有责任对选手的操作安全

进行监护，发现问题及时制止，避免发生人身或设备安全事故。

3.竞赛过程中，设备组和技术支持人员有责任对选手使用的

设备安全进行监护，发现问题及时制止，避免发生设备损坏。

（六）疫情防控
按照开封市疫情防控的要求和开封市第一届技能大赛组委会

的具体防控要求执行。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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