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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木工主要应用于商业和民用建筑项目的施工，主要承担木材或木制品的

加工工作，与建筑行业及相关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木工即可以独立作业也

可以以团队形式作业。木工作业可在室内外进行，比如客户的家里或建筑工

地上。

木工应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依据图纸来放样、划线、精准切割

（如手工或电动工具）、组装和表面处理。

木工工作包括：为住户、商业建筑测量，切割和安装地板、墙壁和屋顶

系统的部件，也涉及台阶、内外装修、屋顶材料、门窗和其它装修部件的测

量、锯切和安装。

木工工作必须精准，以精确的测量和切割来保证产品质量，如修边和成

型工艺都必须有高精度的加工。

（二）基本能力要求

在技能比赛中， 知识和理解的评测将基于技能表现的评测。将不另设单

独的知识和理解方面 的测试。

评分方案和竞赛赛题将尽可能地按照标准说明中所描述的比例来分配分

数。在这不会影响标 准说明所分配的比重的条件下，允许有5%的偏差。

部分 权重(%)

1 安全操作、组织和管理 5

选手需要知道和理解：

任务分析、对危险的察觉和控制

正确选择和使用选手防护设备(PPE)

安全使用、保养、处理与保存工具、设备和材料

解释草图、指令和说明的重要性
与建造项目相关的潜在的环境影响和可持续性问题

选手能力要求：

遵守健康和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章程
发现并控制(消除、隔离和/或减少)危险

必要时正确挑选和使用选手防护设备

在比赛过程中安全地使用、维护、处理和保存工具、设备、和

材料
在竞赛指定的时间内安全、精确和高效的完成项目

利用有效的工作经验， 最小化浪费和合理的使用机械设备
来减少项目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2 商务经营、交流和人际技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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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需要知道和理解：

建设项目中团队涉及到的角色和责任范围， 但不局限于客

户、建筑师、工程师。
与各个部门有效沟通的方法

选手应能够：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积极与相关部门之间进行互

动 与在建项目的各部门间清晰广泛的沟通。
在与各部门沟通过程中表达清晰，易于理解

3 解决问题与创新能力 10

选手需要知道和理解：

常见的变量如材料的可利用性和材料的缺陷会影响建

设 的项目
掌握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前行业知识和未来可能发展趋势的重要性

选手应能够：

预测和防止常见的变量，如合理选料

从根本原因上解决问题，而不是从表面上解决问题 通
过终身学习、培训，紧跟当前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4 识图和书面说明 10

选手需要知道并了解：

通过手绘或CAD软件绘制图纸和书面说明，并掌握制图规

范

识图、书面指令、规格

项目精确的公差

选手应该能够：

准确解释常规和CAD制图和说明书
选择符合图纸和说明书要求的材料

利用合适的方式或技术，根据需要推断信息

在指定公差内加工， 如果没有给定公差要求的情况下， 选 择
在合适的行业标准范围内进行加工。

5 放样与测量 10

选手应该知道并了解：

放样精准的重要性

清楚的了解累积和混合误差所带来的风险和潜在后

果 计算和公式同时运用到放样和核对精度中

选手应该能够：

建设项目要做到准确、清晰及全面放样
避免累积性和混合性误差

运用合适的计算和公式核对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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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作连接点并组装 20

选手应该知道并了解：
了解木料材性

木材中有效连接方式

如何选择合适的手工或电动工具进行精准切割木料

选手应当能够：

合理选择使用手工和电动工具进行安全、准确的加工

识别和加工指定的榫接

7 整体装配 20

选手应该知道并了解：

准确安装结构部件，并对零部件没有损坏，不危及选手自 身

和他人安全或财产安全
定位孔、沉孔、紧固零件的使用方法

选手应当能够：

运用螺丝等五金件准确、牢固及安全地完成装配结合处

合理选用紧固件和五金件

8 表面处理 20

选手应该知道并了解：

依照要求进行表面处理

选手应当能够：

按照标准涂装，并且无涂装缺陷
制造精准榫接，做到无缝连接

用合适的紧固件整洁的固定零部件

在没有提供涂饰标准情况下，采用合适的标准去涂饰。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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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题及评判标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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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命题方式

本项目为可提前公布试题的项目，由专家组根据本《技术描述》的思

路及内容命制试题，并于赛前5天公布（包括试题、评判标准） 。对于公

布的赛题和时间安排，赛前经全体裁判员讨论进行不超过30%的修改

3.竞赛模块

本项目为一个模块， 评分时主要以整个作品进行评分， 所以对每个

模块加工时间没有具体要求。但选手必须按模块一的顺序进行完整放样、

返线、精准加工，方便裁判进行测量。

模块编

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小时

分数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1 基础结构 30 53 (暂定) 83

2 整体外观效果 10 10

3 扣减分项目 5 5

4 职业素养 2 2

总计 13 42 58 100

模块一 基础结构

模块一为基础结构，作为整个作品的基础，由底座、立柱和斜梁

组成；主要包含榫卯接合、 二等分接合、斜接接合等连接结构； 必

须保证其结构稳定， 加工精度高， 基础结构放样步骤简单，主要考

核选手在加工制作过程加工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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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竞赛时间安排如下表：

日期
具体时段

上午 下午

竞赛C2 9:00-12:00 13：00-15:00

2.竞赛流程安排

比赛日程共2天，具体安排和工作流程见下表。

（三）评判标准

本次评分规则参照世界技能大赛评分规则执行。本项目评分标准为测量

和评价两部分。凡可采用客观数据表述的评判称为测量，凡需要采用主观描

述进行的评判称为评价。

竞赛日程 内容 参加人员

C1

13：00～15：00 裁判员工作会议和熟悉赛场 裁判长、裁判人员

13:00～15：00

领队会（赛前说明，抽签，先抽取检

录顺序，再按照检录顺序抽取选手场

次号）
裁判长、裁判人员、领队、选手

15：00～18:00
选手安全教育、熟悉场地、工具进场，

检查选手工具，赛前准备
裁判长、裁判人员、参赛选手

C2

8:00～9:00

检录和抽取工位号（选手须携带身份

证，按照检录顺序检录入场） 裁判长、裁判人员、领队、选手

裁判评判标准培训（模块裁判组长对

各模块裁判员进行故障点与评分细

则说明）
裁判长、裁判人员、参赛选手

9:00～12：00 比赛 裁判长、裁判人员、参赛选手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比赛 裁判长、裁判人员、参赛选手

15:00～17:00 测评 裁判长、裁判人员

17:00～18:00 技术点评会 裁判长、裁判人员、领队、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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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分（主观）

评分范围在0-3之间。为了保证评分的严谨性和一致性，评分应按

照以下方式开展： 根据每个方面来指导判分的基准(标准)

0-3分值范围：

1) 0：低于行业标准

2) 1：符合行业标准

3) 2：符合行业标准，在某些特殊方面超过行业标准

4) 3：完全超过行业标准，并且评价为优秀
三个裁判将对每一方面进行评判，当有本队裁判评价时，将会调用第四

人充当裁判。

（1）暗榫

评分主要是评价单个部件的加工质量，通过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表面平整度
过切

表面平整度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大部分表面粗糙、加工表面不平整，或者残留加工痕迹

1 分 一些表面粗糙、加工表面不清整或者一些表面残留痕迹

2 分 大部分表面光滑、加工表面平整、残留少量加工痕迹

3 分 所有表面光滑、加工表面平整、加工痕迹最少(锯痕、凿痕)

过切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多余的过切大于 3mm 或者榫头被切掉一部分

1 分 中等程度的过切小于 3mm

2 分 较小程度的过切小于 1mm

3 分 没有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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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的整洁度、干净度

裁判根据成品的整洁度、清洁度与整体印象判断项目总体完成情况。

作品完成度

屋顶斜面平整

表面整洁度

螺钉的沉孔深度、尺寸、整洁

作品完成度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缺少 2 个以上部件或装错了位置，面旋转的不正确

1 分 最多缺少 2 个部件， 或者两个部件旋转面不正确，或者 1+1

2 分 最多缺一件部件或者 1 个部件旋转面不正确

3 分 所有部件都安装， 切安装位置正确完美

屋顶斜面平整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屋顶斜梁高低差大于 2mm 或者出檐的前后差大于 2mm

1 分 屋顶斜梁高低差小于 2mm 或者出檐的前后差小于 2mm

2 分 屋顶斜梁高低差或者出檐的前后差很小，略微用肉眼可见

3 分 完美直线

表面整洁度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有许多压痕或者锤痕或者铅笔标记

1 分 有一些压痕或者锤痕或者铅笔标记

2 分 少量难看的压痕或者少量锤痕或者少量铅笔标记

3 分 没有压痕、没有锤痕、没有不必要的铅笔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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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沉孔深度、尺寸、整洁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螺丝钉不高于表面或者沉孔深度超过 5mm,或者有很多毫无意思的
螺丝钉

1 分 螺丝钉高于表面或者沉孔深度不到 5mm,或者有一些不良的安装

2 分 螺丝钉高于表面或者沉孔深度超过 2mm,但螺钉位置安装正确

3 分 螺丝钉安装位置， 深度(不能高于表面且小于 2mm)，数量完美

（3）职业素养

裁判根据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安全操作规范， 个人防护装备的佩戴， 出

现飞料、因违规操作造 成人身及设备损伤、工具及木料摆放整齐有序方面来

评价选手的职业素养,因加工部件较大，加工木屑较多，故此工位卫生不作为

职业素养考核点。

2.测量分（客观）

（1）尺寸测量

由裁判长根据图纸决定哪些尺寸需要测量。

尺寸测量由3名裁判员测量，两个人测量尺寸，一个人负责计数，一个人

负责监督读数，计数，认为有争议时，由裁判长复检测量。

备注：所有尺寸读数估读至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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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差值 分值

（2）眀榫测量

由裁判长根据图纸决定测量哪些明榫。

相同明榫，只测量最大缝隙。

缝隙测量由3名裁判员组成来进行测量，认为有争议时，由裁判长复检测
量。

缝隙差值 分值

X≤0.5mm 100%

0.5mm＜X≤1.0mm 80%

1.0mm＜X≤1.5mm 60%

1.5mm＜X≤2.0mm 50%

2.0mm＜X≤2.5mm 40%

2.5mm＜X≤3.0mm 30%

3.0mm＜X≤3.5mm 20%

3.5mm＜X≤10mm 10%

X＞10m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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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扣减分项目

减分项(至少由两位裁判签字记录)

达到扣除分标准，参赛者需满足如下条件：

以下为扣减项目：

重新切割

换新木料 -1.25 分/次

-2.50 分/根

重新切割定义：在暗榫评分之后，再重切除部分木料属重切。

方式包括：锯切、刨平、凿子修补、砂光或其他相似方式。

换新木料(最多 2 块)。

注：换料后再进行加工不属于重新切割。

三、竞赛细则

（一）裁判任职条件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公正、公平、客观

并具有较强的团体合作精神；

●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

●各参赛队裁判原则上需为在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申

报推荐并备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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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分流程说明

检查方法： 在单个模块部件进行暗榫质量评判时， 若裁判

发现有部件加工与放样不符或者未进行放样部件也加工完成的，

裁判有权要求选手将工件与绘图板上放样进行比对说明 (比对期

间时间扣除，时间顺延)。

●模块一加工完毕， 选手将工件放置木工桌上，并举手示意

裁判可以评分。裁判与选手 先检查工件返线与放样的一致性(比

赛时间暂停，时间顺延)，然后裁判进行暗榫评分，，模块一暗榫

评分完毕，选手可组装模块一；

●选手进行所有部件的组装，之后裁判进行所有模块尺寸测

量，测量期间其他无关人员 (包括选手)需撤出比赛场地。

备注：比赛结束后选手需将自己使用的测量工具，放在作品

边，裁判在测量时使用选手自己的测量工具，防止因测量工具的

误差造成测量误差。

扣分项目以及职业素养在比赛进行中， 赛前公布裁判现场监

督工位分配表，由所负责的裁判 根据选手比赛过程表现做好记录、

保留证据，及时通知裁判长，经选手裁判认可，最终经裁判长 复

核签字生效。比赛结束后 5 个小时完成所有选手的评分工作。

（三）预期分组与分工方案

主要工作 人数 组长

暗榫质量评判 3 待定

尺寸测量 3 待定

眀榫测量 3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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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外观 3 待定

组长需有本项目执裁经验，参加过往届世赛国赛选拔赛者优

先，最终人员由裁判长确定。

（四）裁判违规处罚说明

裁判、选手、 赛区工作人员、参赛队领队等人员要严格遵

守竞赛行为规范。裁判出现 下列情形，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比赛期间与本队参赛选手进行交流；

●恶意干扰其他选手比赛；

●恶意打分或串通其他裁判打分；

●恶意干扰比赛或评分进程；

四、竞赛场地、设施设备

（一）赛场规格要求

本项目场地参照世赛标准及场地实际情况，工位长6m，宽

3m，工位面积18㎡，工位数量为5个。

（二）基础设施清单

1.场地提供的设备工具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品牌 数量

1 工作台 实木 1个

2 垃圾桶 1个

3 清扫工具 1套

4 螺钉 不限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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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地提供的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型号

1 放样板 2.44*1.22 米*12mm

2 放样板底框木条 2100*80*40mm

3 比赛赛题材料清单 根据料单

备注：具体品牌、数量和型号以赛题所需及场地提供为准。

3.选手须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序号 设备名称(或图片) 型号 单位 数量

1 长刨 不限 自定

2 中刨 不限 自定

3 精刨 不限 自定

4 斧头 不限 1个

5 羊角锤 不限 1个

6 凿子 不限 自定

7
扁铲刀

不限 自定

8 油石 不限 1个

9 90°拐尺
不限

1个

10 45°挂尺 不限 1个

11 直角尺 不限 1个

12
画图使用工具(笔、尺 子、

角度规等)
不限 自定

13 钢卷尺 不限 1个

14 夹具 不限 自定

15 手锯 不限 自定

16 槽刨 不限 自定

注：禁止带电动工具、砂纸、和二类工具进入赛场

裁判在测量尺寸时使用选手的画图工具进行测量，选手工作结束后把测量

工具放在作品 上，测量结束后方可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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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 表3 和 表4 表中的材料、工具需报备裁判长同意后方可带入赛场使用。

4.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预制的模具或预制的斜角尺

2 木料(现场提供)

五、健康和安全

（一）选手须自备的防护装备

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规定穿戴防护装备，不穿安全鞋不得进入竞

赛区域。

防护项目 图示 说明

眼睛的防护 防溅入，近视眼镜不可替代

呼吸道的防护 有粉尘施作时，必须佩戴

耳部的防护
工作时不佩戴耳塞或耳

罩会对听力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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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防护

1、必须是长裤；

2、防护服必须紧身不松垮，

达到三紧要求

足部的防护 防滑、防砸、防穿刺、防漏电

（二）赛场安全、健康安排

赛场按规定留有安全疏散通道，配备消防器械等应急处理 设

施设备和人员，张贴安全健康规定和图示。赛场提供安全照明和

通风等设备实施。做好疫情防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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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赛场医药配备

竞赛现场设置救急站，配备专业医务人员和设备，做好医疗

应急准备。

（四）疫情防控要求

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执委会、开封市疫情防控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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