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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1.工作内容

电子技术项目旨在考核选手的电路设计能力、嵌入式编程能

力、线路板测量及故障检测能力以及电子线路安装与调试能力，

通过实施真实的工作任务来考察选手的综合职业能力等。竞赛中

选手须完成：电子电路设计与装调（原理图与 PCB 设计、安装与

调试），单片机 C 语言编程，电子产品故障检修。

2.工作标准

参赛选手必须了解与电子产品设计、组装、维修及调试有关

的国家职业标准、公认的行业和企业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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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电路设计与装调

50
工作能力

认真阅读技术文件、测试文件及图纸，运用 Altium

Designer17.0.6 软件绘制电路原理图和设计印制电路板

（PCB），运用最佳设计规范对 PCB 进行布局和走线设计，

输出有效的 PCB 加工文件和相关工程文件。电子线路安装

与调试能力。

2 单片机 C 语言编程

30

工作能力 根据电路工作过程,画出软件流程图,根据流程图编写相应

的程序,进行调试，生成 HEX 文件并下载到 51 单片机中。

3 电子产品故障检修

20

工作能力
诊断电路板错误处或其它原因引起的故障，使用手动工具

和电烙铁等调整、替换不良电路和电子元件，使用标准测

试设备调试电路，并分析评估其性能，决定是否需要调整。

总分值 100

二、试题及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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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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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样题和技术文件等。

不公开内容包括：最终赛题。

不公开内容由裁判长组织围绕命题思路、关键考核要点等进

行讨论，对提出的问题及时解答，吸收合理的意见建议，并作相

应修改。与实际公布的样题思路进行不超过 30%的修改确定最终

竞赛试题。

2.操作比赛包含以下 3 个模块：

模块一——电子电路设计与装调。

模块二——单片机 C 语言编程。

模块三——电子电路故障检测。

（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电子技术项目比赛总时间为 6 小时，在 1 天时间内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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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电路设计与装调

电路设计（原理

图及 PCB 设计）
2 小时 30

电路板装调 1.5 小时 20

模块二 单片机 C 语言编程 1 小时 30

模块三 电子产品故障检修 1.5 小时 20

合计 6 小时 100

2．操作试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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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块一说明——电子电路设计与装调

本模块要求选手完成电路设计（原理图及 PCB 设计）和

电路板安装与调试。

具体要求为：

认真阅读技术文件、测试文件及图纸；

对基本电子线路模块进行部分设计或修改；

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编辑报表及报告；

运用 Altium Designer17.0.6 软件绘制电路原理图；

运用 Altium Designer17.0.6 软件设计印制电路板（PCB）；

绘制电路时元器件图形标准采用软件中默认标准；

对提供的零部件进行自检；

结合设计文件对线路板进行组装；

电路组装标准采用 IPC-A-610-F 相关标准；

填写相关工作记录文件;

全部完成后通报裁判，双方签名确认完成，并接受裁判检

查。

（2）模块二说明——单片机 C 语言编程

本模块要求选手完成程序编写、调试与下载，根据试题

要求实现电路功能。

具体要求为：

认真阅读技术文件、测试文件及图纸；

提供电路板、单片机、电子设备等；

对所提供零部件进行自检；

运用 C 语言编程；

编译程序并下载到 51 单片机中；

定位、纠正和修改程序，在演示板中展示要求的动作；

全部完成后通报裁判，双方签名确认完成，并接受裁判

检查。

（3）模块三说明——电子电路故障检测

本模块要求选手对故障电路板进行故障检测、故障修复

和功能调试。

具体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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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阅读技术文件、测试文件及图纸；

对提供的零部件进行自检；

使用电子仪器对电子线路进行测量；

诊断电路板错误处或其它原因引起的故障；

使用手动工具和电烙铁等调整、替换不良电路和电子元

件；

电路维修标准采用 IPC-A-610 相关标准；

使用标准测试设备调试电路，并分析评估其性能，决定是

否需要调整；

全部完成后通报裁判，双方签名确认完成，并接受裁判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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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电子电路原理图设计 15 15

B
电子电路 PCB 设计 15 15

C
电路板板功能 10 10

D
电路板焊接工艺 10 10

E
单片机 C 语言编程 30 30

F
电子产品故障检修 20 20

合计 10 90 100

（1）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分为 3 个等级，裁判根据选手完成情况进行打分，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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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例：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目标

（2分）

印制电路组件上无焊料球现象

可接受 焊料球被裹挟、包封或连接(例如从获在免洗残留物内，包封在敷形涂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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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人员：全体裁判员、裁判长

检测设备和量具：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烙铁、万用表、直流电源、电脑等。

（1.5 分） 层下，焊接于金属表面，埋入阻焊膜或元器件下)。

焊料球不违反最小电气间隙。

缺陷

（1分）

焊料球未被裹挟、包封、连接或正常工作环境会引起焊料球移动。

焊料球违反最小电气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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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示例 配分 正确完成得分 未完成得分

故障的发现

和修复
找到故障元件或故障点 2 2 0

2.评分表制定原则

根据试题具体情况制定评分表时可参考以下原则：

（1）评分点分布要均衡，以得分计算总分（不要以扣分计算）。

（2）得分项要细化配分要精确，每小项配分不宜过高（以不

超过 0.5～3 分为宜）。

（3）不应出现因某项配分过大直接影响总成绩或比赛结果，

通常不设否定项。

（4）操作技能评分标准参照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

评分标准制定。

（5）成绩并列时，依次以模块一、模块二、模块三分值决定

名次顺序。

3.评判方式

（1）评判流程

评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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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评分由 5 名裁判员负责共同打分并记录结果。

硬件设计组件测试至少由 3 名裁判员负责操作和监督测量数据并记录检测结果。

嵌入式系统编程测试至少由 3 名裁判员负责检测和监督测量数据并记录检测结
果。

故障诊断、维修与测量至少由 3 名裁判员负责检测和监督测量数据并记录检测结果。

所有检测数据由裁判长输入，进行评分、统计与排名。

电子技术项目裁判工作流程图

（2）评判方法

主观评判时，作品提前进行临时密封，再由专家和裁判共同

对其进行分类评价。硬件设计组件评判可采用游标卡尺、万用表

等测试仪器进行测试的方法检测，嵌入式系统编程评判可采用调

试作品功能与标准对比的方法检测，故障诊断、维修与测量模块

可采用示波器、万用表及相关仪器进行检测。

4.评判标准

所有客观评判必须依照相关模块的《评分表》进行逐条评分。

主观评分由现场裁判组进行，对选手作品做评价，最终汇总在相

关《评分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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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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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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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裁判与选手不能进行单独交流，竞赛时如有选手提出问

题，必须有 2名及以上裁判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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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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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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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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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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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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比赛场地使用的主要设备电子技术综合实训考核设

备，由实训台、实训屏、电脑桌、计算机、工具柜、电子模块等

组成。

（二）软件要求

1. 原理图与 PCB 设计使用软件：Altium Designer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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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片机 C 语言编程使用软件：Keil uvision2、STC-ISP

下载烧写软件（单片机型号为：STC89C52）

（三）量具与工具

1.工具配置

1） 万用表 套 6

2）
彩色数字存储

示波器
SX01048U 套 6

3）
函数信号发生

器
SXG0808U 套 6

4） 数字台式电源 SXD3203U 套 6

5） 连接器 条 若干

6） BNC 电缆 条 6

7） 锡丝 卷 若干

2.参赛选手需自带工具设备清单（参考）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位

1 电烙铁 30-60W防静电 1 个

2 热风抢 550W防静电 1 套

3 尖嘴钳 1 把

4 剥线钳 1 把

5 压线钳 1 把

6 斜口钳 1 把

7 十字螺丝刀 3×75mm 1 把

8 一字螺丝刀 3×75mm 1 把

9 钟表螺丝刀 1 套

10 助焊剂 1
11 无铅焊锡丝 1 卷

12 电工胶布 1 卷

13 游标卡尺 1 把

14 书写、绘图及测量工具
钢笔或水笔/HB铅笔/三角尺/橡皮/铅
笔刀/卡尺

1 套

五、安全、健康要求

竞赛的安全目标——事故为零。

（一）选手安全防护装备

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规定穿戴防护装备。

1.任何操作须穿着符合国家标准的工作服或者组委会统一发

放的服装。

2.如操作会引起噪音，允许带耳塞或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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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焊接操作时必须使用合适的护目镜、防静电手环防护。

4.当系统带电会危及身体时或不确定是否带电情况，操作必

须带绝缘手套。

5.如为长发、必须带工作帽、保证头发不会卷入设备。

6.严禁使用有缺陷的人身防护用具。

（二）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1.任何储存液体、气体的压力容器。

2.任何有腐蚀性、放射性的化学物品。

3.任何易燃、易爆物品。 任何有毒、有害物品。

4.任何没有生产厂商或达不到国家安全标准的工具及设备。

5.任何可能危及安全问题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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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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