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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赛介绍 

上海市“星光计划”第九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由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民

办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育技术装备中心、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上海科技馆承办。大赛借鉴世界技

能大赛的先进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校企合作，促进专业发展，展示师生风

采。提高学生素养，培育工匠精神。发挥大赛社会效应，展示职业教育成果，服

务上海产业转型发展，增强职业教育影响力和吸引力，迎接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在沪举办。 

 

2.赛场导览图 

         
 

3.项目简介 

3.1项目描述 

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俗称 3D打印，融合了计算机辅

助设计、材料加工与成型技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通过软件与数控系统将

校门 

技能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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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以及医用生物材料，按照挤压、烧结、熔融、光固

化、喷射等方式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的制造技术。相对于传统的、对原材

料去除－切削、组装的加工模式不同，是一种“自下而上”通过材料累加的制造

方法，从无到有。这使得过去受到传统制造方式的约束，而无法实现的复杂结构

件制造变为可能。 

参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增材制造”项目比赛内容，增材

制造项目需要参赛选手完成零件的三维数字建模、产品的拓扑优化、逆向工程、

工程图绘制、实物三维扫描、数据处理等一系列操作任务。 

3.2竞赛模块 

模块 A：数字建模、拓扑优化 

模块 B：扫描与数据处理、逆向建模、工程图绘制 

本次大赛分为复赛及决赛两部分。所有选手均须参加复赛，复赛成绩合格的

选手颁发相应的技能评价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根据实际参加复赛的人数，复赛

名次排名前 60%的选手可进入决赛。 

3.3场地布局示意图 

 

 

 

 

 

 

 

 

 

 

 

 

 

 

 

 

 

 



 

 

4.参赛选手及裁判组 
 

4.1参赛选手 

姓名 参赛单位 姓名 参赛单位 

徐佳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张迎新 上海电机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王柏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钟意 上海电机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张旭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吴佳伟 上海电机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李羿辰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尉志冬 上海建桥学院 

朱涛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罗锋 上海建桥学院 

李龙波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林胜涛 上海建桥学院 

朱佳俊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龙子真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秦翰伟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马乾芬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郑磊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学东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4.2裁判组 

岗位 姓名 

裁判长 吴晨涛 

裁判员 李春梅 

裁判员 陈堰芳 

裁判员 高苏启 

裁判员 张利华 

裁判员 潘铭杰 

裁判员 李清 

裁判员 许世越 

裁判员 何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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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赛务方案 

5.1竞赛总体日程安排 

活动 时间 地点 备注 

评分细则录入 C-4，4月 18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裁判组会议 
C-1，4月 21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选手熟悉场地  

竞赛 C1，4月 22日  

说明：C-1表示大赛前一天，C1表示大赛第一天。 

 

5.2赛前沟通与准备 

C-4, 4月 18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9:30—17：30 评分细则录入、检查和确认 
裁判长 

登分员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C-1, 4月 21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9:00—11:30 

裁判组会议 

裁判长 

裁判员 

质量督导员 

技术支持单位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1.裁判组专业培训 

2.裁判长分配裁判员执裁任务 

3.裁判长对试卷进行检查确认 

4.技术支持单位确认比赛当天技术

保障小组和赛务保障小组人员工作

岗位和工作任务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13:30-14:00 选手抽签 
参赛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14：00-15：30 
自带工具检查、进场 

选手熟悉场地与设备 

裁判长 

裁判员 

参赛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15:30—16:00 裁判长赛场检查，封场 

裁判长 

裁判员 

技术支持单位 

 

5.3竞赛安排表 

比赛第一天（C1）4 月 22 日 

时间 项目 

7:15 工作人员报到 

7:30 裁判报道、选手报到检录 

7:50-8:00 项目赛前会 

8:15-8:45 扫描与数据处理（第一场) 

8:45-9:00 设备复位 

9:00-9:30 扫描与数据处理（第二场) 

9:30-9:45 设备复位 

9:45-10:15 扫描与数据处理（第三场) 

10:15-10:30 转场 

10:30-12:30 模块 A：数字建模、拓扑优化 

12:30-16:00 模块 B：逆向建模、工程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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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项目 

16:15-16:45 技术点评 

17：00-19：00 裁判评分 

19:00-21:00 登分，成绩汇总,裁判核并签字 

竞赛工位数 
扫描工位 电脑工位 

8个 18个 

备注 根据回避原则，裁判应回避自己所在单位的选手评分 

 

6.竞赛规则 

6.1 赛场纪律 

6.1.1 参赛选手须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带照片的社会保障卡、公安局核发

的机动车驾驶证、初中职学校在校生学生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原件）及参赛证进入

赛场，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6.1.2 参赛选手应准时参赛，迟到 30 分钟以上者，将不得入场，按自动弃

权处理。 

6.1.3进入考场后，参赛选手应按照抽签号进入相应工位，并检查设备状况。 

6.1.4除选手自备物品外，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其他物品进入竞赛区域。 

6.1.5参赛选手着装、用品等在外观上不应显示选手所在参赛单位等个人信

息。 

6.1.6 裁判长发出开始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6.1.7竞赛期间，每位参赛选手必须独立完成所有竞赛内容，除征得裁判长

许可、否则严禁与其他选手、选手所在参赛单位裁判员交流接触，否则将取消比

赛资格。 

6.1.8参赛选手应爱护赛场设施设备，操作规范，注意安全。参赛选手在操

作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裁判长视情况决定是否暂时中止选手竞赛。 

6.1.9 参赛选手遇有问题应向裁判长举手示意，由非所在参赛单位裁判员负



 

 

责处理。 

6.1.10 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可饮水、上洗手间，但其耗时一律计入竞赛时

间。 

6.1.11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再将其他工具、材料、设备和资料携带

入竞赛区域，也不得接受其他人员从场外传递的任何工具、材料、设备和资料等，

违反者将被取消本模块评分。 

6.1.12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进入其他选手工作区域，不得干扰或影

响其他选手比赛，经过提示或警告仍不改正者，将取消该选手的竞赛成绩，禁止

该选手继续比赛。 

6.1.13参赛选手不得在作品上做任何不属于试题要求范围的标记。 

6.1.14参赛选手存在违纪行为并经确认的，由裁判长决定取消部分模块或

所有模块成绩。 

6.1.15 裁判长发出结束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依

次有序地离开赛场。如发现未停止操作并不听劝阻的,予以取消该模块成绩的处

理。 

 

6.2 异常情况处理 

6.2.1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发现设备异常的，须立即举手示意，经裁判长

及技术人员核查后，确定是否中断比赛时间。因选手个人原因导致设备故障而造

成比赛延误的时间，计入选手比赛时间并不予补偿。 

6.2.2参赛选手中途自行放弃比赛的，应向裁判长提出，经裁判长同意并由

参赛选手本人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部分模块弃权的，弃权模块成绩不得

分。整场比赛弃权的，竞赛成绩为 0分。 

6.2.3竞赛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由裁判长及技术负责人进行处理，裁判

长视处理结果决定是否继续竞赛。 

6.2.4 竞赛过程中受到外围干扰的，裁判长向干扰者提出警告，并视情况决

定是否将干扰者驱逐出赛场。 

 

6.3 现场防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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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进入赛场完成“健康码”认定，并做好健康监测。

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应至少提前 14天进行自我健康监测，自觉做好自我防护。

并签订疫情防控期间个人承诺书以及完成疫情防控期间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入场

登记表。 

 

6.3.2 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参观者应持健康码（绿码）和行程码，接受测

试体温入场，排队等候入场时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距离。在场馆内、人员密集或

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米）时，人员需全程戴口罩。 

6.3.3 对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参观者进行健康安全管控，测温检查等，为

没有携带口罩的参加人员提供口罩。当日要对赛场内竞赛用品等物体消毒，物件

表面可用 1%过氧化氢或 250mg/L含氯（溴）消毒液每日擦拭消毒 1次。 

     

7.竞赛监督仲裁 

7.1情况反映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发现裁判执裁或竞赛过程中存在问题，

可由选手或其所在参赛队裁判及时向裁判长反映，裁判长应及时处理并给予答

复。如发现裁判长在处理中存在问题，可由领队直接向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书面

反映。 

 

7.2异议处理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对裁判长处理结果有异议，可通过领队

向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书面反映并举证。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经调查，属于技术

问题的，可要求裁判长组织裁判人员复核，形成处理意见。属于违背公平公正原

则的，由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直接处理，并将处理意见报大赛组委会。 

 

7.3最终裁决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对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的处理结果仍

有异议，可由领队在本次竞赛活动结束前，书面向大赛组委会提出申诉，由大赛



 

 

组委会做出最终处理决定。 

 

7.4裁判人员间争议处理 

竞赛评判过程中，裁判员之间产生争议的，依据评判规则要求由裁判长进行

裁决处理。裁判人员如对裁判长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可向裁判长书面申请，启

动全体裁判人员表决程序。表决程序在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监督下，由裁判长组

织全体裁判人员通过讨论并投票确定，裁判长不参与投票，获得半数以上裁判同

意的方案将作为最终技术问题裁定意见。 

 

8.竞赛行为规范 

遵章守纪、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是全体参与本次竞赛相关人员必

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8.1遵章守纪 

严格执行竞赛技术规则，遵守各项竞赛纪律，自觉维护竞赛秩序，不干扰比

赛正常进行。履职尽责，忠于职守，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工作。严守各

项安全工作规范，确保人身、设备安全。发扬团队合作精神，服从工作分工，做

好本职工作。不因任何机构和个人而影响本人履职尽责，不擅自传播未经核查证

实的言论、信息，不无故退赛。 

8.2诚实守信 

诚实办赛、诚实评判、诚实参赛，客观、实事求是通过正当渠道反映竞赛过

程中的问题。信守承诺，保守秘密。不擅自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与本次竞赛有

关的培训和信息咨询，不向任何机构或个人透露影响竞赛公平、公正的信息。廉

洁自律，不徇私舞弊，维护竞赛声誉和形象。 

8.3公平公正 

裁判员应依据竞赛规则开展技术准备和评判等工作，公平公正对待每个参赛

单位和每位参赛选手。技术支持单位应公平公正做好相关保障工作。各参赛单位、

各项目裁判组在组织实施竞赛和处理争议时，应依据竞赛规则实施，确保公平公

正。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预正常的比赛和评判工作，任何人不得利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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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从事影响公平公正的培训、推销、赞助等活动。 

8.4公开透明 

充分保证各参与方的知情权。各项目裁判组做出的各项技术方面的决定，应

事先征求相关参与方，特别是各参赛单位的意见，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向各方公

布。各项目裁判长在竞赛过程中的争议处理，应符合竞赛规则要求，在广泛听取

各方意见，全面了解、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处理，并做到处理程序和结果公开

透明。 



 

 

鸣  谢 

 

技术支持单位 

 
上海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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