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选拔赛北京赛区选拔赛 

1 

 

 

 

 

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选拔赛 

北京市赛区选拔赛 

赛 

事 

手 

册 

 

二 O一六年六月 北京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选拔赛北京赛区选拔赛 

2 

 

目录 

 

一、竞赛安排 ...................................................................................... 3 

二、竞赛规则 ...................................................................................... 5 

三、选手须知 ...................................................................................... 6 

四、裁判须知 ...................................................................................... 7 

五、领队及教练须知 .......................................................................... 7 

六、餐饮与交通说明 .......................................................................... 8 

七、后勤服务安排 .............................................................................. 8 

附件 1：安全应急预案....................................................................... 9 

附件 2：选拔赛赛场平面布局图 .................................................... 13 

附件 3：安全承诺书 ......................................................................... 14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选拔赛北京赛区选拔赛 

3 

 

一、竞赛安排 

1、竞赛总体时间安排 

日  期 时  间 活动内容 地点 

6月 17日 14:00-16:00 召开领队会 世赛集训中心会议室 

6月 19日 8:30-17:30 选手试切 数控六、七车间 

6月 19日 14:00-17:00 裁判（教练）培训、抽取试题、制卷 世赛集训中心会议室 

6月 20日 8:30-13:45 实操比赛 数控六、七车间 

6月 21日 8:30-15:45 实操比赛 数控六、七车间 

6月 21日 全天 成绩评判 检测室 

6月 22日 18：00 公布成绩  

2、选手分组 

1）数控车项目 

2）数控铣项目 

姓名 性别 单位名称 参赛工种 

杨海斌 男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数控铣 

杨静武 男 数控铣 

谢东东 男 
北京市汽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铣 

于行 男 数控铣 

张广益 男 
北京市仪器仪表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铣 

杨鑫瑞 男 数控铣 

张治国 男 
北京市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铣 

徐  建 男 数控铣 

仇光凯 男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数控铣 

张磊 男 数控铣 

李天松 男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数控铣 

李文亮 男 数控铣 

姓名 性别 单位名称 参赛工种 

郭田军 男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数控车 

徐昊杰 男 数控车 

宁雅萍 女 数控车 

季啸天 男 
北京市仪器仪表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车 

黄志院 男 数控车 

苏地 男 
北京市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车 

朱明浩 男 数控车 

赵印 男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数控车 

宋星洲 男 数控车 

冯春冬 男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数控车 

刘金 男 数控车 

杨明春 男 数控车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选拔赛北京赛区选拔赛 

4 

 

3、比赛安排 

数控车项目赛程安排 

6 月 20 日 8:30-8:45 8:45-9:00 9:00-9:30 9:30-13:00 13:00-13:15 

实操检录 技术交流 
刀具准备 

与编程 

模块一 

加工 
清理现场 

6 月 21 日 8:30-8:45 8:45-9:00 9:00-9:30 9:30-13:00 13:00-13:15 

实操检录 技术交流 
刀具准备 

与编程 

模块二 

加工 
清理现场 

数控铣项目赛程安排 

6 月 20 日 8:30-8:45 8:45-9:00 9:00-9:15 9:15-13:15 13:15-13:30 —— 

实操检录 技术交流 刀具准备 模块一加工 清理现场 —— 

6 月 21 日 8:30-8:45 8:45-9:00 9:00-9:15 9:15-11:45 11:45-15:15 15:15-15:30 

实操检录 技术交流 刀具准备 编程 模块二加工 清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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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规则 

1.各参赛队教练作为裁判员参与评判，裁判员应服从裁判长的管理，

裁判员的工作由裁判长指派或抽签决定。 

2.选手在熟悉设备前通过抽签决定使用设备。 

3.比赛前对选手进行现场设备设施培训，并安排每名选手有 4 小时在

各自比赛机床进行比赛样题试切的时间。每名选手独立配备一台计算机。  

4.裁判员在选取试题期间不得离开指定区域、不得记录相关信息、不

得交流串通、不得往外传递试题信息，若违反规定，裁判长有权取消其裁

判资格。 

5.选手在比赛期间、裁判在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录像等设

备，不得携带和使用自带的任何存储设备，不得携带毛坯、成品、半成品

等物品，不得携带任何危险化学品。 

6.非当前竞赛选手不得出现在当前竞赛现场。 

7.同一比赛场次的参赛选手应在指定的时间同时到达竞赛现场，经身

份确认后进入竞赛现场。 

8.选手在拿到竞赛试题后，有 15 分钟的时间（竞赛时间之外）与教

练在竞赛现场公开交流。正式比赛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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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有问题只能向裁

判长反映。 

9.数控车项目每一竞赛模块分为编程、刀具准备、加工三个时间段，

其中编程和刀具准备时间段只能进行本时间段规定的工作，加工时间段可

以同时进行编程、刀具准备和加工。数控铣项目模块 1竞赛时间（4 小时

15 分钟）内，选手可自行安排编程、刀具准备、加工三个方面的工作；模

块 2 竞赛时间（6 小时 15分钟）分为编程（2.5小时）、刀具准备（15分

钟）、加工（3.5 小时）三个时间段，其中编程只能进行本时间段规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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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刀具准备时间段仅能进行编程和刀具准备工作，加工时间段可以同时

进行编程、刀具准备和加工。 

10.竞赛结束以裁判长铃声为界，竞赛选手应在 3 分钟内将赛件、赛

件图样评分标准交至指定地点，选手每晚提交 1 分钟（不足 1 分钟按 1分

钟计）扣除该模块竞赛成绩 5 分。特殊情况下，由裁判长决定是否延长竞

赛时间。 

11.对于违反比赛规则的选手，取消竞赛资格。 

12.主观评分：由 5名裁判员（裁判员不参加本校选手的打分）打分

（1-10分/项），最高最低分差值不得大于 4分，取消最高最低分取平均分。 

13.客观尺寸测量时，对于检测设备无法测量的确需手工测量的尺寸

应经 3 名裁判检测确认，若意见不一致时，以检测组长检测结果为准。 

14.采用世界大赛 CIS 评分系统进行选手总成绩评价。 

15.裁判员需对各自选手的检测评判结果进行签字确认，确认时独立

完成不得公开与其他裁判交流。签字确认过程可以向裁判长提出异议，原

则上不能改变实际结果。 

16.在 6 月 22 日前完成成绩评判、公布选拔结果，并接受选手和仲裁

委员监督。 

三、选手须知 

1、参赛前请认真阅读赛事手册，严格按照赛事手册的安排参赛。 

2、按照世赛规则要求，参赛选手试切须独立完成，教练和其他人员

不得陪同。 

3、参赛选手试切前必须签订安全承诺书，并严格执行试切时间安排。 

4、参赛选手严格按竞赛规则参赛，如有疑议可向裁判长提出，问题

得不到解决可以通过领队向组委会仲裁组申述，仲裁组决议为最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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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赛选手应严格执行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杜绝因违反操作规程产

生的人身和设备安全事故。如因选手个人原因造成的事故，由参赛队及个

人承担全部责任。 

6、选手自带工、量、刃具，自带参赛用品不能满足比赛要求影响比

赛成绩由个人承担责任。 

7、选手自带软件须在试切期间自行安装，其他时间不再安排，如自

行安装软件影响比赛成绩由个人承担责任。 

8、参赛选手在参赛期间，注意交通、饮食及物品安全，如出现紧急

情况，可与组委会联系人取得联系。 

四、裁判须知 

1、裁判长由技术牵头专家担任，裁判长按竞赛规则选聘各参赛队教

练作为裁判员； 

2、裁判在执裁过程中须遵守“公正、公开、公平”的竞赛原则，严

格按照竞赛规则进行执裁； 

3）裁判的具体工作由裁判长在赛前培训会布置，裁判在执裁中必须

服从组委会和裁判长管理； 

4）裁判在执裁中有严重失职行为将被取消裁判资格； 

五、领队及教练须知 

1、各参赛代表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弄

虚作假。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参赛资格，名次无效。 

2、参加竞赛项目的代表队可出一名教练担任相应工种的裁判，组委

会授权技术牵头专家负责裁判人员的身份确定、规则培训及工作安排，裁

判人员务必听从技术牵头专家的安排。 

3、选手试切期间，按世赛规则要求领队、教练及其他人员不得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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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应加强对参赛人员的管理，督促参赛选手要

坚决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做好赛前准备工作，确保选手带好参赛证件和

允许的自备物品。 

5、在比赛中各参赛队如有疑议，可向仲裁组提出申诉，申诉须由领

队在 24 小时内以书面报告送交仲裁组。口头报告或其他人员要求解释处

理，仲裁组不予受理。 

6、仲裁组的决议为最终裁决。 

六、餐饮与交通说明 

1、用餐说明 

6 月 19 日、6 月 20日、6 月 21日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及领队午餐由组

委会统一提供快餐。 

2、交通与住宿说明 

各参赛队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七、后勤服务安排 

1、赛务咨询： 

   联系人：张唯均：13366662240；何  跃 13581571265； 

2、临时车证： 

各参赛队车辆进校园需用 A4 纸打印临时车证，打印内容：“世赛北京

选拔赛”。 

3、停车位：听从车辆引导员安排就位。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选拔赛北京赛区选拔赛 

9 

 

附件 1: 

安全应急预案 

第一章 总 则 

1、为及时预防和有效应对本次比赛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维护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

性，确保竞赛安全、有序进行，根据国家、北京市有关消防安全及卫生等方面的法律、

行政规章，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2、本预案适用于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全国选拔赛组织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在竞赛现场对突发事件的处理。 

3、应急工作原则： 

（1） 把握全局，预防为主。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和事件，提前做好

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2）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成立选拔赛安全领导小组，统一

领导现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3）快速反应，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发生后，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要迅速到位，

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领导小组与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之间协调联动，共同解决突发

问题。 

（4）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突发性事件发生后，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及时报

告安全领导小组。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1、选拔赛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包英华 

副组长：刘斌 

成  员：张献锋、何跃、薛永刚、曲海波、索连重、任永刚 

2、领导小组负责选拔赛安全管理工作，协调联系所在地的公安、消防、卫生、供

电、医务等部门，发生紧急情况时，组织、指挥现场疏散，救援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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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部署赛场各项安全应急工作，负责选拔赛现场安全日常事

务性工作，监督、检查考场各项应急预案的准备、落实情况，指导处理安全事务，向

选拔赛安全领导小组汇报考场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完成选拔赛安全领导小组交办的

其他工作。 

4、学院安全员索连重及数控系安全员任永刚为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负责选拔

赛现场安全应急工作的指挥，选拔赛现场赛务人员应服从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的领

导。 

第三章   突发事件确认 

1、重大突发事件包括：  

（1）发生恐怖事件的； 

（2）参赛人员出现危重疾病症状或发现疑似感染流行性疾病的； 

（3）地震、洪水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影响选拔赛正常进行的； 

（4）发生火灾的； 

（5）其他影响严重的重大突发事件。 

2、 一般突发事件包括：  

    （1）比赛期间突然断电、停电的； 

（2）计算机考试中出现病毒或软件、网络发生故障的； 

（3）赛场内考生参赛人员丢失贵重物品或发生盗窃事件的； 

（4）个别参赛人员突发疾病或者出现伤员需要处理的； 

（5）其他有一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第四章 应急处理方案 

1、突发性事件发生后，事件发现人应立即向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报告。选拔赛

现场安全负责人应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阻止事态恶化并向安全领导小组报告，选拔

赛安全领导小组应迅速制定处理方案并及时通知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组织落实。 

2、在竞赛过程中，参赛人员如出现危重疾病症状，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及医护

人员应及时通知急救中心，送往医院抢救；在医护人员到来之前，选拔赛现场安全负

责人应进行现场看护，并疏散围观人员，保持良好的通风，当病人呼吸暂停、生命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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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时可进行人工呼吸急救。 

3、为预防火灾事件发生，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赛前组织对竞赛现场的消防设备

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完好有效。加强对各种消防器材、消防设施的日常管理，要配齐、

配全灭火器。消防栓确定专人负责，定期检查、测试，随时保持良好状态，并在赛前

检查—次灭火器及消防设施。 

4、如赛场发生火灾事故，现场安全负责人应立即决定停止竞赛，疏散人员，根据

情况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做好事故处理工作，事后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5、当火灾发生时，竞赛现场应当做到： 

（1）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描述如下内容：单位

名称、所在区域、周边显著标志性建筑物、主要路线、火源、着火部位、火势情况及

程度。工作人员随后到路口引导消防车辆； 

（2）消防人员到达前，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立即切断电源，组织学校义务消防

队（保安队）进行扑救，控制火势蔓延，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火灾现场。 

（3）火灾发生后被困烧伤人员救出后应采取简单的救护方法急救，如用净水冲洗

一下烧伤部位，将污物冲净，再用干净纱布简单包扎，同时联系急救车抢救； 

（4）火灾事故后，要控制保护好现场，防止事故扩大。 

6、发生其他不可预测的突发性事件，由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报选拔赛安全领导

小组根据情况做出相应处理。 

7、选拔赛过程中发生一般安全事件，竞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视情况采取合理的解

决措施，并组织实施。并及时上报选拔赛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情

况记录。 

8、竞赛期间突遇断电、停电，赛场安全负责人要做好参赛人员安抚工作，同时检

查断电原因，迅速确认是外部断电还是内部断电。如果是用电超负荷、漏电、电路接触

不良及短路等内部断电，应组织人员立即抢修，尽快恢复供电，并记录断电情况、处理

过程备查。 

如果属外部断电，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与电力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确认恢复

供电时间，同时立即向初赛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并根据指示，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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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赛场内参赛人员贵重物品丢失或发生盗窃事件的，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及时

联系公安机关协助调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同时做好参赛人员安抚工作，保证赛

场正常秩序。 

10、个别参赛人员突发疾病或者出现伤员需要处理的，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应做

好应急处理，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11、发生其他不可预知的一般性突发事件时，现场安全负责人可视情况采取必要措

施，将损失与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12、发生突发事件时，选拔赛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选拔赛现场安全负责人及赛

场全体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严格履行工作职责，密切监视事态发展，随时沟通，妥善

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13、本预案由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数控铣项目北京赛区选拔赛组委会负责

解释。 

14、本预案自 2016年 6月 19日起执行。 

 

应急联络通讯录 

选拔赛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  010-67387521 

匪警电话                  110 

火警电话                  119 

交通事故电话              122 

急救中心                  112/999 

选拔赛现场负责人：索连重 13683210457 

                  任永刚 1365136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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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选拔赛赛场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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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全承诺书 

1、我已接受过机床操作培训，并能安全熟练的操作机床。 

2、我承诺在加工前进行程序的校验，程序校验无误后进行工件

加工。 

3、我承诺在加工过程中穿着劳保服、劳保鞋并佩戴防护眼镜，

严格执行机床安全操作规程。 

4、我承诺在加工过程中发生撞刀等恶性事故时，立即向裁判员

示意并听从裁判员处理，不自行处理。 

5、我承诺确保个人人身及设备安全，爱护、保养好所用的比赛

设备设施，因我个人原因造成设备设施损坏，我会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参赛选手（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