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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农机修理工

二、竞赛目的

通过农机修理工比赛，检验选手对大中型轮式拖拉机等现代农

机装备的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为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行业人员提

供技能展示平台，提高学生和职工的理论知识水平与实际操作技能

水平，加快农机高技能人才培养，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农业机

械使用与维护专业人才。

三、竞赛内容

本赛项采用技能操作竞赛，竞赛时间为60分钟。竞赛内容为大

中型轮式拖拉机底盘传动、制动、液压系统的检查与调整；电路和

油路故障的诊断和排除；拖拉机启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操作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清洁、检查比赛所需工量具与零

件设备等。

(二)拖拉机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

包括轮式拖拉机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含拖拉机底盘传动系统、

行走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启动前的检查，

电路系统的故障诊断与排除；柴油机电控高压共轨系统的检测与故

障排除；柴油机排放污染物烟度值的检测；拖拉机液压系统测试等。

(三)拖拉机总成件（含机构和系统）的维修。

包括各类总成件维修。含发动机维修、传动系统维修、变速箱

维修、前桥维修、后桥维修、行走系统维修、制动系统维修、转向

系统维修、液压系统维修、全车电路及全车电器维修等。

(四)零件鉴定。

(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整理、清洁作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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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选手

大赛设学生组和职工组，各地州市、区属院校及企业每个项目

可选派4名选手参赛，其中，职工组和学生组各2名。具备农村户籍

且2021年9月1日前年满16周岁、法定退休年龄以内的人员（含灵活

就业人员）均可报名参赛，鼓励各地州市已脱贫劳动力参赛。已获

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的人员，及在2019年

至2021年各类竞赛中已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

再以选手身份参赛。

五、竞赛流程

各参赛队的参赛日程及竞赛顺序由赛前抽签决定，竞赛日程安

排如表1所示。

表1 竞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第1天

10:00-14:00 参赛代表队报到

16:00-17:00 开幕式

17:00-18:30
参赛代表队领队会议抽签、确定组别号赛代表队熟悉

场地

18:30-19:30 领队会议

第2天

8:00-8:15 拖拉机故障设臵

8:15-8:30 检录抽签

8:30-13:00

拖拉机维修比赛

3场比赛，每场90分钟（1小时比赛时间，30分钟设备

和场地恢复）

第1场：8:30-10:00

第2场：10:00-11:30

第3场：11:30-13:00

13:00-14:00 中午就餐时间

14:00-18:30

拖拉机维修比赛

3场比赛，每场90分钟（1小时比赛时间，30分钟设备

和场地恢复）

第4场：14:00-15:30

第5场：15:30-17:00

第6场：17: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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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18:45 设备恢复及场地准备

18:45-19:00 裁判评分

19:30-20:00 闭幕式

六、竞赛赛卷

农机修理工样卷

竞赛内容：拖拉机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

要求选手在固定的工位上操作，拖拉机不允许移动。竞赛时严

禁拆卸燃油供给系统。

竞赛选手在固定的工位上独立完成大型拖拉机底盘传动系、制

动系的检查调整；电路故障排除；电控高压共轨系统的测试、诊断

与排除；液压系统油压测试；柴油机排放污染物烟度值的测试。并

填写记录表2至表6。

（一）判断排除拖拉机底盘故障。

1.调整主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符合技术要求。

表2 离合器调整记录表

项目
主离合器

踏板自由行程

调整参数值

（mm）

2.调整行车制动器踏板自由行程，符合技术要求，并填写记录

表。

表3 制动器调整记录表

项目

制动器

制动限位螺钉与制动泵之间

间隙
踏板自由行程

左 右 左 右

调整参数值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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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排除电源、起动、照明、仪表及信号电路故障。

（三）判断排除燃油系统故障。

（四）判断排除电控系统故障。

表4 拖拉机电控系统检测数据记录表

监控量名称
万用表检测值

(电压)

万用表检测值

（电阻）
备注

电池电压

发动机转速

冷却液温度

大气压力

机油温度

进气压力

进气温度

表5 电控高压共轨系统检测数据

元件名称 工况 电阻值(Ω)
数据流读数
电压值(V)

数据流读数
（℃）

水温传感器

怠速工况

（ ）r/min

运转工况

（ ）r/min

分析结论

（五）使用油压表对液压系统压力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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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液压系统压力测试

测试工况：

项目

检测值

（MPa）

测试位臵

（六）使用烟度计测试柴油机排放污染物烟度限值。

表7 柴油机排气烟度限值测试记录表

测试方法： 烟度计型号：

机 型 发动机型号

起始转速

（ ）

rpm

终止转速

（ ）

rpm

烟度Rb
平均值

1 2 3

测试值

结 论

（七）零件鉴定:发动机气缸与活塞的鉴定。

按两个方向、三个截面的气缸鉴定要求，对柴油机的气缸、活

塞、活塞环进行以下内容的鉴定，对已使用过的旧气缸与旧活塞鉴

定并填表记录。

1.气缸的圆度；

2.气缸的圆柱度；

3.气缸的最大磨损量；

4.气缸与活塞的配合间隙；

5.气门间隙调整

6.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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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旧的气缸与旧活塞鉴定记录表

气缸型号（直径mm） 活塞行程（mm）

A：缸径与曲轴平行的方向、B-B：缸径与曲轴垂直的方向

缸 序

项 目

旧气缸
备 注

A-A B-B

旧活塞裙部直径（ ）mm 气缸与活塞修理参数

气缸内径测量

（ mm ）

气缸未磨损

（ ）

距气缸上

端面

（mm）

S1 标准圆度 0.005

S2 允许不修圆度 0.020

S3 极限圆度 0.050

最大圆度 标准圆柱度 0.012

最大圆柱度 允许不修圆柱度 0.025

最大磨损量 极限圆柱度 0.100

气缸与活塞最大间隙 标准间隙 0.150

鉴定结论： 极限值 0.35

表9 气门间隙调整

气门间隙调整
进气门 标准间隙 0.25

排气门 标准间隙 0.20

七、竞赛规则

(一)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比

赛前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由各地州市、区属院校

及企业人社行政部门于本赛项开赛10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

经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后予以更换。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

换参赛队员。

(二)比赛前一天安排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召开领队会议，抽

签确定各参赛队的组别。参赛选手出场顺序、位臵、比赛所用器材



8

等均由抽签决定，不得擅自变更、调整。

(三)参赛选手提前30分钟检录进入赛场，按照抽签的工位号参

加。

(四)比赛，竞赛开始后迟到15分钟以上者取消比赛资格；开赛

30 分钟后，选手方可离开赛场。

(五)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人员的统一布臵和安

排，比赛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六)赛场提供竞赛指定的专用材料与工具，参赛选手不可自带

工具。参赛选手应认真阅读竞赛须知，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按竞赛

规则、项目与赛场要求进行竞赛，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及存储设备、

纸质材料等物品进入赛场，赛场内提供必需用品。

(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参赛队及个人信息。

(八)竞赛过程中如因材料、设备等原因发生故障，应由项目裁

判长进行评判；若因选手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而无法继续比赛，

裁判长有权决定终止该选手或该队比赛，若非选手原因造成设备故

障的，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如果裁判长确定为设备故障

问题，将给参赛选手补足技术支持人员排除设备故障所耽误的竞赛

时间。

(九)比赛结束前10分钟，裁判长提醒一次考生比赛时间，当裁

判长宣布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必须马上停止一切操作，按要求位

臵站立等候撤离比赛现场。

(十)参赛选手若提前结束比赛，应由选手向裁判员举手示意，

比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选手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并按要求撤离比赛现场。

(十一)大赛在赛项执委会领导下，裁判组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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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赛项成绩评定，确保比赛成绩准确无误。竞赛成绩由裁判长和监

督仲裁长审核签字后方可宣布。

八、竞赛环境

竞赛场地由承办院校提供合乎规范要求的场地。按照6个比赛工

位加1个备用工位计算，其竞赛场地面积和比赛工位设臵如下，具体

见表9。

表 10 项目占地面积及工位数

比赛工位（个） 单个工位面积（㎡） 竞赛场地面积（㎡）

10 60 600

每个工位占地面积 60 平方米，赛场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

设有尾气抽排通风装臵，提供稳定的电、气源，场地采光、照明和

通风良好。竞赛工位平面布局图如下1所示。

图1 竞赛工位平面布局图

赛场内安排有裁判工作区、休息区、监督仲裁室、专家室、医

疗室、选手封闭室、卫生间等区域；裁判工作区、监督仲裁室、选

手封闭区刚性隔离，配备志愿者，严禁外人进入；现场配备音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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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计时器，准确把控竞赛时间；赛场准备机要室，严禁外人进入，

钥匙由裁判长和监督仲裁长分别掌握。

九、技术规范

（一）工具的选用与正确使用；量具的选用与正确使用；钳工

装配知识、维修设备（液压检测、尾气检测、故障诊断仪等）的使

用方法。

（二）掌握拖拉机底盘传动系统的检查与调整方法、拖拉机底

盘制动系的检查与调整方法、液压系统压力的检测方法；掌握起动

前准备及安全注意事项；判断排除电源、起动、照明、仪表及信号

电路故障；判断排除发动机电控高压共轨系统的故障诊断、掌握柴

油机排放烟度值的检测方法。

（三）掌握拖拉机发动机维修、传动系统维修、变速箱维修、

前桥维修、后桥维修、行走系统维修、制动系统维修、转向系统维

修、液压系统维修、全车电路及全车电器维修等。

（四）掌握拖拉机常用零件鉴定方法。

（五）掌握相关技术标准：

1.农机修理工职业标准（职业编码6-06-01-01）。

2.普通和窄V带传动第1部分：基准宽度制 GB/T13575.1-2008。

3.机械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5226.1-2008。

十、技术平台

（一）拖拉机选用国内市场占有率高的主流机型，拖拉机发动机

采用高压共轨柴油机。

（二）比赛用工具由国内知名厂家提供。

（三）拖拉机比赛工位需配备柴油机故障诊断仪一套和烟度计一

台。柴油机故障诊断仪选用国内主流品牌，烟度计选用滤纸式烟度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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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每工位所需的设备、器具、材料见表10。

表11 拖拉机维修竞赛设备、器具、材料

序号 设备、器具、材料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大中型轮式拖拉机 台 10

2 发动机等各类总成件 台 10

3 柴油机故障诊断仪 套 10

4 烟度计 台 10

5 工具车 台 10

5-7 层，摆放

拆装工具及

检测仪器、

安全帽等

6 拖拉机随车工具 套 10

7 组合工具 120 件 套 10

8 数显万用表 只 10

9 不锈钢游标卡尺 0-200mm 把 10

10 千分尺 50-75mm 把 10

11 千分尺 75-100mm 把 10

12 量缸表 把 10

13 测试线
线径 4mm2 多股线，

长度1m，两边带夹子
副 10

14 试灯笔 只 10

15 检修工作灯 只 10

16 活动扳手 10" 只 10

17 活动扳手 18" 只 10

18 圆头锤 把 10

19 橡胶锤 把 10

20 三角止胎器
长*宽*高：

39*16*18CM
只 10

21 一字起

100mm、150mm、

200mm、

300mm

把 10

22 十字起

100mm、150mm、

200mm、

300mm

把 10

23 钢直尺 150cm 把 10

24 钢直尺 300cm 把 10

25 卷尺 长度5m 把 10

26 钢丝钳 8" 把 10

27 剥线钳 8" 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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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尖嘴钳 8" 把 10

29 塞尺 把 10

30 开口扳手 6-32mm 套 10

31 铜棒 根 10

32 安全帽 顶 10

33 防护眼镜 副 10

33 轮胎气压表 只 10

34 生胶带 匝 10

35 电工胶带 匝 10

36 剪刀 把 10

37

笔（石笔、铅笔、记

号笔、签字笔、粉

笔）

只 10

38 工业吸油纸 卷 10

39 躺板 个 10

注：拖拉机维修项目机具准备数量按照报名人数来调整。

十一、成绩评定

（一）裁判及评分细则

本赛项设裁判长1人，副裁判长1人，另设评分裁判、现场裁判、

加密解密裁判。裁判设臵原则是每个工位设2个固定评分裁判，现场

裁判1名，加密解密裁判1名。

根据工作需要，裁判组由裁判长、加密裁判、现场裁判、评分

裁判共同组成。

加密裁判：负责组织参赛队伍（选手）抽签并对参赛队伍（选

手）的信息进行加密、解密。加密裁判不得参与评分工作。

现场裁判：按规定维护赛场纪律，按操作规范做好赛场记录，

对参赛队伍（选手）的现场及环境安全负责。

评分裁判：负责对参赛队伍（选手）的技能展示、操作规范和

竞赛作品等按赛项评分标准进行评定。

裁判组成员须根据赛项执委会和赛项专家组的要求和安排，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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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赛前培训，认真学习赛项竞赛规程，熟悉比赛规则、注意事项、

技术装备和评分方式，统一执裁标准，提高执裁水平。

若按30个队测算，分五批次（每批次6个队）进行比赛，该赛项

设裁判长1人，副裁判长1人，按照每个工位两个评分裁判2人计算，

评分裁判12名，现场裁判1名，加密解密裁判1名，共需裁判15名。

裁判需求表如下表 10 所示。

表11 裁判需求表

序号
专业技术方向、知识

能力要求

执裁、教学、

工作经历

专业技术职称（职业

资格等级）

满足一项即可

人数

1

农业机械或机械大类

专业方向，懂农业机

械专业知识，会农机

操作与农机修理规程

规范。

5年以上

1.副高以上职称；

2.讲师或工程师3年

以上从业经验；

3.技师3年以上从业

经验；

4.从事农机行业5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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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分原则及实施

1.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2.认真调试各考核工位车辆、仪器设备，保证考核条件一致。

3.裁判队伍考前封闭竞赛预演培训，借用视频、图片等载体掌

握操作过程的评判标准，借用诊断报告样品掌握诊断报告的评判标

准，并对裁判的判罚进行分析对比，对不合理的判罚进行纠正，以

保证裁判标准一致。

4.技能竞赛时，设臵副裁判长1名，协助裁判长工作，每个工位

设 2 名工位裁判，具体进行评分工作，独立打分，确保公平公正。

设臵现场裁判2名，维持赛场秩序。

（三）评分细则

大中型轮式拖拉机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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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评分细则具体见表12。

表11 大中型轮式拖拉机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要点分 评分标准

1 准备工作

操作前准备，包括

清洁、检查和备齐

所需工量具等

5

未检查扣2分，检查漏一项扣0.5

分

未清洁扣2分，清洁漏一项

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判断、排除

底盘故障

判断排除传动系故

障
6

工具、量具选用错误每次扣0.5分

工具、量具使用错误每次扣0.5分

故障判断不准确每项扣2分

测试部位不正确每处扣2分

测试方法不正确扣2分

调整结果有误每项扣2分

填写记录表遗漏一处扣1分

填写记录表内容错误一处扣1分

制动器两块踏板调整不一致扣1分

工具及零件脱手落地每次扣1 分

（以下相同）

量具脱手落地每次扣2分（以下相

同）

判断排除制动系故

障
8

判断排除行走系统

故障
7

判断排除液压系故

障

（用油压表测试液

压系主要性能参

数）

9

仪器调试不正确扣2分

仪器安装不正确扣2分

测量方法不正确扣2分

测试转速不正确扣2分

测试参数不正确每项扣2分

分析结论不正确扣2分

3
启动，了解

故障征象

启动前的检查启动

根据征象诊断故障
5

启动前的检查检查漏一项扣1分

启动，启动操作错误，每项扣1分

诊断故障不准确每项扣2分

4
判断、排除

电路故障

使用万用表对电路

进行检查
2

不使用万用表扣2分

不能正确使用万用表扣1分

判断并排除电源电
路故障

5

工具、仪表选用错误每次扣0.5分

工具、仪表使用错误每次扣0.5分

故障判断不准确每项扣2分

判断并排除启动电

路故障
8

判断并排除照明、

信号及仪表电路故

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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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控高压共

轨系统检

测、故障排

除

使用诊断仪对电控

高压共轨系统进行

检测、判

断故障点

6

故障判断不准确每项扣2分

测试部位不正确每处扣2分

测试方法不正确每次扣2分

测试参数不正确每项扣2分

测试工况不正确扣3分

测试数据不正确扣2分

分析结论不正确2分

排除方法不正确扣1分

诊断仪连接操作不正确扣2分

检测传感器、执行
器、ECU

12

故障排除后，5 秒

内能顺利启动，发

动机各缸燃烧正常

2

6

柴油机排放

污染物烟度

值检测

正确安装烟度检测
仪

5 工具、选用错误每次扣 0.5 分

工具、使用错误每次扣 0.5 分

仪器调试不正确扣 2 分

仪器安装不正确扣 2 分

测量方法不正确扣 2 分

测试参数不正确每项扣 2 分

正确进行柴油机排

放烟

度检测

5

正确读取检测数据 5

7
安全文明生

产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整理、清洁作业现

场

5

非规范操作扣 1 分

操作现场不整洁扣 1 分

现场未整理扣 1 分

8 综合扣分项

工具及零件脱手落地每次扣1分

量具脱手落地每次扣2分

因操作失误造成零件及工量具损坏每次扣3分

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每次扣1分

因违规操作发生重大人身或设备事故，全题按零分计

上述每个项目配分扣完为止，未完成部分不得分

得分相同者按完成时间排序，用时少者列前。

合计 100

（二）成绩构成

比赛项目满分为100分，选手竞赛成绩相同时，完成工作任务所

用时间少的名次在前。

（三）成绩审核

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仲裁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 的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

抽检覆盖率不得低于15 。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判

长，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5 的，

裁判组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16

（四）成绩公布

选手成绩经复核无误，由裁判长、监督仲裁人员签字确认后公

布。

十二、赛场预案

（一）竞赛设备移动应急预案。

竞赛中由于选手误操作，造成拖拉机移动的状况裁判或技术人

员应立即予以制止，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二）设备仪器损坏应急预案。

赛场每个工位安排一名技术人员（由厂方提供），及时解决比

赛中突发的设备故障，解决不了的，采用备用工位，保证竞赛正常

进行。

（四）医疗及安全预案。

1.赛场内设臵医疗救护区，竞赛期间，安排医生随时处理突发

的医疗事件。

2.比赛期间发生大规模意外事故和安全问题，发现者应第一时

间报告赛项执委会，赛项执委会应采取中止比赛、快速疏散人群等

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并第一时间报告赛区执委会。赛项出现重大安

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赛区执委会决定。事后，赛区执委会

应向大赛执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须知。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竞赛组委会有关要求，参加竞赛活动

的各代表队须签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在领取承诺书后，需

认真学习相关内容，按照要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如实填报各类信息，

任何人瞒报、谎报、漏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

点信息， 造成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将由相关部门依据《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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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承诺书签署

后交由会务组统一保管。所有人员应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

求，如有发烧、咳嗽等症状应及时报告，按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及时

处臵。

十三、赛项安全

（一）比赛环境

1.赛项执委会须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住宿场所和交通

保障进行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布臵，赛场内

的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如有必要，也可进行赛

场仿真模拟测试，以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承办单位赛前须按照执

委会要求排除安全隐患。

2.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要求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凭赛项执委

会印发的有效证件进入场地，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比

赛现场内应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

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节，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3.承办单位应提供保证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对于比赛内容涉

及高空作业、可能有坠物、大用电量、易发生火灾等情况的赛项，

必须明确制度和预案，并配备急救人员与设施。

4.严格控制与参赛无关的易燃易爆以及各类危险品进入比赛场

地，不许随便携带书包进入赛场。

5.配备先进的仪器，防止有人利用电磁波干扰比赛秩序。大赛

现场需对赛场进行网络安全控制，以免场内外信息交互，充分体现

大赛的严肃、公平和公正性。

6.赛项执委会须会同承办单位制定开放赛场和体验区的人员疏

导方案。赛场环境中存在人员密集、车流人流交错的区域，除了设

臵齐全的指示标志外，须增加引导人员，并开辟备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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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赛期间，承办单位须在赛场管理的关键岗位，增加力量，

建立安全管理日志。

（二）生活条件

1.比赛期间，原则上由赛项执委会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和指导教

师食宿。

2.比赛期间安排的住宿地应具有宾馆/住宿经营许可资质。以学

校宿舍作为住宿地的，大赛期间的住宿、卫生、饮食安全等由赛项

执委会和提供宿舍的学校共同负责。

3.各赛项的安全管理，除了可以采取必要的安全隔离措施外，

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和人身自由。

（三）组队责任

1.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

2.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对所有选手、

指导教师进行安全教育。

3.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对参与比赛人员的安全管理，实现与赛场

安全管理的对接。

（四）应急处理

1.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赛项执委会，

同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赛项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

并报告赛区执委会。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

赛区执委会决定。事后，赛区执委会应向大赛执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2.竞赛期间发生疫情，发现者应立即报告赛项执委会，同时采

取措施避免疫情扩散，赛项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报告

赛区执委会，是否推迟竞赛或停赛由赛区执委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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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罚措施

1.因参赛队伍原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取消其获奖资格。

2.参赛队伍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

警告无效的，可取消其继续比赛的资格。

3.赛事工作人员违规的，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情节恶劣

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十四、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规定的地区代表队名称。

2.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比赛

前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本

赛项开赛10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经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

后予以更换。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队员。

3.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凭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比

赛及相关活动。

4.参赛院校须为参赛队员购买保险。

5.参赛院校人员应遵守承办院校发布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

（二）指导教师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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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队领队要坚决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参赛人员

的管理，做好赛前准备工作，督促选手带好证件等竞赛相关材料。

3.竞赛过程中，除参加当场次竞赛的选手、执行裁判员、现场

工作人员和经批准的人员外，领队、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一律不得

进入竞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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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赛代表队若对竞赛过程有异议，在规定的时间内由领队向

赛项监督仲裁组提出书面报告。

5.对申诉的仲裁结果，领队、指导教师要带头服从和执行，并

做好选手工作。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

否则以弃权处理。

6.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大赛专用网页有关赛项的通知和内容，

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的规程、技术规范和赛场要求，指导选

手做好赛前的一切技术准备和竞赛准备。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应按有关要求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否则取消竞赛资

格。

2.参赛选手凭统一印制的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竞赛。

3.参赛选手应认真学习领会本次竞赛相关文件，自觉遵守大赛

纪律，服从指挥，听从安排，文明参赛。参赛选手请勿携带与竞赛

无关的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及其他资料与用品进入赛场。

4.参赛选手应提前 30 分钟抵达赛场，凭参赛证、身份证件检

录，

5.按要求入场，不得迟到早退。竞赛开始后迟到 15 分钟以上

者取消比赛资格；开赛 30 分钟后，选手方可离开赛场。

7.参赛选手应按抽签结果在指定位臵进行比赛。

8.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不得在赛场

内大声喧哗，不得作弊或弄虚作假；同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确保设备和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选手因素

造成设备故障或损坏，无法进行比赛，裁判长有权终止该队比赛；

若因非选手个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的，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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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参赛选手必须按规范要求操作竞赛设备。一旦出现较严重

的安全事故，经裁判长批准后可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

10.竞赛时间终了，选手应立即结束操作。经现场指挥人员发出

指令后，方可离开赛场。

11.在竞赛期间，未经执委会的批准，参赛选手不得接受其他单

位和个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参赛选手不得将竞赛的相

关信息私自公布。

（四）工作人员须知

1.大赛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服从执委会统一指挥，认真履行职责，

做好比赛服务工作。

2.全体工作人员要按分工准时到岗，尽职尽责做好份内各项工

作， 保证比赛顺利进行。认真检查、核准证件，非参赛选手不准进

入赛场。同时，要安排好领队、指导教师休息。

3.比赛出现技术问题（包括设备、器材等）时，应及时联系各

项技术负责人，妥善处理；如需重新比赛，须得要得到执委会同意

后方可进行。

4.如遇突发事件，要及时向执委会报告，同时做好疏导工作，

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确保大赛圆满成功。

5.要认真组织好参赛选手的赛前准备工作，遇有重大问题及时

与执委会联系协商解决办法。

6.各项比赛的技术负责人，一定要坚守岗位，要对比赛技术操

作的全过程负责。

7.工作人员不要在赛场内接听或打电话，负责现场的人员在比

赛期间一律关闭手机。

十五、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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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2小时之内向监督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

书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

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面申诉

不予受理。

赛项监督仲裁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

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

可由各地州市（单位）领队向赛区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赛区仲裁

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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