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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描述

1.1 技术描述

油漆与装饰项目主要负责某个建筑内外部的装饰工作，并防止建

筑受水、锈蚀、霉菌及昆虫破坏。要求参赛者能组织工作，自我管理，

具备沟通和人际关系技巧，解决难题，具有创新力和创造力，能够小

心谨慎地做好全面工作且工作精准。在多变的劳动力市场中，油漆和

装饰者能在团队或者单独工作。

参赛选手能够在十分多样化的环境中全方位的工作，这些环境包

括企业、工厂、学校、旅馆、客户住所及天气条件多样的建筑场地。

并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对客户要求及其画图的理解，对设计/颜色、

油漆、喷绘、装饰外层、墙纸、镀金和书写标志提出更高水准的建议。

1.2 选手的能力和知识要求

参赛选手要求具备油漆与装饰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本项

目只进行实操竞赛，理论知识不进行测试。

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1. 各种油漆的产品性能

2. 各种颜色油漆的调色能力

3. 不同基底材质涂漆效果的质量控制

4. 涂漆、喷漆工艺流程

5. 涂漆、喷漆工具使用规范

6. 时间与温度对于涂漆效果的影响

7. 安全环保意识及能力

对选手的要求：

1. 能够做喷漆前的准备工作

2. 能够熟练的使用喷枪

3. 能够把控油漆的成形质量

4. 能够处理不同颜色油漆的相连部

5. 能够合理安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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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够挑选合适的涂漆与刷漆工具

7. 能够熟练的运用刷漆工具

8. 能够根据图形颜色调制合适的油漆

9. 能够根据图形按比例画出图像

10.能够对于油漆的成形质量进行控制

11. 能够合理的把控时间

12.能够按照绿色环保要求处理油漆

2.裁判员和选手

2.1 裁判组

裁判组设裁判长 1名，裁判员若干名。裁判长由山东省选拔赛组

委会确定；裁判员由裁判长提名报组委会确定。裁判组在裁判长带领

下，负责比赛各环节技术工作。裁判组接受山东省选拔赛委员会的技

术业务指导。

2.2 裁判员的条件和组成

2.2.1 裁判员基本条件

参加山东省选拔赛技术工作的裁判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身体健康；

（2）裁判员应具有团队合作、秉公执裁等基本素养，从事本项

目相关工作，具有中级职称以上，能够对于比赛规则、评分标准等较

为熟知。

（3）裁判员应自觉服从裁判长的管理，裁判员的工作由裁判长

指派或抽签决定。各裁判员不得在工作时间无故迟到、早退、中途离

开工作地，否则将视其耽误或缺席预定的裁判工作取消执裁资格。

2.2.2 裁判员的组成

裁判员由裁判长根据裁判员基本条件推荐若干，并报组委会批准。

2.2.3 裁判组成员分组及职责

裁判组成员负责各项赛务工作。主要包括参与确定比赛规则、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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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及相关竞赛技术性工作；负责竞赛场地、设备等的检验；负责

全过程竞赛的执裁工作、检测监督和竞赛成绩的汇总、审核、报批、

发布。裁判组下设 3个工作组，各组的职责如下：

（1）现场监考与安全组。负责竞赛现场的检录、监考工作，主要

包括：核对选手证件；维护赛场纪律；控制竞赛时间；记录赛场情况，

做好监考记录；对情节严重者及时向裁判长报告。

（2）木质门喷漆评判组。负责竞赛项目喷枪组装、喷枪操作、油

漆调色、喷漆遮蔽、喷漆质量的客观与主观部分评判工作。

（3）指定图案刷漆评判组。负责竞赛项目图形控制、刷漆操作、

油漆调色、尺寸控制、刷漆质量的监督和评判工作。

2.3 选手的条件和要求

凡 1997年 7月 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思想品德优秀、身心健康，

具备相应职业扎实的基本功和技能水平，且有较强学习领悟能力，良

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及应变能力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

选手的身体条件应能够适应调漆、喷漆、刷漆等的操作要求，并

具有长时间、高位站立工作的体能。

3.选拔赛试题

3.1 试题说明

竞赛试题由两个模块组成：木质门喷漆及指定图案刷漆

木质门喷漆约 5小时

指定图案刷漆约 5小时

总计约 10小时

3.2 试题要素

试题要素特征主要有：

（1）木质门喷漆：喷涂痕迹、漏涂区域、流坠、颗粒、不透明

度、清洁度。

（2）字体涂刷：颜色准确度、支线和边角情节度、不透明度、

参考点、尺寸精确度

（3）指定图案刷漆:直线和曲线位置、颜色准确度、参考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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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清洁度、周围区域清洁度、尺寸精确度

3.3 试题要求

木质门喷漆时，木质门呈直立状态，不可拆下，门已经打磨并涂

上底漆。指定图案刷漆子模块操作均在中密度纤维板上完成，中密度

纤维板已经涂有白色底漆，且挂置在墙壁上。

3.4 试题配分比例

比赛试题评判共分两个大模块，两个大模块在细分为子模块，总

分为 100分（主观分和客观分合计），见表一。
表一 项目配分表

模块 子模块 评分内容

分值

主观评

判配分

客观评

判配分

合计

A、木质

门喷涂
A-1 喷涂质量

喷涂痕迹 1 7 8

颗粒 1 7 8

流坠 1 7 8

不透明度 1 7 8

清洁度 2 8 8

A-2 喷涂控制 喷涂过程控制 6 4 10

B、指定

图案刷

漆

B-1 图案质量

颜色精准度 2 8 10

刷痕 1 7 8

边角清洁度 1 7 8

B-2 图案精度

参考标记 8 8

尺寸精度 8 8

图案线条 8 8

总计 16 84 100

3.5 评判程序

3.5.1 评判总则

 裁判员将分成多个工作组对各个选手的评分

 根据竞赛日程时间表，明确选手何时必须完成操作

 特定工序评分，需要选手告知裁判，否则此项评分为 0

 主观评分包括比赛中与比赛后作品的评分

3.5.2 评分要求与标准

 按照评分细则做成包含评分要点的评分卡

 每名裁判员根据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的表现，根据要求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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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部分根据评分细则要求，每个裁判选取测量点测量，做

出相应的评判分数

 由工作人员收集裁判的评分卡，并根据加权平均数计算出各

个子模块的得分数

4.选拔赛命题方式

4.1 命题流程

为确保各选手参赛的公平、公正、公开，赛项样题参考世界技能

大赛原题。

（1）选拔赛样题内容包含木质门结构与图案两个模块

（2）选拔赛样题必须在比赛前 1个月提供给参赛队，样题参考

世赛试题，最终试题会与样题做适度更改。

4.2 最终考题产生的方式

由评委组成专家组，依据竞赛规则出样题，并在比赛前一个月交

给参赛队，在竞赛开始的前一天，由裁判长组织全体裁判，从已经出

好的试题中通过抽签方式选取一套，并做适度更改，形成最终竞赛题，

并由人员监督封存，直至比赛前打开，在选择试题到比赛的过程中，

禁止裁判与选手交流。

5.成绩评判方式

5.1 评判流程

选拔赛评判流程参考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分方法进行。喷枪的操作

评判过程待选手准备好后示意裁判，由裁判观看其操作过程并记录分

数，木质门喷漆的其他部分评分待选手操作完成后打出各自分数并记

录；指定图案涂漆由评分组巡视各选手的操作过程，打出主观部分分

数，客观部分待选手操作完成后根据标准打出各自分数并记录， 各

个选手的分数为各个裁判打分的总和的平均数。

5.3 评判方法

总体评判方法及要求见表二。



6

表二 项目评判方法及要求

编号 检测项目 评判方法与要求

1 喷涂痕迹

如在距离 1 米的位置不见缺釉/纹理痕迹加

相应分数，每发现一处刷痕扣一定分数，直

至此项 0分

2 颗粒
如在距离1米的位置不见颗粒加相应分数每

发现一处颗粒扣一定分数，直至此项 0分

3 流坠
表面无流坠得到相应分数，每发现一处流坠

扣一定分数，直至此项 0分

4 不透明度

在距离喷漆或者刷漆1米的位置检查漆面的

不透明度，发现一处不透明度扣一定分数，

直至此项 0分

5 清洁度
周围区域干净清洁得到此项分数，发现一处

污迹扣相应分数，直至此项 0分

6 喷涂过程控制
观看选手喷枪连接操作等的娴熟程度，姿

势，防护用具等，排出选手的先后次序。

7 颜色精准度
与所给颜色明显不符，小有差距，获差距较

大，与图纸对比打出分数

8 边角清洁度

在距离喷漆或者刷漆1米的位置检查边角处

理情况发现一处不透明度扣一定分数，直至

此项 0分

9 参考标记

在距离 1米的位置观察作品表面，检查是否

有切痕等参考标记。扣相应分数，另外每

20mmx20mm 区域内发现一处参考标记再扣同

样分数，直至此项 0分

10 尺寸精度
打分小组随机选择几个个位置进行测量，每

偏离一定位置扣相应分数，直至此项 0分

11 图案线条
线条平直，在 1米处位置不见刷痕，没发现

一处扣相应分数，直至此项 0分

5.4 裁判员在评判工作中的任务

主观评判根据评判方法，由裁判员评判出分数选手不同意主观分

数，进行复检必须征得裁判长的同意方可进行，复检结果必须有检验

员、3名监督裁判员及裁判长的签字。

客观评判依据于评判方法，每名裁判员打出相应的分数。

5.5 成绩的录入

在裁判员相互监督下将各个裁判员的评分结果输入计算机评分

系统，由计算机自动评判结果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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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监督与仲裁

设置相应的监督与仲裁机构，接受选手、参赛队、裁判的质疑，

负责监督竞赛公正、仲裁争议。

6.赛场基础设施

6.1 硬件设备要求

模块 A：木质门

门由中密度纤维板制成，表面已进行了预涂，已打磨光滑，涂有

底漆，并使用了高光或半光泽涂料。参赛者手持喷枪对于门的指定区

域喷涂指定颜色的油漆，门的尺寸为 800 ×1900mm。如下图：

模块 B：指定图案涂漆

设计：门板尺寸为 1100×1000mm。该门板由中密度纤维板制成，

并涂底漆（分散性白色底漆）。

根据给定设计进行操作。徒手涂漆，不得使用遮蔽胶带、遮蔽膜、

或者屏蔽罩。允许使用漆刷、滚筒漆刷、支腕杖/划线板。我们将为

参赛者提供原色材料，参赛者必须根据颜色表的要求进行操作。参赛

者不得使用标记笔绘图，仅能使用铅笔。图中不能有可见的标线。不

得使用小刀进行刮削。参赛者须根据指定颜色进行涂漆。样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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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提供的工具及材料清单

参赛方为比赛选手提供一下工具及材料。

表三 提供工具及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搅拌棒 12 抹布

2 喷枪 13 配料桶

3 滚筒 14 电子称

4 漆刷 15 计时器

5 手套 16 色浆

6 人字梯 17

7 原色油漆 18

8 量杯

9 色卡

10 直尺

11 铅笔

6.3 选手自备物品清单

选手自备劳保用品，包括防护眼镜、防护服等。

7.选拔赛场地及安全要求

7.1 场地照明及环境温度要求

照度大于 600 勒克斯

场地温度 18-24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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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场地消防和逃生要求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竞赛前必须明确告诉选手和裁判员安全

通道和安全门位置。赛场配备灭火设备，并置于显著位置。赛场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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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选手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规定穿戴防护装备，遵循操作时的佩戴要求，

见表 7和表 8。

表四选手必备的防护装备

名称 图例 备注

防护镜
必须是防溅入式防护镜

近视镜不能代替防护镜

防护服

（1）防护服必须紧身不松

垮，达到三紧要求

（2）女性必须带工作帽、

长发不得外露

表五 选手操作时佩戴要求

时段 要求 备注

在比赛过程中

使用喷枪操作时

必须佩带。

7.4 医疗设备和措施

比赛期间，赛场医护人员始终在比赛现场，并配备必须的药品，

同时与东营市人民医院保持医疗通道畅通。

8.选拔赛竞赛流程

8.1 竞赛流程

油漆与装饰项目赛程安排（供参考，以实际比赛时赛程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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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六 项目赛程安排

时间 事项 地点 备注

2018 年 3 月 26 日

8:00-12:00

参赛单位及选手报

到，领取参赛证件，

入住酒店

大赛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26 日

14:00-15:00
参赛选手参观场地 比赛场地

2018 年 3 月 26 日

15:00-16：00

选手抽签确定比赛工

位
比赛场地

不到场抽签视为

放弃比赛

2018 年 3 月 27 日

8:00-18:00
正式比赛 比赛场地

提前10分钟进场

操作打分

2018 年 3 月 27 日

18:00-19:00
评委打分 比赛场地

各评委打分平均

数

2018 年 3 月 28 日

8:00-9:00
根据分数确定名次 大礼堂

2018 年 3 月 28 日

9:00-10:00
比赛点评 大礼堂

2018 年 3 月 28 日

10:00-11:00
比赛颁奖 大礼堂

所有获奖选手参

加

2018 年 3 月 28 日

11:00
选手、评委离开

8.2 裁判员的工作要求

（1）裁判员应服从裁判长的管理，裁判员的工作由裁判长指派

决定，裁判员工作工位由裁判长主持赛前抽签确定；

（2）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设备；

（3）比赛期间，在比赛现场，除裁判长外，任何人员不许主动

与选手接触与交流，除非选手举手示意指定现场裁判解决比赛中出现

的问题；

（5）比赛结束后裁判员要命令选手停止操作。监督选手交回工

件、试题和评分表；

（6）现场裁判记录选手比赛时间，包括操作期间的主观评分等。

8.3 选手的工作内容

（1）选手通过抽签决定竞赛顺序和比赛工位；

（2）在比赛日内，选手一律不准携带工具、材料、比赛试题、

评分表等离开比赛工位；

（3）选手禁止将记忆棒、手机、照相机、摄像机等带入比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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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不得携带和使用自带的任何存储设备；

（4）选手在赛前拿到竞赛试题后，不能与任何裁判员在竞赛现

场讨论交流，除裁判长同意例外；

（5）比赛任务期间，除裁判长、现场裁判长外任何人员不得主

动接近选手及其工作区域，选手有问题只能向现场执行裁判反映；

（6）参赛选手只允许在自己的比赛场地工作，如果有特殊原因，

必须通知现场裁判并在事件记录表中签字，比赛仍继续，除非客观事

故发生时才考虑暂停（比赛时间）；

（7）参赛选手只允许使用为自己准备的工具与材料等，不得使

用他人的工具与材料，除非裁判长同意。

（8）未经现场裁判长允许，选手不得拖延比赛时间；

（9）从安全方面考虑，禁止在比赛车间跑动；

（10）违规选手一经发现，由现场裁判员提出警告，并报告裁判

长。由裁判长依情节判断是否中断比赛（不存在补时），直至取消竞

赛资格；

（11）在竞赛过程中如发现问题，选手应立即向现场执行裁判反

映。得到同意后，选手退出到工作区外等候，问题处理完后方可继续

比赛。补时时间为从选手示意到故障处理结束这段时间，选手和现场

裁判确认和签名；

（12）每一模块正式比赛前 10分钟为选手准备时间，不允许进

行操作；

（13）比竞赛开始与结束以裁判长铃声为界。比赛结束哨声响起

以后，选手应立即停止所有工作，选手每晚停止 1分钟（不足 1分钟

按 1分钟计）扣除该模块竞赛成绩 1分；

（14）选手停止操作后，应对工位进行打扫，确保干净整洁，工

位整洁情况，计入比赛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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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开放现场的要求

9.1 对于公众开放的要求

在不影响选手比赛和裁判员工作的前提下提供开放式场地供参

观者观摩。

利用显示屏等显示操作者的操作过程。

9.2 对于赞助商和宣传的要求

经组委会允许的赞助商和负责宣传的媒体记者，按竞赛规则的要

求进入赛场相关区域。上述相关人员不得妨碍、干扰选手竞赛，不得

有任何影响竞赛公平、公正的行为。

10.绿色环保

10.1 环境保护

任何工作都不应该污染、破坏赛场内外和周边环境，赛场内禁止

吸烟。

10.2 循环利用

所有可循环利用的材料都应分类处理和收集，不得随意废弃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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