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编号 选手 年龄 项目简介 

飞机 

维修 
14 1名 <25 

飞机维修项目是指按照标准和程序要求对飞机系统进行检查、维修、故障排除、消除隐患、进行部件安装及修复的竞赛项目。比

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实施一个钣金修复方案；操纵飞行控制系统；完成飞机的日常检查；在一个模拟的覆盖模块上

拆卸和安装飞机部件；对电气线路进行故障排除。 

车身 

修理 
13 1名 <22 

车身修理项目是指通过车身校正平台和相关的测量设备，检测车身损伤程度并修复结构损伤至原厂技术参数的竞赛项目。比赛中

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诊断与校正；更换需要焊接的面板和部件；拆卸、重装或更换以及重组内外部件和面板；正确选择、

组装和使用工具或设备；拆卸、更换和重新安装 SRS系统组件和程序系统。 

汽车 

技术 
33 1名 <22 

汽车技术项目是指在汽修车间进行汽车修理、维护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使用测试仪器测量、检查和

诊断管理系统，找出故障并排除；具备系统的逻辑思维能力，能进行电气系统的构建和测试；可完成制动稳定性控制系统、悬挂

及转向系统、发动机的机械修理，具备传输装置和组件维护、柴油系统和发动机管理等问题诊断及维护能力。 

汽车 

喷漆 
36 1名 <22 

汽车喷漆项目是指运用合适的技术和流程对汽车工件（金属件及塑料件等）上的损伤进行喷漆修复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

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做好喷涂准备，使用适当产品对待加工区进行处理；填补原子灰，并进行打磨和喷涂底漆；调色；按照给定

的图案进行贴护、设计及喷涂；完成抛光操作。 

重型 

车辆 

维修 

49 1名 <22 

重型车辆维修是指技术人员负责大型机械和工业设备维修保养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备组织和执行

有关保养和维护决定，应用最合适的方法完成任务的能力；按照要求进行相应的精密测量、故障检查、相关组件和系统的保养维

修工作；正确使用相关工具，在保养、维修过程中以书面形式清晰、准确地记录每项任务的技术资料。 

货运 

代理 
51 1名 <22 

货运代理项目是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展示项目，要求选手熟练掌握货运代理业务流程，并在规定的期限和压力下完成客户

获取、报价计算、运输管理、费用计算、海运操作、投诉处理和索赔处理等竞赛任务。 

建筑 

石雕 
08 1名 <22 

建筑石雕项目是指进行模板制作，并对石头进行精细的细节设计，在凹版上进行字母切割和简单的浮雕雕刻制作的竞赛项目。比

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在图纸上完成立体图、平面图和剖面图，并按照图纸要求进行处理；能读复杂模板上的信息，

并制作复杂模板和模具；识别常见天然石的缺陷，并修磨和维护；能将信息复制到石头面上。 

砌筑 20 1名 <22 

砌筑项目指通过进行砌铺、垒石料、装玻璃或抹陶土等工作，建造内墙和外墙、隔断、壁炉、烟窗和其他建筑物的竞赛项目。比

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识图、放样和测量；按照图纸进行项目施工；对不同材料采用手工切割或机械切割技术，将砖

块定位并铺设到正确位置；根据规范对接缝进行表面处理。 

家具 

制作 
24 1名 <22 

家具制作项目指使用提供的材料，根据工作图纸和说明书制造一件家具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了解 ISO

标准的工作图与其他图纸上的信息，以及材料的特性和使用方法；将实木和材料板组合成一个组件；将部件组装成一个二维或三

维形态，并检查装配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安装零部件，把门和抽屉组成柜橱。 

 



 

项目名称 编号 选手 年龄 项目简介 

木工 26 1名 <22 

木工项目指覆盖家庭或建筑的测量、切割和元件安装，包括修整楼梯、外墙、屋顶以及定制橱柜等。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

要包括：建造房子的框架和外墙；使用精密工具切割，确保修整和造型细节的精准性；完成粗、精加工并确保每样工作测量和剪

切的准确性。 

混凝土

建筑 
46 2名 <22 

混凝土建筑项目是指技术人员主要进行商业和住宅建设，可在室内外进行工作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

准备简单的现场测量图及相关原材料，计算模板表面和原材料需求等；解读、分析施工方案、材料和零件清单等；完成技术描述

中有关放样测量、模板和钢筋建造、去除模板和再加工等相关任务。 

电气 

装置 
18 1名 <22 

电气装置项目是指运用传统技术和新兴技术，对各类特定设计的商业或家用电气装置进行安装、调试、运行的竞赛项目。比赛中

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熟练多种不同用途的线路系统的安装与调试；使用提供的图纸和文档对安装工作进行规划和设计，

并完成安装；测试安装设备，以保证各项操作正确性；诊断电气装置，识别问题并维修。 

精细 

木工 
25 1名 <22 

精细木工项目是指通过手工和机器，使用各种形式的木接头连接两个或以上的木块，形成结构用于门、窗、楼梯和其他建筑物体

的构建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燕尾榫接头、榫卯接头、饼干榫机、搭接接头和花键连接等。 

园艺 37 2名 <22 

园艺项目是指按照计划，参照规划布局和格式，使用工具，对园林景观进行安装、布置和维护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

要求主要包括：具备园艺植物名称、栽培和护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用专业技能安装、切割、塑造和整理用于不同场景建设的天

然石材、预制混凝土构件和石雕作品；进行草坪铺设、水系统安装布置等。 

油漆与

装饰 
22 1名 <22 

油漆与装饰项目是指通过油漆的方法在建筑物和物体上进行字体、图案点缀和装饰，对建筑物和物体进行保护和维护的竞赛项目。

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读懂设计图纸；利用各种应用字体；刷格板门；会使用壁纸；能对格板门、墙壁等进行装饰。 

抹灰与 

隔墙系统 
21 1名 <22 

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是指通过涂料、装饰材料等，特别是抹灰技术的运用，对房屋建筑进行修建、改善和整修的竞赛项目。比赛

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在石膏板上进行金属框架，隔热、隔音、防火处理；装饰与预制件的处理；判断室内涂料是否褪

色、光滑、有纹理；看懂设计图纸；进行隔墙、天花板、边角处理，石膏板的修整和抹灰，创意与装饰等。 

管道与

制暖 
15 1名 <22 

管道与制暖项目是指为住宅和工业用地安装水管、卫生设备、排水管、制暖管道和太阳能管，包括进行气体和压缩空气管道安装

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据物料和管子的重量选择固定方法；正确配置支架/夹子与管道的直径和号

码，并安装，正确配置卫生/加热电器；进行只有空气的压力调试；预安装简易的管道系统。 

制冷与

空调 
38 1名 <22 

制冷与空调项目指以制冷设备的设计、制作、安装、运行、维护为主，兼顾空调设备安装与维修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

能要求主要包括：制冷系统零部件的安装；管道和电缆的设计、制作、安装、焊接；制冷设备运行调试与检测；空调系统故障的

检修及零部件更换；制冷剂的使用及回收等。 

瓷砖 

贴面 
12 1名 <22 

瓷砖贴面项目是指在多种建筑物的墙面、地板、楼梯上铺设陶瓷、马赛克或天然大理石等材料以起到保护和装饰作用的竞赛项目。

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据图样和说明丈量贴砖的面积，并计算所需最少砖量；移除覆盖物，找平表面；在面砖上

涂抹水泥或粘合剂，把面砖摆成规定的图案，可能需要切割面砖。 

数控铣 07 1名 <22 

数控铣项目是指利用数控铣床通过去除金属材料的方式对工件进行铣削加工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了

解工程图纸和规范，掌握 ISO E和 ISO A图文标识；掌握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的 ISO标准等；进行工艺规划，设置机器特点及

其执行序列；利用 CAD/CAM系统生成程序和 G代码；工件测量和加工；识别不同加工工艺、功能参数，定义和调整切削参数。 

 



 

项目名称 编号 选手 年龄 项目简介 

数控车 06 1名 <22 

数控车项目是指依据技术图纸编制程序，利用程序控制机床，并选择、配置所需切削刀具，生产回转体零件的竞赛项目。比赛中

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了解制造的质量标准，工程及机械工艺；能使用数控系统，并利用 CAM软件进行程序编写；选择并

使用刀具、支撑工具及机床附件；根据条件采用合适的切削参数及排屑技术；对产品进行检测并生产合格零件。 

建筑 

金属 

构造 

42 1名 <22 

建筑金属构造是指进行包括钢结构的建造、架设、组装、维护和修理、通用五金以及在工业和家用产品中的焊接制造的竞赛项目。

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了解普通钢构、建筑用钢构、焊接技术和装修等领域的知识；掌握标注、切削、成形、装配、

焊接、精整、锻压、组装等技术。 

电子 

技术 
16 1名 <22 

电子技术项目是指根据电子学的原理，运用电子元器件设计和制造某种特定功能的电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

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电子产品的电路原型设计、组装和焊接、安装和制作、编程和调试以及维护和测试等；了解电路相关的

技术和理论；熟练掌握电子装接、安装、程序编制、仪器调试、故障维修等技能。 

工业 

控制 
19 1名 <22 

工业控制项目是指根据一个（或部分）工业流程做出的模拟解决方案，进行电气设备和工业自动化元件的安装以及程序设计与调

试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进行电气及自动化设备的安装与调试；搭建控制中心，并编写控制程序；诊

断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通过工具和软件隔离错误；电路设计，设置参数。 

工业 

机械 

装调 

48 1名 <22 

工业机械装调项目是涉及固定式工业机械、机械装备、自动化系统和机器人系统的维护与修理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

要求主要包括：高标准地对对机械工业系统进行构思设计、安装、测试和维修；检测故障；试运转独立式机械自动化系统；具备

工作组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灵活性与深厚的知识体系。 

制造团队

挑战赛 
03 3名 <25 

制造团队挑战赛项目是指进行设备组件的设计与制造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备设计知识，了解建模

技术，掌握制图技术；具备机加工能力，根据图纸，操作机床完成机械加工；具有钣金技术，完成金属板的加工；了解电子工程

知识，设计控制电路，完成电子设备活动；具备焊接技术并能进行设备及工件装配。 

CAD机械

设计 
05 1名 <22 

CAD 机械设计项目是指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对零件、产品进行建模、制图、方案设计和建档等工作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

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了解行业标准、ISO标准以及该领域的最新规定；了解材料及设备知识；进行零配件 3D建模，创建图形

渲染、仿真模拟、物理模型的逆向设计；精通技术绘图的规则和最新标准。 

机电 

一体化 
04 2名 <25 

机电一体化项目是指利用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技术规范和标准为行业建立自动化工程系统，并对其进行维护、修理和优化的竞

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据行业需求设计开发机电一体化系统；正确配置和使用工业控制器；利用软件编

程控制机器和系统运作；故障分析与修复等。 

移动 

机器人 
23 2名 <22 

移动机器人项目是指运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操作实践经验，围绕机器人的机械和控制系统进行工作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

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备设计、生产、装配、组建、编程、管理和保养机器人内部的机械、电路、控制系统的能力；安装、操作

机器人的控制系统；测试机器人每个部件和整体性能，确保符合行业标准。 

 

塑料 

模具 

工程 

43 1名 <22 

塑料模具工程项目是指依据图纸或草图，设计制造金属模具，生产塑料部件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

据提供的塑料制件图纸，进行模具 CAD设计、CAM数控加工；使用加工中心对模具进行加工；使用手工工具对模具进行抛光；完

成模具的装配与调试。 

 



 

项目名称 编号 选手 年龄 项目简介 

综合机械 

与自动化 
01 1名 <22 

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是指使用普通机床生产加工零部件，组装成机械设备，并进行程序调试和自动化控制的竞赛项目。比赛中

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据图纸和控制要求，使用车床和铣床等设备完成主要零件生产；将零部件装配成相应的装置，完

成电路安装、液压与气动连接和 PLC控制，实现规定动作，并能直接应用于自动化生产。 

原型 

制作 
45 1名 <22 

原型制作项目是指根据给定的设计标准和规格，使用指定材料对原有的模具进行测试、修改和制造并加以确定的竞赛项目。比赛

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掌握三维 CAD系统知识；制备二维图纸，用手工或工具制造原型模具；转换和制造零件备件；完

成原型模具的表面处理工作，用喷雾罐上色，用贴纸进行装饰。 

焊接 10 1名 <22 

焊接项目是指按照图纸要求进行组装，并按照规定的方法和标准进行焊接操作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

使用焊条电弧焊-111（SMAW），实心焊丝混合气体（Ar+ CO2）保护焊-135（GMAW）、药芯焊丝混合气体（Ar+ CO2）保护焊-136（FCAW），

钨极氩弧焊-141（GTAW）来进行焊接；理解并掌握各类焊接材料的机械和化学性能。 

信息 

网络 

布线 

02 1名 <25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是指利用以太网技术、局域网技术和办公室/家庭网络技术，进行综合布线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

要求主要包括：根据技术标准的具体要求完成对光纤电缆、铜缆、19寸电缆架的安装；排除光纤电缆和铜缆的故障；对光纤电缆

和铜缆的性能测试，并进行无线技术和网络应用。 

网络 

系统 

管理 

39 1名 <22 

网络系统管理项目指设计复杂网络，搭建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网络，搭建操作系统及服务平台并对其进行管理和运行维护等的竞

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进行新网络系统的设计、安装、升级和配置，保证商业云计算平台服务的连续性；

处理 IT系统的崩溃问题，并进行故障排除。 

商务软件 

解决方案 
09 1名 <22 

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是指采用软件开发工具，开发软件解决方案，支持商业营运及管理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

主要包括：分析用户需求，制定设计方案，生成需求说明；开发基于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的软件系统；设计测试案例并进行软件

测试，处理错误，生成测试报告；撰写技术文档和用户文档；安装、运行、维护系统；准备培训资料，对使用及维护人员进行培

训。 

印刷 

媒体 

技术 

11 1名 <22 

印刷媒体技术项目是指用单张纸胶印机或数字印刷机及其它辅助设备、仪器，利用相关材料，按要求制作加工，获得合格产品的

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有光色理论基础，掌握印刷材料工艺、印刷复制工艺的原理；熟练的计算机操

作技能；了解设备的机械结构原理，能熟练操作主、辅设备并具有日常维护能力。 

网站设计 

与开发 
17 1名 <22 

网站设计与开发项目是指使用计算机工具程序制作网页，包括超链接、图形元素、文字和图片以及后台所有的应用和管理功能的

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进行网页设计；通过前端交互以及后台功能的开发工具编写代码；遵守易用性和

可访问性标准；注重最终产品与标准浏览器和软硬件的兼容性。  

时装 

技术 
31 1名 <22 

时装技术项目是指运用时装材料、搭配、时尚和色彩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根据要求完成时装裁剪、缝制和装饰等工作的竞赛项目。

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据设计主题和流行趋势进行设计；完成技术制图，样板制作和立体裁剪；熟悉各种服饰材

料的性能，熟练运用手工缝制和装饰技术完成服装制作；熟练使用专业设备。 

花艺 28 1名 <22 

花艺项目指根据相关理论和技术设计鲜花、叶子、植物和配饰，合理安排工序来整理花束，同时进行选材和护理的竞赛项目。比

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使用修剪好的花和枝制作花艺作品；挑选并处理花、叶、枝、容器、装饰配件和包装材料；具

有创新性与艺术性；了解如何使花朵尽可能保持新鲜；了解流行趋势对花艺的影响。 



项目名称 编号 选手 年龄 项目简介 

平面 

设计 

技术 

40 1名 <22 

平面设计技术项目是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广告设计、编辑设计、企业和信息设计、包装设计四个竞赛模块工作任务的竞赛项目。

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有创造力，掌握相关理论知识；操作电脑设计软件；能应用广告创意技巧、图形设计、出

版物编辑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和排版等技能；展示产品及进行图形解读。 

珠宝 

加工 
27 1名 <22 

珠宝加工项目是指使用贵金属为不同的客户制造独一无二、美丽和持久的珠宝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

完成珠宝组件的加工和维修操作，组装成品珠宝；解读组件或珠宝首饰图纸；制作贵重合金金属，了解其含量及性质；懂得常见

的设计特征；根据要求切、锯和塑形金属片；制作珠宝组件，会用焊接技术连接珠宝小件。 

商品展

示技术 
44 1名 <22 

商品展示技术项目是指通过设计橱窗和室内陈列摆设，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销售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

通过研究给定的简报、主题和产品，设计独特的橱窗展示图纸；选择并分配所给的设计材料；计划并组织橱窗展示设置，包括优

化空间、创造性使用照明、时间管理等。 

3D数字 

游戏 

艺术 

50 1名 <22 

 

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要求选手熟悉游戏设计生产流程，并在规定的时间和压力下完成概念设计、3D建模、展 UV与绘制贴图、绑

定动画与引擎输出 4个模块的工作任务。 

 

烘焙 47 1名 <22 

烘焙项目是指制作各种烘焙产品并将其投入市场以备商用，制作精致的装饰面包以供展示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

主要包括：制作各种各样的烘焙产品；利用自身技能制作精致的装饰面包；根据原料质量，食品卫生及安全等因素制作产品；调

整配方并适应环境变化；工作效率高，用料节俭；有艺术天赋。 

美容 30 1名 <22 

美容项目是指对皮肤和身体进行按摩和化妆养护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据顾客的特点使用美容、护

肤产品对脸、身体、手和脚进行治疗和化妆；针对色彩使用、个人风格，皮肤和身体护理等提供建议；了解如何选择和使用保养

品；具有卫生、人体学、生理学和皮肤组织学等方面的知识；与客户沟通的能力。 

糖艺/ 

西点制作 
32 1名 <22 

糖艺/西点制作项目指通过自身的艺术才能和美食禀赋为各种不同场合制作花样多变的美味糕点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

能要求主要包括：节俭、创新，苛求质量和工效，遵守卫生和安全规范；理解如何通过生产技能加工原材料，理解食材的色彩搭

配、口味组合和质地协调；用不同材料制作糖果/糕点，并装裱甜点及主糕点。 

烹饪 34 1名 <22 

烹饪项目是指根据健康和安全法规制作菜单，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制作菜肴，并管理一个商业厨房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

技能要求主要包括：根据食谱和标准，准备、腌制、烹饪、呈现菜肴；创新和测试新的食谱；操作食品准备相关的机械；掌握标

准糖果糕点制作技能；制定均衡营养菜单，估算成本；合理安排预算。 

美发 29 1名 <22 

美发项目是指对男士和女士头发进行剪发、接发、烫发、染发、造型、胡须设计等处理和养护，以努力表现客人外形和个性的竞

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有丰富的美发及相关理论知识、审美能力和娴熟的专业技术；完成技术要求很高

的剪发、染色、造型等操作；正确选择和使用化学品；根据要求进行特殊头发护理。 

健康和 

社会照护 
41 1名 <22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是指为顾客提供大量健全的身体和心理帮助，以及个人身心成长和发展方面技术支持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

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备与健康有关的活动及其处理能力，了解许多疾病知识及相关治疗方法；为有需要的人提供营养支

持护理；评估和计划如何传递关爱、合理利用资源；教育和康复活动的组织能力。 



 

项目名称 编号 选手 年龄 项目简介 

餐厅 

服务 
35 1名 <22 

餐厅服务项目是指在餐桌上或吧台提供个性化菜肴和饮料服务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备广泛的国际

餐饮知识；掌握一套完整的服务总规则；沉着、机智、良好的行为举止，能与客人进行良好互动；灵活服务，根据不同场合提供

令客人满意的服务；遵循职业健康与安全规范，最低浪费及环保操作的有关规范。 

水处理

技术 
D1 1名 <22 

水处理技术项目是指对城市或工业供水和废水处理系统进行管理、监控和维护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

能够观察、识别、维护、控制和修理供水及废水处理系统的设备，以及拟定计划和报告等全部工作过程；具备力学、化学、生物、

电气、自动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和专长；能够根据技术文件和规章以及法律要求独立开展工作，并采取措施确保工作中的质

量保证、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 

注：此简介以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各参赛项目及展示项目技术描述为依据，由非专业人员翻译并概括编写，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