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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技能大赛评分标准
看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技术指导专家组长：

卢 勤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比赛现场



一、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信息网络布线是针对建筑物中所有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建设
施工的一项技术。具有信息网络布线技能的人员，能够构建如广域网
（WAN）、局域网（LAN）、有线电视（CATV）等所有的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这项工作是具有高技术性的，并且需要具有详细的专业知
识。以此才能够自主设计并安装符合客户需求的网络，同时符合公认
的行业标准。具有信息网络布线技能的人员，是在具备了网络基础知
识上，去安装相应的通信线缆，以达到网络设计预定的目标，以及能
够测试网络可否使用，维修、维护和调试网络。

竞赛项目名称：信息网络布线
竞赛项目英文名称：Information Network Cabling

比赛时间：4天， 完成5个模块的比赛内容。
选手要求：25岁以下各界青年，由1人独立完成工作。



模块一 建筑群的光缆布线系统，
比赛时间为4.5小时。针对建筑群的光缆布线拓扑，能够计

划和设计布线系统路由;安装FODB光纤分布配电箱、井下接头
盒、光端盒、光纤的 FO输出点;在桥架上光缆布线;线缆的整理;

测量光纤链路损耗。要 求熟练掌握48芯和24芯等光缆的开缆、
熔接和盘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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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楼宇结构化布线系统，
比赛时间为6.5小时。按照楼宇结构化布线的图纸要求，计

划和设计布线系统; 在19英寸机架上安装超五类、6A、大对数
语音以及光纤配线架；在墙面上安装FO和TO输出信息点;对超
五类、6A、大对数电缆和12芯光纤等多种类型的线缆进行布线
和端接；管理电缆;测试各个链路。要求按照工业标准进行施工，
操作规范，质量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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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智能家居/办公应用安装调试，
比赛时间为3.5小时。对房间内进行双绞线、语音线缆、有

线电视和光纤的布线，安装住宅信息箱内配线架并端接和测试。
安装摄像头、无线路由器等无线网络设备，能够组建和调试无
线网络以及智能终端设备。



模块四 光纤熔接速度测试，
比赛时间为1.5小时。其中，在1小时内做光纤熔接速度比

赛的准备工作，包括开缆、固定线缆和熔接好一根尾纤。在0.5

小时内对两根5米长的48芯光缆的四端进行有序的熔接，若两组
48芯光纤熔接后能串成一条通路，则可以测量连接后整体通路
的长度，通过计算熔接点的个数和损耗来评价光纤熔接的速度
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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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铜缆和光纤布线的故障排除，
比赛时间为20或30分钟。采用线缆测试仪对光纤

链路或铜缆链路进行检测。要求能分析出故障现象、原因、故
障点以及解决办法。



获奖情况：2013年第42届在德国莱比锡获得优胜奖。
2015年第43届在巴西圣保罗获得铜牌。

金牌 银牌 铜牌

第41届

（2011年）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第42届

（2013年）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第43届

（2015年）

日本 巴西 中国（林洪伟）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近三年奖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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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文件体系

Technical Descriptions
技术文件

Test Projects
比赛试题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Infrastructure Lists
基础设施列表

Venue Layouts
场地布局

Workshop Layouts
工位布局

Skill Management Plans
技能管理计划

Resources
其他资源

https://www.worldskills.org/internal/competition-documentation/worldskills-abu-dhabi-2017/technical-descriptions/
https://www.worldskills.org/internal/competition-documentation/worldskills-abu-dhabi-2017/test-projects/
https://www.worldskills.org/internal/competition-documentation/worldskills-abu-dhabi-2017/health-and-safety/
https://www.worldskills.org/internal/competition-documentation/worldskills-abu-dhabi-2017/infrastructure-lists/
https://www.worldskills.org/internal/competition-documentation/worldskills-abu-dhabi-2017/venue-layouts/
https://www.worldskills.org/internal/competition-documentation/worldskills-abu-dhabi-2017/workshop-layouts/
https://www.worldskills.org/internal/competition-documentation/worldskills-abu-dhabi-2017/skill-management-plans/
https://www.worldskills.org/internal/competition-documentation/worldskills-abu-dhabi-2017/resources-worldskills-sao-paulo-2015/


一、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世界技能组织对文件可分为三类：
（1）官方管理文件（official documentations）
（2）竞赛技术文件（competition documentations）
（3）其他资源（others）



特点：文档齐全
提前公布
不断更新完善
整体有规范
具体项目有规则

赛题提前公布，比赛时
修改30%

所有裁判由选手的教练
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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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A – Knowledge，布线基本知识（10%）
包括：网络基础知识、各种线缆材料知识、工程标准、测量方法等。
B – Cabling，布线设计与安装 （35%）

包括：设计线缆路由、预留余长整理、设备安放和固定方式、按布线标准安排回转半
径等布线参数。
C – Functionality，布线功能效果和质量（15%）

包括：正确的连接线序、损耗小、实现通信功能、通过验证测试和认证测试、正确填
写安装和检验文档等。
D – Process，工艺规范和操作技能（25%）

包括：规范施工、专业操作、符合标准、符合实际施工状况、作品美观、操作过程是
否影响网络质量等。
E – Speed，操作速度和规定时间内娴熟完成的数量（10%）
包括：任务完成的程度、单项技能操作速度等。
F – Safety，遵守健康与安全标准规范（5%）
包括：安全与健康要求、环境整洁、安全操作、正确穿戴防护等。



评价指标分为A、B、C、D、E、F六个要点，含有主观评分和客观评分进行评判。主
观评分小于15%，含在六个要点之中。每个评估标准包括：
A –质量
评估每条电缆，路线，设计等的条件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电缆固定好坏;电缆布线整理的状况;布线是否基于标准或竞赛的标准等。
B -正确的操作过程
在比赛期间评估测试项目是否以正确的操作过程。 一般评价点如下：
以专业方式执行的工作任务;是否布线过程类似于实际布线领域处理电缆和材料;

如果操作过程不会对网络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是否违反竞赛规则。
C - 功能
使用测量设备评估网络布线的质量。 至于质量，它包括以下内容：
线缆连接图的结果;认证测试结果光纤损耗结果; •评判检验单。
D - 基本安装
在电缆系统中安装成功的基本连接数（达到所需的技能标准）。
E- 知识
评估掌握各项标准的知识，测量方法和布线标准的知识。
F - 安全
所有任务按照WorldSkills健康，安全和环境政策和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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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测量分和主观评判分

主观评判分约占总成绩的15%。
主观评判使用0-3的比例。
0：表现的技能低于行业标准；
1：表现的技能符合行业标准；
2：表现的技能满足并在特定方面超过行业标准；
3：表现的技能完全超过行业标准，被认为是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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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标准规范”（WSSS）
信息网络布线应知应会的9项技能标准

1.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权重5%）
2.人际关系和沟通技能（权重5%）
3.计划和设计能力（权重5%）
4.布线（权重10%）
5.光纤结构化布线系统（权重20%）
6.铜缆结构化布线系统（权重20%）
7.智能家居无线系统（权重15%）
8.故障排除和进一步维护（权重5%）
9.网络测试（权重15%）

举例：

特点：“世界技能标准规范”（WSSS）
是从全世界征集企业和商业的意见制定，
充分考虑当今职业岗位技能需求和标准。



一、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WSSS占各个模块的权重举例

横向A、B、C、D、E为竞赛的五个模块，纵向1—9为9项技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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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标准规范”（WSSS）
其它赛项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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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标准规范”（WSSS）
其它赛项

举例：



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分析评分标准
世界技能大赛注重质量和精度。试题提前公开，主要不是比

赛选手会做不会做，而是比赛选手做得好与不好。如：比谁布线
作品美观比谁光纤通路的光功率损耗最小等。质量和精度比完成
的工作数量重要。有时虽然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任务，但是不合乎
要求会扣掉很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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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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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选手会做不会做，而是比赛选手做得好与不好。如：比谁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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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会扣掉很多分。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基地训练设施

全面提高职业技能还要有一流的学习
场所和训练场地。选择一流的工具装备
和训练材料。打造一流的训练环境和训
练资源与国际接轨。促进能力发展和技
能培养。加强国际交流，获得更多的国
外比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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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高职计算机网络大赛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训练方法

1、教育与培训的科学化系统化
2、加强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
3、强调各项标准和规范，弘扬工匠精神
4、国际化的技能竞赛训练与专业培养相结合
5、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办学能力，提高教练水平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训练方法 在世界技能大赛比赛过程中，
优秀的选手具有很强的功底。
功夫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提高
技能水平，不能靠突击，要加
强基本功训练，包括：1）快
速安装双绞线RJ45头的训练，
研究网络电缆安装的规格。2）
快速熔接光纤电缆的训练，研
究光纤电缆的结构原理和安装
规格。3）抽线缆和缠绕线缆，
研究动作和技巧。4）铜缆端
接质量，研究五类和六类双绞
线的结构原理和安装规格，5）
光端盒盘纤，训练快速、美观、
符合标准。

加强基本功训练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训练方法
1）图纸规范，
2）施工规范，
3）操作规范，
4）质量规范，
5）安全规范。

训练中强调规范



强调各项规范

1、图纸规范
2、施工规范
3、操作规范
4、质量规范
5、安全健康规范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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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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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训练设施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研究分析存在问题：
1. 优秀选手在全国选拔赛中产生
的过程还不够严谨。
2. 竞赛提供的工具、设施的信息
还不够清晰，影响选手训练准备。
3.选手在本校的课程成绩落后。
4.心理压力影响竞赛成绩。
5.气候、环境变化影响选手成绩。
6.与企业合作不够深入。
7.生产实际和综合职业素质缺乏。
8.竞赛标准、训练标准和专业标
准的结合度问题。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我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与世界技能大赛的评价标准，
能够促进选手的选拔以及培养，能够
提高我国职业院校对世界技能标准的
认识，使得符合国际化的技能标准能
够应用于人才培养的过程之中，从而
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我
国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能力。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
世界技能大赛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参赛选手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在
激烈的竞争中，除了要更注重对于技
能标准和评分制度的研究外，更要注
重对于我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世界
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培训方法的研究，
在培训过程中既要加强对选手个人技
能的培训，更要注重对职业规范，职
业素质的培养，这些都是获得更好成
绩的决定性因素。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Designing a Comprehensive Skill Evaluation and Vocat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FTTH Installer 

《设计综合技能评估体系以及FTTH安装人员的职业能力发展计划》
Takuo Kikuchi  （ 日本理工综合大学校菊池教授论文）
摘要：近来，FTTH（光纤到户）迅速普及，通信技术已成为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构建基础设施的FTTH安装者必须对应技术的进步，
同时确保高质量的安装，并且它正在努力与其对应。目前的研究是为了从
他们的技能的方法提出FTTH安装者的有效的职业能力发展计划。它们是
信息网络布线相关的资格系统和竞争作为能力评估系统。 然后作者得出结
论，该程序在分析实际安装工作的一些实例和OTDR（光时域反射）测量
仪的测量结果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技能和保持光纤网络的质量。

INIP认证的特点是：
1）供应商中立的
测试，
2）测试―一站式安
装‖的实际能力，
3）职业培训计划。

它充分利用了安装
人员的简历。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菊池教授提出：
通过参加技能竞赛，合理安排训练计划是提高职业技能的有效途径。
一般职工需要十几年才能获取高级技师的职业资格，而竞赛选手可以

在几年内就能够获得。

在日本，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世界技能竞赛选手竞争的安装者。 即使有经

验的安装人员也不能打败他们。 原因是因为竞赛选手受过充分的训练。 这意味着

这个培训系统不仅适用于世界技能竞赛选手，而且适用于所有现场安装人员，这将

产生许多安装人才。 由于建立了有效的教学方法来培训竞争对手，因此将在工业

领域培养出许多训练有素的安装人员。 换句话说，整个工业领域的安装者可以通

过在训练设施中使用这种方法来提高和发展他们的技能。

此外，将按照国际标准，通过对每个国家的标准采用到竞赛

标准，对开展职业能力发展很有利。将竞赛标准作为职业能力

的评估标准，与技能证书相结合。我们也不仅在日本，而且在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开展这些活动。 此外，通过使用

这种教学方法，我们自2008年以来在十个国家支持职业培训。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总结大赛经验，积累教学资源

本书是为了规范和快速

培养信息网络布线工程技术
专业技能人才，按照“技能
首先是一种工作态度，更是
标准与规范”的理念，根据
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
竞赛项目标准和作者参与世
赛的经验，指导国内选拔赛
和参赛选手的培养而编写的
专业训练教程。

与西安开元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合作，研究行业标准，工程标准，制定课程标准。



二、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2017年6月12日

谢谢大家！

从世界技能大赛评分标准看我国技能人才训练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