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2 年“尚能杯”院级职业技能大赛

《复杂部件多轴联动加工技术》赛项规程

一、竞赛项目名称

赛项名称：复杂部件多轴联动加工技术

二、竞赛目的、赛项设计原则

通过比赛，重点考核数控技术等专业学生复杂部件造型、加工工

艺设计核心知识以及数控机床编程与加工核心技能的运用，考核选手

弘扬工匠精神、职业道德与团队协作能力；展示数控技术课程改革与

建设成果；促进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加快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创新步伐；提升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装备制造业企业急需的数控

技术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

赛项设计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竞赛采用同一竞赛平台，

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赛。让学生通过竞赛，体验数字化、智能化的产

品开发和创新设计的完整岗位工作过程，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和职业

技能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引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创新，促进专业教

学内容更新与融合，开拓学生视野和知识面，鼓励专业间教学协作，

选择现代先进企业成熟应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引进职业教

育课堂，培养创新精神、团队协作意识，提升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

吸引学生投身到中国制造 2025 中去，以适应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

趋势和需求。

竞赛内容与职业实际应用技术相结合，涵盖了现代图形技术、机

械制造技术、机械加工工艺技术、数控加工技术、金属加工刀具与工

装技术、金属材料应用技术、CAD/CAM/CAE 应用技术、计算机辅助设

计技术，以及选手对机械加工的基本工具和量具使用等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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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内容

参赛选手在赛场连续 3.5 个小时完成实际操作，比赛内容涵盖

“复杂部件造型”、“数控基础编程与加工”、“高精度多轴编程与

加工”、“零件装配”等核心技能，并注重集成技术的综合应用。

（1）根据比赛任务书的内容要求进行工艺编制，填写工艺表，

包括分析复杂部件的生产工艺过程，机床、刀具的配置，切削条件的

运用等；

（2）利用 CAD/CAM 软件等进行复杂部件的造型设计；

（3）完成零件的数控编程、铣削基础加工；

（4）完成零件的多轴联动编程与加工；

（5）完成零件的装配；

（6）考核比赛过程选手的职业素养与操作安全。

本项目的比赛总成绩满分 100 分，三维建模造型设计、工艺方案

设计部分占 25%，数字模型精密加工及装配部分占 70%，安全文明生

产部分占 5%。具体如下：

竞赛内容、分值与时间

竞赛内容 任务名称 描述 分值 时间

工艺编制
任务 1：工艺文

件编制

根据比赛任务书中给定的

零件图完成工艺方案编制

（ CAXA CAPP 工 艺 图 表

2018）、确定工艺参数。

10 分

3.5 小时

数字建模
任务 2：零件三

维建模

用CAD软件完成给定零部件

的造型设计。 15 分

产品加工

任务 3：完成零

件基础铣削加

工

完成任务1后根据赛场提供

的毛坯件在指定的机床上

完成零件基础铣削加工。
20 分

任务 4：完成零
完成任务 1、3 后根据赛场

提供的毛坯件在指定的机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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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多轴联动加

工

床上完成多轴联动加工。

任务 5：样件装

配验证

将任务3和4加工得到的样

件装配为一个整体，验证装

配体的配合精度。

5 分

安全文明

生产

任务 6：安全文

明生产

本项任务是竞赛全过程的

隐形任务，选手竞赛全过程

都必须熟悉所接触设备的

安全操作规程，安全、合理

的使用赛场设施、设备和工

具，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5 分

四、竞赛方式和内容

（一）竞赛采用团体赛方式。

（二）竞赛队伍组成。每队由 2名选手组成。

（三）竞赛需采取多场次进行，由参赛队报名的自然顺序作为抽

签顺序进行抽签，参赛队按照抽签确定的参赛时段分批次进入比赛场

地参赛。

五、竞赛流程

竞赛时间安排：2022 年 5 月 28 日比赛。具体安排如下：

竞赛日会宣布竞赛纪律和有关规定。宣布有关规定，抽签决定比

赛批次。

赛场的赛位统一编制赛位号，参赛队比赛前 15 分钟抽签决定赛

位号，抽签结束后，随即按照抽取的赛位号进场，然后在对应的赛位

上完成竞赛规定的工作任务。

六、竞赛规则

（一）报名要求

1.组队要求：本赛项以组队方式比赛。每队由 2 名同学组成，每

支参赛队限报 1名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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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得更换。参赛队

可缺员比赛。

（二）赛前准备

参赛队员入场：参赛选手凭学生证在正式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到

指定地点进行检录，现场裁判将对参赛选手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赛

前 15 分钟抽取工位号，选手按工位号顺序依次进场，进行各项准备

工作。选手在正式比赛开始 15 分钟后不得入场，比赛结束前不允许

提前离场。

（三）比赛期间

1.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人员的统一布置和指挥，首先

需对比赛设备、选配部件、工量具等物品进行检查和测试，如有问题

及时举手向裁判人员示意处理。

2.参赛选手必须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才能进行比赛。

3.现场裁判员有权对参赛选手携带的物品进行检验和核准。

4.比赛过程中选手不得随意离开工位范围，不得与其它选手交流

或擅自离开赛场。如遇问题时须举手向现场裁判员示意询问后处理，

否则按作弊行为处理。

5.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并接

受现场裁判和技术人员的监督和警示。因选手造成设备故障或损坏，

无法继续比赛，裁判有权决定终止比赛。

七、竞赛场地

每个赛位面积在 4㎡～6 ㎡之间，赛位内布置电脑席 2 个、数控

铣床 1 台，场内裁判席 1个。进行适当的隔离，保证参赛队互不干扰，

保证现场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提供稳定的水、电、气源和应急

供电设备。

八、技术平台及规范



5

本赛项要求具有的知识点、基础技术要求和技能要求为机械设

计基础、数控加工编程、数控加工设备与应用、刀具与金属切削加工、

三维软件应用、数控加工实训、常用工程材料的应用等课程实训所涵

盖的内容。

赛场环境设计：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赛位与赛位之间互不干扰。

（一）竞赛技术平台

本次比赛使用立式数控铣床1台以及微型计算机2台和相应的应

用软件，配备其他工、量具等组成技术平台

立式数控铣床：

数控系统，四轴联动（X/Y/Z/A 轴）；

工作台尺寸：1000mm X 500mm；

各轴行程：X:850mm、Y:510mm、Z:540mm、A：360 连续旋转；

主轴最高转速：8000rpm；

锥孔（7:24）：BT40

主轴额定功率：11KW；

伺服电机额定扭矩：52.5N·m；

额定进给速度：20m/min；

定位精度（JB/T877.4-1998）不低于 0.01mm。

设备配工装有：1.平口钳（宽度 120mm,开口 150mm）；2.三爪自

定心卡盘；3.手动顶尖尾座。

毛坯：赛场提供毛坯、零件。

（二）技术规范

本赛项要求具有的知识点、基础技术要求和技能要求为机械设计

基础、数控加工编程、数控加工设备与应用、刀具与金属切削加工、

三维软件应用、数控加工实训、常用工程材料的应用等课程实训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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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的内容。

1.操作规程

数控机床（设备）使用操作说明书

2.职业标准

国家职业标准《数控铣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国家职业标准《加工中心操作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3.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标准

九、成绩评定

（一） 评分标准

1.本赛项成绩满分 100 分。按竞赛内容配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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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分方法

现场裁判：按规定做好赛场记录，维护赛场纪律，评定参赛队的

现场得分；

评分裁判：负责对参赛队伍（选手）的比赛作品、比赛表现按赛

项评分标准进行评定。

采取分步得分、累计总分的计分方式。只计团体竞赛成绩，不计

参赛选手个人成绩。按成绩总分进行排名。

（6）奖项设定

奖项设置依据《池职院〔2020〕117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竞赛规则

各参赛队完成竞赛任务，并严格遵守以下事项：

1.设计任务是选用竞赛软件使用计算机完成各项设计、各种程序

编制及编写设计文件。包含设计依据、设计过程、优化设计方案、决

策依据、产品设计理念与工作原理等内容，按照赛题要求保存。

2.设备操作技能：根据赛题要求，直接使用各竞赛队编制的程序

及制订的工艺，进行零件的制作。

3.各竞赛队按照试题要求保存竞赛成果，如果保存位置不对造成

裁判无法阅卷，后果自负。

4.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人员的统一布置和指挥，首先

需对比赛设备具等物品进行检查和测试，如有问题及时向裁判人员报

告。

5.参赛选手必须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才能进行比赛。

6.比赛进行过程中，参赛队不可以更换参赛选手。不允许增补新

队员参赛，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7.比赛过程中选手不得随意离开工位范围，不得与其它选手交流

或擅自离开赛场。如遇问题时须举手向裁判员示意询问后处理，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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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作弊行为处理。

8.比赛过程中，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和设

备安全，并接受现场裁判和技术人员的监督和警示。因选手造成设备

故障或损坏，无法继续比赛，裁判有权决定终止比赛。

9.竞赛队欲提前结束或放弃比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比赛终

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结束比赛后参赛队不能进行任何与竞赛相关的

操作；在裁判监督下完成成果提交、设备复原、现场清理等相关收尾

工作后离开赛位。

10.比赛过程中由于选手操作不当而造成的计算机“死机”、“重

新启动”、“关闭”等一切问题，责任自负。

11.按照程序提交比赛结果，并与裁判一起签字确认。

十一、赛项安全

参赛人员应注意和做好的安全事项：

1.场内不得大声喧哗，说笑打逗，遇紧急情况发生，服从工作

人员指挥，跟随引导员迅速撤离赛场。

2.比赛场馆严禁吸烟。

3.按照竞赛设备相关操作规范正确、规范、安全操作竞赛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