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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建节科函〔２０２２〕９号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举办２０２２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

技能大赛———钢结构建造职业技能

竞赛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建筑产业

工人队伍,提升我省钢结构建造水平,促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全产业

链发展,根据«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２２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

大赛的通知»(鲁人社字〔２０２２〕５１号),决定组织举办２０２２年山东

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钢结构建造职业技能竞赛.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单位: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嘉祥县人民政府

本次竞赛为省级二类技能竞赛,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成立山

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钢结构建造职业技能竞赛组织

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对竞赛活动进行统一组织、协调和监

督.组委会组成如下:

主　任:王润晓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副主任:殷　涛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

成　员:史永鹏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节能科技处处长

刘明伟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

王华杰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质量安全中心主任

周学军　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会长

刘春光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节能科技处,负责协调

安排竞赛具体事宜.组委会办公室组成如下:

主　任:殷　涛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史永鹏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节能科技处处长

周学军　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会长

赵　羽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陈恒亮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节能科技处副处长

嵇　飙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质量安全中心副主任

王文戈　济宁市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姜传辉　嘉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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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跃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技科科长

刘　哲　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郭志明　济宁市建筑业协会会长

二、竞赛项目

本次竞赛包含钢结构建造理论知识和钢结构焊接实际操作２

个竞赛项目,其中理论知识考核占总成绩的３０％,实际操作考核

占总成绩的７０％.

(一)钢结构建造理论知识竞赛.以闭卷方式采用计算机无纸

化考试系统进行,竞赛时间为６０分钟.理论考试涵盖智能建造、

装配式建造、焊接材料、焊接工艺、焊接器械等方面的知识(考试题

库由承办单位另行公布),系统考验参赛选手的理论基础、实践经

验以及两者相互演化所需具备的系统分析能力.

(二)钢结构焊接实操竞赛.包含板材对接焊接和管材对接焊

接,主要有平焊、横焊、立焊、仰焊,同时要求单面焊接双面成形.

具体竞赛内容及技术标准见附件１.

三、参赛条件

全省钢构件加工企业、钢结构施工企业职工,参赛人员应满足

以下条件: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

业,勇于创新;

(二)从事竞赛相关工种２年以上,且为参赛单位签订正式劳

动合同的职工;

—３—



(三)具备一定的钢结构建筑行业岗位工作能力,具有较强的

综合操作能力;

(四)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山东省技术能

手”称号的人员,不再以选手身份参赛.

四、竞赛设置

本次竞赛分为基层竞赛、市级选拔赛和省级决赛三个环节.

(一)基层竞赛.由各有关企业在开展业务培训和技能练兵的

基础上,自行组织本单位竞赛活动.参与基层竞赛的职工不少于

本单位本工种人数的６０％.根据基层竞赛结果,择优报名参加市

级选拔赛,每单位参赛选手数量由各市确定.

(二)市级选拔赛.市级选拔赛由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组

织.市级选拔赛由各市统一命题,应包含钢结构建造理论知识和

钢结构焊接实际操作两个竞赛科目,各市参赛选手不少于５０人.

根据市级选拔赛结果,按照省级决赛分配的参赛名额(见附件２),

推荐参赛队伍和参赛选手,每个队伍参赛选手为４人,每市设领队

１名.

(三)省级决赛.省级决赛定于２０２２年９月中下旬进行,具体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根据参

赛选手得分确定,奖项数量按比例确定.决赛第１名经省人社厅

核准后授予“山东省技术能手”称号;决赛前６名可晋升二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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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已具有二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

技能等级的,可晋升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其

他成绩合格的选手,可晋升为三级(高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

(二)团体奖.分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根据参赛队伍平

均得分确定,奖项数量按比例确定.

(三)优秀组织奖.对组织有力、成绩良好的城市主管部门授

予优秀组织奖.

(四)贡献奖.对举办竞赛给予大力支持的部门、单位授予贡

献奖.

六、其他事项

(一)各市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立装配式建筑主管科(处)

室牵头,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处)室等单位深度参与的工作机制.

要精心组织、广泛宣传,切实做好本地区基层竞赛和市级选拔赛有

关工作,基层竞赛和市级选拔赛应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０日前完成.

各市确定比赛时间后需将市级比赛的时间和地点报送至省钢结构

行业协会,竞赛组委会视情况对市级比赛进行抽查.

(二)省级决赛不收取参赛费,交通食宿费用由参赛选手派出

单位承担.请各市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０日前将参赛队伍及选手名单

报送至省钢结构行业协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系人及电话:陈恒亮、祝兵,０５３１－５１７６５１４５、

５１７６５１４０;省钢结构行业协会联系人及电话:刘哲,１３３８９９９５９６１,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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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hengliang＠shandong．cn.

附件:１．２０２２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钢结构

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内容及技术标准

２．２０２２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钢结构

建造职业技能竞赛省级决赛分配名额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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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钢结构

建造技能竞赛技术标准

一、理论竞赛内容及要求

1.理论竞赛以闭卷方式，采用计算机无纸化考试系统进行，

竞赛时间为 60 分钟。

2.竞赛内容：涵盖智能建造、装配式建造、焊接材料、焊接

工艺、焊接器械等方面的知识，考试题库另行公布。

3.考试题目类型及配分：判断题 50 题(每题 0.8 分)、单项

选择题50 题(每题0.8 分)、多项选择题20 题(每题1 分)。

二、实际操作竞赛项目及要求

实际操作竞赛为 2 个项目，如表 1、图 1 所示。

表 1 实际操作竞赛项目

竞赛项目
焊接

位置
材质

试件规格

（mm）
焊接方法

焊材型号及规格

（mm）
V形坡口角度

板材对接 2G Q235B
300×125×10

（一对）
GMAW ER50-6 Ф1.2 单侧：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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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对接 5G 20#
Ф108×8×100

（一对）
SMAW

E4303 Ф2.5、

Ф3.2
单侧：31±1º

项目 1 板对接 2G 项目 2 管对接 5G

图 1 竞赛项目图示

实际操作竞赛在竞赛指定赛场完成，竞赛时间为 100 分钟，

包括打磨、组对、焊接、清理、休息、饮水、上洗手间的时间。

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竞赛项目时，最长可以允许给予

10 分钟的延时，超过 10 分钟应立即停止操作。对超过竞赛时间，

按表 4 规定扣除相应分数。

三、材料、设备及工具

本次竞赛指定使用焊材及焊机厂家如表 2 所示，竞赛所用钢

材试件、焊接材料、气体等由竞赛承办单位提供。

表 2 竞赛指定用的焊材、设备厂家及规格型号

焊材厂家
焊条 焊丝

牌号 型号 牌号 型号

天津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

司
J422

E4303

Ф2.5、Ф3.2
JQ.MG50-6 ER50-6 Ф1.2

焊接设备厂家 焊接设备型号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
CO2 气体保护焊机：NBC-350

手工焊条电弧焊焊机：ZX7-400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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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允许自备的工具：面罩、手套、锤子、凿子、锉刀、

钢丝刷、砂纸、焊缝检验尺、钢直尺、钢角尺、游标卡尺、水平

尺、活动扳手、钢锯条、手电筒、劳动防护用品、直磨机及角磨

机。

四、竞赛抽签规则

1.在裁判长的领导下，赛务组组织进行抽签。

2.为方便参赛证件制作、发放，选手参赛证号在赛前按照一

定规则进行绑定。

3.抽签分为参赛单位抽签顺序号抽取和实际操作工位（理论

竞赛座位）抽签顺序号抽取。工位（座位）在竞赛开始前 30 分

钟抽取，场次（第一场为 A 组、第二场为 B 组、第三场为 C 组、

第四场为 D 组）加工位号是参赛选手试件的密码号。

4.抽签时间、地点见《赛务指南》。

5.抽签由裁判长主持，具体程序为：

（1）由各领队按照各参赛单位报名顺序依次抽取本单位抽签

顺序号。

（2）由各参赛选手按照（1）的抽签顺序结果，依据各单位

参赛选手参赛证号由小到大的顺序，持本人身份证依次上场抽取

本人的工位（座位）抽签顺序号。

（3）为了节省时间，两名选手同时上场，一名抽签时另一名

由赛务组裁判员检查核对选手身份证进行准备。

（4）选手抽签完成后，工作人员及时打印出抽签单，并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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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组裁判核对抽签单的信息是否完整无误。由工作人员盖章并在

分割线处裁成两份，一份交选手作为参赛考试凭证，一份赛务组

存底。

五、理论竞赛规则

1.参赛选手在考试前 30 分钟，凭身份证、参赛证和抽签单在

竞赛场地指定位置进行检录，按照理论竞赛座位抽签顺序号依次

抽取座位号。

2.选手按照座位号的顺序在引导人员的带领下持证进入考

场，对号入座，并将身份证、抽取的座位号放在桌面右上角，由

监考裁判员查验。

3.选手迟到 10 分钟以上时，不得入场，按自动弃权处理；考

试时间结束后方可提交试卷，不得提前交卷离开考场，不得在考

场周围喧哗、逗留。

4.选手不得携带除抽签单、身份证以外的手机、电子产品等

任何物品进入考场。

5.选手应根据监考裁判的提示，启动考试系统客户端，按要

求录入选手证号等有关信息。监考裁判发出开始考试的时间信号

后方可开始答题，否则按违纪处理。

6.考试期间，选手遇有问题应向监考裁判举手示意，由监考

裁判负责处理。裁判员对涉及到考题的问题不得有任何解释和暗

示行为。

7.选手应按照计算机软件考试系统的要求答题并保存答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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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未按照要求进行登录、答题、保存、交卷的，考试系统将不

能正确记录信息，后果由选手承担。

8.选手必须独立完成试卷答题，保持考场安静，严禁相互讨

论、窥视他人试卷等舞弊行为。选手违规、作弊、弃权，其理论

考试成绩计为 0 分。

9.考试时间结束，计算机系统将中止考试系统，请选手提前

做好交卷准备。答题结束，选手依次有序离开考场。

10.选手应服从管理，接受监考裁判的监督和检查。

11.考场内除指定的监考裁判外，包括新闻宣传人员等在内的

其他人员须经组委会同意并佩戴相应的标志方可进入。

六、实际操作竞赛规则

（一）赛场规定

1.参赛选手应在竞赛前 20 分钟，凭参赛证、竞赛抽签单在竞

赛场地指定位置进行检录，并按照工位抽签顺序号依次抽取实际

操作工位，并在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2.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除竞赛抽签单、身份证及规定的“参赛

选手允许自备的工具”以外的任何物品进入考场。竞赛期间，选

手不得相互借用工具。

3.进入考场后，参赛选手应按照实际操作工位抽签单进入指

定工位，并检查下列事项：

（1）焊机是否完好。

（2）焊材是否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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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件上的钢印号是否与选手的场次加工位号（A、B、C、

D）是竞赛场次号、01—18 是工位号；第一场试件钢号为 A01-A18、

第二场为 B01-B18、第三场试件钢号为 C01-C18、第四场试件钢

号为 D01-D18）一致。

（4）试件尺寸偏差。

4.检查无误后，与监考裁判共同签字确认。试件一般不予调

换，若有异议，由裁判长决定是否调换。

5.参赛选手应准时参赛，开赛迟到 30 分钟以上者不得入场，

按自动弃权处理。

6.监考裁判发出开始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才可进行

操作。

7.竞赛期间，参赛选手应严格按照规定穿戴好劳保防护用品，

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接受裁判员、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监

督和警示，确保设备及人身安全。

8.参赛选手要严格按赛会发放的材料和指定的规格进行操

作。

9.参赛选手必须独立完成所有项目，保持赛场安静，严禁喧

哗和相互讨论。

10.参赛选手只能在竞赛配发的专用试板上进行试焊，不准在

工位配备的工装夹具上试焊工艺参数。

11.由于停电等不可抗拒因素影响工作时，选手提出，经裁判

长核实情况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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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竞赛过程中，允许选手休息、饮水、上洗手间，但在离开

考场期间，其耗时一律计算在操作时间内。

13.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如发现问题，应立即向裁判员反映，得

到裁判员同意后方可暂停竞赛，否则时间照计。

14.竞赛过程中，裁判员对每名选手的各道工序应认真填写竞

赛监考记录。

15.裁判员及赛场工作人员与参赛选手只能进行有关工作方

面的必要联系，不得进行任何提示性交谈。其他允许进入赛场的

人员，一律不准与参赛选手交谈。任何在赛场的人员，不得干扰

参赛选手的正常操作。发现裁判营私舞弊，应立即停止其工作，

并将情况通知竞赛组委会按程序做出处理。

16.除当场次的参赛选手及指定负责该场次的裁判员、工作人

员外，有关领导及新闻宣传人员应在组委会负责人陪同下进入赛

场。进入赛场人员均须佩戴规定的标志并遵守赛场纪律，其他人

员一律谢绝进入赛场。

17.竞赛期间，参赛选手应爱护赛场设备，不得人为损坏设备

并及时关闭不使用的设备。

18.操作完成时，选手应举手示意裁判记录竞赛实际时间，以

备成绩相同者排序需要。

19.竞赛结束，选手清扫工位，关闭电源、气源，整理完自带

工器具等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逗留，围观其他选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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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际操作规定

1.试件组对和上架固定规定

（1）试件组对前打磨规定：所有试件的坡口侧正反面 20mm

范围内允许打磨，其余部位不允许打磨。

（2）组对时试件的间隙、钝边、反变形，均由参赛选手自定。

（3）试件定位焊采用与正式焊接相同的焊接方法和焊接材

料。板对接定位焊在正面坡口内的两端，定位焊每段长≤15mm，

对接板两端不允许加引弧板和引出板。

（4）管对接定位焊在正面坡口内，定位焊数不得超过三点，

每段长度≤15mm。

（5）试件在组对过程中出现问题，由选手自己修复，不得调

换。

（6）两组试件必须一次组对完成后，方可上架操作，试件焊

接顺序由选手自定。

（7）试件上架固定时，管试件定位焊不准在仰焊位置（即 5

－7 点钟位置）。试件定位焊超出规定长度，由选手自己修复到

规定长度，否则该试件判为 0 分。

（8）上架固定时试件钢印号的放置位置规定如下：板对接

2G 试件在焊缝上端试件中间位置；管对接 5G 试件在非夹持端试

件端部 12 点位置。

（9）每个试件上架固定完成，举手示意裁判按照规定检查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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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裁判对每名选手的各道工序应认真填写竞赛监考记录，

对认可合格的应签上名，对不符合组对和上架固定规定的应通知

选手重新组对。未经裁判检查合格认可的上架固定试件，选手擅

自焊接的，该试件判为 0 分。

2.施焊操作规定

（1）所有试件均采用单面焊双面成形完成。

（2）焊接过程中，试件不准取下、移动或改变焊接位置。如

遇清理焊缝使试件移位，应在裁判监督下恢复原位。

（3）板对接焊采用一个方向焊接，不得由中间向两端焊或由

两端向中间焊，其余层数的方向和打底焊的方向要一致。

（4）管对接焊采用两半圆自下而上焊接。

（5）违反上述规定，该试件判为 0 分。

3.参赛选手不得在试件上留下任何标记，否则该试件判为 0

分。

4.试件应保证在自由状态下焊接，不得采用锤击、浇水等方

式改变试件焊接变形。

5.施焊过程中，若试件焊接失误不予补发，但允许选手在竞

赛时间内自行手工修复，焊缝的正、反表面不准修复补焊。

6.打磨及焊缝清理规定

（1）试件焊接过程中允许使用打磨工具，但焊接完成后的背

面根部焊道和盖面焊道表面不得破坏，对于有明显打磨的，该试

件判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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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赛完毕，选手应认真清理试件表面的焊渣、飞溅，焊

缝表面可用钢丝刷清理，但不能破坏试件焊缝的原始成形。

（3）清理好的试件交监考检查，如未清理干净，监考应提示

并监督选手返工。

7.对清理好的试件，由工作人员会同监考、选手在指定区域

内将试件封号，在竞赛监考记录上双方签字后，试件由监考组交

保密组进行编码。

七、评分细则

1．项目配分

（1）青年组理论成绩满分为 100 分，占总成绩 40%，实际操

作单项满分为 100 分，各占总成绩 30%。

（2）中年组实际操作单项满分为 100 分，各占总成绩 50%，

详见表 3。

表 3 焊工操作技能竞赛配分表

项目 外观检查 射线探伤 单项总分

理论成绩 计算机考试 100分

板材对接 2G 位置GMAW 50分 50分 100分

管材对接 5G 位置SMAW 50分 50分 100分

2.延长实际操作时间的扣分规定见表 4。

表 4 焊工操作延时扣分表

名称
竞赛规定时间

（分钟）

选手完成时间

（分钟） 评分

焊工 100
每超一分钟 扣2分

＞110
立即停止工作，

总分扣20分

注：延长时间的扣分均摊到各项目上扣除。

3.理论考试评分标准：理论试卷由计算机随机确定，答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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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由计算机给出成绩。

4.实际操作项目评分标准

（1）板对接评分标准

板试件两端各 20mm 范围内不评分，对其余全长焊缝进行正、

反面外观检查及射线无损检测。

（2）管对接评分标准

焊缝全长正、反面进行外观检查和射线无损检测。

八、成绩评定规则

1.裁判组负责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工作。

2.理论考试成绩由计算机考试系统随机生成，选手当场确认，

后台打印存档。

3.实际操作成绩由外观成绩、射线检测成绩、监考记录违规

扣分和延时记录扣分汇总合成。

4.参赛选手必须参加所有竞赛项目，最终名次依据理论和实

际操作项目得分总和排定。当得分总和相同时，按照如下顺序依

次进行排名：

（1）实际操作项目总得分高者排名靠前。

（2）当（1）依然相同时，以实际操作时间短者排名靠前。

（3）当以上均不能确定时，由裁判长进行裁定。

5.团体成绩排名以该参赛队选手个人总成绩之和累计评分，

累计总成绩相同时，以累计实际操作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仍不

能分出先后，则取相同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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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当参赛选手对裁判的判罚有异议时，可提出申诉。

2.参赛选手的申诉必须由本代表队领队在所申诉事件发生 3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竞赛监察仲裁组（组委会）提出，申诉单需

按照相关附件的格式和内容填报。

（二）仲裁

1.监察仲裁组（组委会）负责受理选手的申诉，并将处理意

见在 3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送达提出申诉的领队及当事人。申诉处

理单需按照相关附件的格式和内容填报。

2.监察仲裁组（组委会）的裁决决定为最终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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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钢结构建造职业技能竞赛省级决赛

分配名额

序号 城市 参赛队伍名额（队） 参赛选手数量（人）

1 济南 2 8

2 青岛 2 8

3 淄博 1 4

4 枣庄 1 4

5 东营 1 4

6 烟台 1 4

7 潍坊 1 4

8 济宁 2 4

9 泰安 1 4

10 威海 1 4

11 日照 1 4

12 临沂 2 4

13 德州 1 4

14 聊城 1 4

15 滨州 1 4

16 菏泽 1 4

合计 20 80

说明：省级决赛东道主城市参赛名额适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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