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浙江省废水处理工职业技能竞赛技术文件

根据《关于做好 2020年省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浙总

工办发〔2020〕40号）文件，经竞赛技术工作委员会讨论，制订本次竞

赛的技术文件。

一、竞赛概述

1.职业名称：废水处理工

2.参赛对象：在废水处理工岗位上工作满 3 年。

3.竞赛形式：采取笔试、现场操作相结合的形式。

4.竞赛奖项：本次竞赛设个人及团体两个奖项。

二、命题模式及分值计算方法

本次竞赛命题根据竞赛科目包括理论和技能实操考试两部分，命题

参考工业废水处理工（高级工）、工业废水处理工（技师、高级技师）

等教材，同时结合目前实际废水处理工运用重点等内容。竞赛试题由大

赛组委会组织有关专家统一命题，并向选手提供题库。

本次竞赛理论试卷满分为 100分，将按照 30 %折算计入竞赛总成绩；

实践技能操作竞赛满分为 100分，将按照 70 %折算计入竞赛总成绩；比

赛总成绩（分数保留两位小数）按理论知识成绩与实践技能操作成绩按

比例折合后来确定名次，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名。若总分相同时，以实

践分高者排前面，若实践分也相同，以用时短者排前面。

三、理论知识竞赛纲要

1.命题范围：工业废水处理工（高级工）、工业废水处理工（技师、

高级技师）等教材。

2.竞赛方式和时间：采用闭卷书面考试的方式，笔试时间为 120 分

钟。

3.题型：题型分为单选题、判断题、多选题。满分为 100分。

4.竞赛要求



（1）参赛选手于考前 20 分钟凭本人身份证和参赛证进入考场，入

座后，将参赛证和身份证放在课桌左上角，以便查对。

（2）参赛选手开考 30 分钟后迟到的不得进入考场；开考 30分钟

后才能交卷退场；退场后不得再次进入考场。

（3）在竞赛试卷上规定位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参赛证号即为理

论竞赛考试的准考证号。试卷其他位置不得有任何暗示参赛选手身份的

记号或符号，否则成绩无效。

（4）试题答案须在答题纸上填写，草稿纸由考场管理人员统一提供。

考试所用计算器、黑色钢笔（水笔）、铅笔、橡皮、尺子等工具由赛委

会提供，其他任何资料和电子产品禁止带入考场，否则成绩无效。

（5）在比赛现场内需保持安静，自觉遵守赛场纪律。不得吸烟、不

得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不准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偷看、抄

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交换试卷、递稿纸等。

（6）答题完毕后，请将答卷交裁判（监考人员）后，安静离场，离

开后请不要在比赛现场附近逗留。

（7）比赛结束时间到时后，选手须立即停止答题，将考卷倒扣放在

桌上，离开考场。选手不得将试卷等考场上所发的任何考试材料带出比

赛现场。

四、实践操作竞赛纲要

1.题型和分值

实践操作技能竞赛分 3个项目作为评分标准，每个项目各 100分，

取 3个项目的平均分为实践操作技能题的得分。

2.竞赛流程及要求

（1）实践操作技能竞赛参赛选手根据要求进行批次抽签及工位抽

签，提前 30分钟开始进行选手检录，按要求进入竞赛工位。

（2）考核正式开始以现场裁判长口令为准，选手按照题目要求进行

操作。各组都完成后进行轮换，直到所有参赛选手全部完成所有项目为



止。

（3）如参赛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提前结束操作。

竞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在案，参赛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

任何实验，除特殊情况经裁判长同意外，也不得离开竞赛现场。

（4）参赛选手完成安装后，应向裁判员示意安装完毕。竞赛终止时

间由裁判员记录在案。参赛选手安装完毕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并在

工作人员指引下离开竞赛现场。

（5）比赛时间结束后，选手须立即停止安装，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选手不得将考场上所发的任何考试材料带出比赛现场。

五、器材准备

工作服、劳动保护用品和计算器、水笔、铅笔、橡皮、尺子等工具

由赛委会提供。实践操作竞赛所需工具由选手自备。比赛期间选手不得

携带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设备，不得携带和使用 U 盘等任何电子

存储设备，在比赛中使用违规物品将取消成绩。实操比赛期间，选手一

律穿戴黑色工作鞋。决赛统一着装，参赛选手服装由竞赛组委会提供。



实践操作技能考核大纲

一、心肺复苏救援（考核时间：20 分）

评分标准及计分表

序号 内容 考核要点 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 得分 备注

1
准备工作

仪表端庄、着装整洁 3 一项不符合扣 3分

2 举止大方、敏捷、有紧迫感 2 一项不符合扣 2分

3 判断意识 轻拍肩膀判断有无意识 5
不可剧烈摇动病人肩

膀；判断时间不超过
10S

4 呼救 打急救电话 3 口述

5 体位
将病人翻身整体转动水平

仰卧位
2 注意过程保护颈部

6 位置 地面或硬板床 2 口述:如遇软床胸下垫

按压板

7 站位 站或跪在病人一侧肩部 2

8 准备措施 解开病人衣领、领带及拉链 6 缺一项扣 2分

9

胸外按压

判断有无脉搏 2 触摸颈动脉

10

胸外按压术(35分)

5 按压部位不正确扣 5
分

11 5 下压深度不正确扣 5
分

12 5
胸外按压与吹气比

（30:2）不正确扣 5
分

13 5
按压频率（不少于 100
次/分钟）不正确扣 5

分

14 5 按压式肘部弯曲扣 5
分

15 5 冲击式按压、猛压、

摇摆式按压扣 5分

16 5 放松时双手离开胸骨

扣 5分



序号 内容 考核要点 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 得分 备注

17

开放气道

托颌法(6分)

3
下颌与耳垂的连线与

地面垂直，不正确扣 3
分

18 3
操作者手指不能压迫

病人颈前方或软组

织，不正确扣 3分

19 判断呼吸(6分) 6

维持气道开放位置，

贴近病人口鼻，眼睛

观察胸廓起伏、面部

感觉气流、耳听呼吸

道有无声音，一项不

正确扣 2分

20

人工呼吸(11分)

5
吹气量应为

700-1000ml，不正确

扣 5分

21 3
连续吹气两次中间松

开病人鼻孔，不正确

扣 3分

22 3 吹气时漏气扣 3分

23 持续心肺

复苏
持续心肺复苏 10

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

比为 30:2，不正确扣 5
分，无此步骤扣 10分

24 整理 整理用物、洗手、记录 5 一项不符合扣 2分

注：CPR显示器上每个红灯扣 0.1分。



二、加药计量泵不出药的处理（考核时间：30 分）

评分标准及计分表

序号 内容 考核要点 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 得分 备注

1
准备工作

穿戴劳保用品 3 未穿戴正确扣 3分

2 工具、用具准备 2 选择不正确扣 2分

3

检查

检查电机电源是

否正常
5 未检查扣 5分

4 检查电机转速是

否降低
5 未检查扣 5分

5 检查泵前滤网是

否堵塞
10 检查不正确扣 5分；未检查

扣 10分

6 检查计量泵冲程

是否正常
10 检查不正确扣 5分；未检查

扣 10分

7 检查泵进口单向

阀
10 检查不正确扣 5分；未检查

扣 10分

8 检查泵出口单向

阀
10 检查不正确扣 5分；未检查

扣 10分

9 检查油位,加齿轮

油
10 检查不正确扣 5分；未检查

扣 10分

10 检查隔膜膜片 20 检查不正确扣 5分；未检查

扣 10分

11 试机 试机前放气 10 检查不正确扣 5分；未检查

扣 10分

12
使用工具

正确使用工具 2 工具使用不正确扣 2分

13 正确维护工具 3 工具维护部正确扣 3分

14
安全及其

他

按国家法规或企

业规定

违规一次总分扣 5分；带电

操作直接停止

15 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

每超时 1分钟总分扣 5分；

超时 5分钟停止操作

合计 100



三、生物池智能曝气运行异常情况检查及处置（考核时间：25 分）

评分标准及计分表

序号
考核

内容
考核要点 配分 评分标准

检测

结果
扣分 得分 备注

1 准备

工作

穿戴劳保用品 3 未穿戴整齐扣 3分

工具、用具准备 2 工具选择不正确扣 3分

2

原因

判断

检查曝气池各个廊道曝

气情况及溶解氧值
10

未检查曝气情况扣 5分

未检查溶解氧值扣 5分

3
查看生反池各个廊道阀

门开度及流量计读数及

状态信号

16

未检查阀门开度 4分

未检查阀门故障 4分

未检查流量计读数扣 4分

未检查流量计故障扣 4分

4 查看生反池污泥悬浮状

态
5 未检查扣 5分

5 检查鼓风机开启状态及

风管总压力
20

未检查风机开启台数扣 5分

未检查风机导叶开启角度 5分

未检查总风管压力扣 5分

未检查风机故障状态扣 5分

6 检查在线仪表运行状态 8
未检查读数是否异常扣 4分

未检查仪表故障扣 4分

7

处理

检查风机无故障后将鼓

风机MCU控制柜切换至

远程状态

5 未切换至远程自动状态扣 5分

8

检查阀门运行状态并切

换至远程自动状态，并检

查精确曝气控制柜阀门

信号是否与现场一致

10
未切换至远程自动状态扣 5分

未检查运行状态一致性扣 5分

9 检查流量计及仪表运行

状态是否与现场一致
5 未检查运行状态一致性扣 5分

10

在中控界面将控制模式

改为远程自动，并在精确

曝气控制柜中输入溶解

氧控制目标值

10
未修改控制模式扣 5分

未输入合适的控制值扣 5分

11 使用

工具

正确使用工具 3 工具使用不正确扣 3分

正确维护工具 3 工具乱摆乱放扣 3分

12

安全

及其

他

按国家法规或企业规定
违规一次总分扣 5分；严重违规

停止操作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
每超时 1min总分扣 5分，超时

3min停止操作

合计 100



竞赛有关事项及规则

一、在理论考试和实操比赛前，选手均应携带身份证进行身份

确认并上交手机和随身携带的其它通讯设备。

二、赛场内保持肃静，选手须佩带选手证件入场，严格遵守赛

场纪律。

三、各参赛领队在比赛前进行抽签，按抽签顺序在实训基地进

行候考。

四、实操比赛中途不休息，参赛过程中部分实操设备由参加人

员自备。

五、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不得离场，不得携带手机、资料等与比

赛无关的物品。

六、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及劳动保

护要求，确保设备及人身安全。

七、因设备自身故障导致选手中断比赛，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

裁决，并确定是否需要重新比赛。

八、参赛选手若提前结束比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比赛终

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参赛选手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九、参赛选手按比赛要求完成比赛任务后，应做好场地的清洁

卫生，整理个人工具等物品，经裁判人员允许后可离开赛场。

十、其它未涉事项或突发事件，由竞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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