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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塑料模具工程项目”全国机械行业选拔赛技术规程 

 
1.项目简介 

塑料模具工程项目是指运用产品设计、数控编程、数控机床

加工、模具装配以及产品注塑等专业知识和技能，依据现场的计

算机、CAD/CAM 软件和加工中心等设备以及比赛要求完成产品建

模、模具设计、数控加工、模具装调和注塑出合格的塑料制件的

竞赛项目。 

1.1 项目描述 

塑料模具工程竞赛项目是根据塑料制件图纸或者对塑料制

件的要求，进行模具 CAD/CAM、型腔表面精细加工、装配并能注

塑成型合格塑料试件的竞赛活动。 

1.2 竞赛目的 

共同提高技艺，比赛公平公正公开，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2.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2.1 选手的竞赛能力要求 

选手应具备下列技术能力： 

（1）阅读和理解工程图的能力； 

（2）正确和熟练使用 CAD/CAM 软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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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练操作使用数控铣床的能力，包括：装夹工件、对

刀、设置参数、调用程序、加工零件、测量零件、调整参数以获

得理想的型芯、型腔、顶针板和型芯垫板等模具零件； 

（4）熟练使用顶针切割设备和电动或风动工具的能力； 

（5）组装和调试加工的零件形成模具的能力； 

（6）正确设置注塑机的注塑压力、料温和冷却时间等参数， 

生产出合格的注塑成品的能力； 

（7）理解并遵守塑料模具工程专业的相关标准、法规； 

（8）熟悉并能正确使用各种防护装备。 

2.2 选手需要掌握的知识 

选手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工程图中的各视图的关系、零件特征的表达、尺寸的 

标注、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的表达等； 

（2）INVENTOR 和 MASTERCAM 软件的使用方法； 

（3）熟悉并掌握数控铣床和各种测量仪器的类型、原理、 

使用和维护； 

（4）熟悉常用刀具的切削性能、切削用量和维护方法等； 

（5）熟悉机床参数的正确设置和调整； 

（6）熟悉加工过程的测量和参数修改； 

（7）能正确确定加工工艺路线和编排数控加工走刀路径； 

（8）能够加工顶针和进行研磨和抛光等操作； 

（9）熟练检查注塑零件的外观，设置合理的注塑参数； 

（10）掌握塑料模具制造过程的安全知识。 

3.竞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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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竞赛模块 
序号 模块 内容 时间 备注 

1 模具设计 
产品建模及模

具设计 
330 分钟 需先上交产品 3D 模型 

2 

模块制造 

设计与编程 60 分钟 只可进行设计及编程 

3 数控加工 240 分钟 可进行编程 

4 装配与抛光 180 分钟 不可数控加工 

5 注塑成型 30 分钟 可修模，不可用数控机床 

3.2 基本工作 

3.2.1 模具设计模块 

模具设计模块包含了产品建模和模具设计两项内容。 

参赛选手根据专家组提供的产品2D 图纸，使用专业软件完

成产品3D 建模。3D 建模完成后需先上交 产品3D 模型,然后用产

品3D 模型设计符合生产实际要求的3D 模具结构。3D 模具结构设

计完成后并生成2D 工程图，包含：型芯、型腔、滑块(主体)、

斜顶（主体）、型芯固定板、型腔固定板、顶针固定板、模具装

配图和产品图共九张2D 工程图。 

3.2.2 模具制造模块 

模具制造模块包含了数控加工、模具装调及注塑成型两项内

容； 

（1）数控加工 

参赛选手根据专家组提供的产品 2D 图纸绘制 3 D 模型，使用

专业软件进行 3D 快换模芯模具设计（快换模芯图纸由专家组提

供，只需要设计出型腔、型芯、顶杆固定板三个零件）。然后使

用 CAM 软件编制数控加工程序以及后置处理，并对毛坯零件进行

正确装夹，合理设置加工参数，完成模具零件的加工。 

（2）模具装调及注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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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根据快换模芯图纸及模具结构图，正确制定模具零

件的装配、调试工艺，熟练使用顶针切割研磨机和电动（或风动）

工具，对产品成型区域进行研磨、抛光等表面精细加工，并能按

要求完成模具的装配和调试。 

另外参赛选手需要熟悉塑料成型工艺，选择注塑成型参数，

分析与控制塑料制件的质量。将装配完成的快换模芯安装到已固

定在注塑机上的模架进行注塑成型；根据注塑成型的产品质量，

知会在场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对注塑机注射参数进行变更调试；

在调试合格后，知会现场裁判员正式进行本阶段考评。需提交连

续自动成型的 10 个塑料制件（全自动生产，中间不停顿，如发

生停顿则停止试模作业），并在其中选取 2 个最好的制件提交分

别进行精度检测和主观评判。 

3.3 模块配分 

序号 模块 内容 配分 

1 模具设计模块 
产品建模 

35 
模具设计 

2 模具制造模块 
数控加工 

65 
装配及注塑 

3.4 命题方式 

专家组进行命题在赛前一个月左右时间公布竞赛样题三套，

正式比赛前一天从公布的三套题目中通过投票选定一套，并经过

不超过 30%的修改形成最终赛题。 

3.5 竞赛时间及地点 

本项目具体比赛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3.6 竞赛流程 

3.6.1 赛前培训：由裁判长负责对裁判员、选手进行竞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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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竞赛流程、评判方法及安全防护等规则的培训。 

3.6.2 选手抽签：抽取竞赛机位与出场顺序； 

3.6.3 正式竞赛： 

竞赛所用的模芯组件在选手进入赛场后现场抽签决定。 

赛前准备：每一模块赛前 5分钟提供模块图纸及评分标准供

选手熟悉图纸及工艺流程。 

竞赛起止：竞赛开始与结束以裁判长铃声为准。竞赛结束后

选手应在 3分钟内将赛件、试题图纸、评分标准及其它规定的物

品交至指定地点，选手每晚提交1分钟（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

扣除该模块竞赛成绩 1分，最多延迟不能超过 10 分钟。 

竞赛延时：在特殊情况下（如电脑、机床等故障），只能由

裁判长决定是否延长竞赛时间。 

3.6.4 模具制造完成后，选手上交模具，由现场裁判现场封

存，选手和裁判共同签名确认。 

3.6.5 注塑成型前，选手和现场裁判共同确认模具，并签名

确认。 

3.6.6 在模具制造和调试过程中，如有严重安全事故，现场

裁判员应上报裁判长，由裁判长据情况确认是否取消选手竞赛资

格。 

3.6.7 试模完后应将模具和 10 个产品（确认并标记其中 2

个最佳产品）一起上交裁判员，并当场与裁判员共同签字封存。 

3.6.8 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现场裁判员示意。

竞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选手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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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规则 

本次选拔赛评分参照世界大赛评分方式，分为主观和客观两

个项目评分。 

4.1 评价分 

4.1.1 主观成绩评定组组长须逐一检查保密组移交的试件，

核对试件编号、数量，并对存在违反竞赛规定或不符合检测要求

的试样，及时与裁判长联系沟通，得到解决后进入下一程序。 

4.1.2主观成绩评定组组长须安排本组监考员轮流监督主观

成绩评定的裁判员严格按照检测工艺进行操作。 

4.1.3 评定前，裁判员应先检查注塑件、型芯、型腔、顶针

板以及产品建模图和模具设计图的质量，按照主观评分标准逐项

给出分数。 

4.1.4 每个评分点的分数均由五位裁判员主观给出成绩，五

个分数中，扣除最高分和最低分，取中间分的平均值。若出现零

分、满分或奇异分数，组长应要求裁判员给出评分理由，然后该

评分点重新打一次分。 

4.1.5 评分结束后，组长应复核评判结果，核对无误后，组

长应按明码号统计分数，并向裁判长提交分数汇总表和成绩分析

点评报告。 

4.2 测量分 

4.2.1裁判员采取流水评判的方式分别对每个注塑件、型芯、

型腔和顶针板进行三坐标机的测量。 

4.2.2 三坐标机按照给定的测量程序自动测量。测量点按照

客观测量的标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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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在主观评判过程中，组长有权抽查评判完成的试件，

发现与评判数据有较大差异时，组长可要求重新评定。 

4.2.4 所有试件评定完成后，裁判员应将各类外观得分较高

的试件进行再次比对确认，以确保评判的准确性。 

4.2.5 各评判小组应逐张复核评判成绩表，按各类试件明码

统计主观评分成绩并上交组长，经组长确认无误后，由组长向裁

判长提交分数汇总表和成绩分析点评报告。 

4.3 统分方法 

由裁判长进行监督，由各组裁判进行复核后由工作人员录入

系统。 

4.4 裁判构成和分组 

4.4.1 裁判组 

裁判组成：裁判组成员由专家组及各参赛代表队所推荐教练

组成。每个参赛单位仅限推荐 1名裁判。裁判员应服从大赛专家

组安排，参加选拔赛的现场执裁、主观评判、客观评分以及监督

测量等过程的各项工作。裁判员按工作需要，由裁判长分为现场

执裁、检测监督及评分裁判等若干小组开展工作 ，其中评分裁

判组 5人、检测监督 3人；检测监督裁判员承担测量机、粗糙度

仪等检测过程监督、检测结果签名确认；评分裁判员承担客观评

分和主观评判工作。 

4.4.2 裁判任职条件 

（1）思想品德优秀，身体健康。 

（2）具有本专业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且在本专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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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裁判员应至少有 3次以上裁判员工作经历。 

（4）赛前一天裁判员需经过考评工作培训与能力测试，专家

组依据裁判员的能力与要求，根据“公平、公正、公开”与回避

的原则，安排裁判员从事现场执裁、评分评判等工作。 

5.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5.1 硬件设备要求 

本次全国选拔赛采用凯达立式加工中心。 

数控系统：西门子 828D 和法那科系统。 

注塑机：德立天全伺服智能精密注塑机（生产型），锁模力

80T。 

装配工作台、顶针切割研磨一体机。 

5.2 软件要求 

本次选拔赛 CAD 设计软件使用：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6/2018。 

数控编程 CAM 软件使用：Mastercam X9/2017。 

5.3 测量工具清单 

选拔赛不列出量具、刀具、辅助工具清单。选手可以根据公

布的试题中的加工要素自带所需全部切削刀具和量具。 

5.4 比赛模架 

参照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标准快换模架，拟采用德立天快

换模架。 

5.5 模芯组件尺寸及材料 

型芯外形尺寸为 110×110×40mm，型腔外形尺寸为 110×

110×35mm；型芯、型腔材料为 P20；塑料：聚苯乙烯（PS）；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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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 

 
5.6 标准件 

竞赛所用模芯组件及标准件由赛场统一提供。 

5.7 其他设备 

赛场除了机床设备以外还应准备如下设备： 

名称 图示 技术要求 

三坐标测量机 

 

1．接触式 

2．精度不低于 

(3.0+L/300)μm 

工作台  

不小于 1500×1200 

每名选手配置1个装配

台 

计算机和 U盘 

 

1．主流计算机配置 

2．每位选手配置 1台 

3．8G U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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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1．WIN7 64 位操作系统 

2．常用文字处理、

CAD\CAM 软件 

3．推荐使用软件

MASTERCAM X9/2017、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6/2018 版本软件 

4．每台计算机配置 1

套 

计算机桌和座椅 

 

每个设备配置 1套 

常规量具 

 

1．参考命题加工要素 

2．赛场配备 2套 

电刻笔 

 

打加密号 

6.选拔赛场地要求 

模具设计模块中每个选手配备有一台计算机，有操作计算机

所需的桌椅和合理的空间。数控加工模块中每个选手配备有一台

数控铣床，有操作机床所需的空间和摆放工具箱的空间。装配模

具时每个选手都配备有钳工台和合理的操作空间。注塑成型模块

中注塑机旁有合理的操作空间。 

7.健康和安全 

竞赛的安全目标——事故为零。 

7.1 选手防护装备 

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规定穿戴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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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项目 图示 说明 

眼睛的防护 
 1.防溅入 

2.带近视镜也必须佩戴 

足部的防护 

 防滑、防砸、防穿刺 

工作服 

 选手自己携带工作服或赛

场统一提供 

7.2 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有害物品 图示 说明 

防锈清洗剂、脱模剂 

 

赛场统一提供 

酒精 

 

赛场统一提供 

煤油 
 

赛场统一提供 

有毒有害物 
 禁止携带 

7.3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配备灭火设备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必须配备灭火设备。赛场应具备良

好的通风、照明和操作空间等条件。做好竞赛安全、健康和公共

卫生及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处理等工作。 

7.4 赛场必须配备医护人员和必须的药品 

7.5 详细安全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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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安全条例请参考附件：2017年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阿

布扎比）安全与健康条例的相关内容。 

8.开放赛场 

8.1比赛承办方应在不影响选手比赛和裁判员工作的前提下

提供开放式场地供参观者观摩。 

8.2 比赛承办方应提供开放式的检测场地。允许参观者观摩

检测过程。 

8.3比赛承办方应为赞助商提供宣传其企业和产品的空间和

场地。 

8.4 比赛承办方应积极做好竞赛的宣传工作。 

9.绿色环保 

9.1 赛场严格遵守我国环境保护法。 

9.2赛场所有废弃物应有效分类并处理，尽可能地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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