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河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

赛项组别：高职组

竞赛形式：团体赛

赛项专业大类：电子信息大类

承办院校：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二、竞赛目的

集成电路产业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已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

高人们生活水平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是当前国际竞

争的焦点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以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赛项紧

随集成电路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重点考核学生集成电路制造工艺、集成电路

测试、电子电路设计、程序设计、电路装调等综合技能，贴合微电子技术、应用电

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等电子信息类专业群核心技能要求。

通过赛项，旨在提升技能大赛与产业发展相同步的水平，进一步强化技能大赛

连接、传递产业需求和院校教学的桥梁功能，满足电子信息行业对集成电路人才的

快速增长需求，促进社会对集成电路技术相关职业岗位的了解，通过赛项引领教学

实践、促进产教融合。

赛项内容设计紧扣集成电路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在强化集成电路及其相关

专业核心技能与核心知识点的同时，提升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协作能力



和职业素养；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水平。通过赛项，不仅能提升参赛学生的

综合能力，而且还能培养一批熟练掌握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的相关专业教师，使其

成为高职院校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的骨干力量。

三、竞赛内容

为响应国家政策，配合疫情防控，避免人员长时间聚集，本次竞赛采用线上竞

赛方式。比赛时长为 2 个小时，比赛内容包含理论知识竞赛和实操竞赛。具体比赛

任务及考核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比赛任务及考核内容

序号 比赛任务 占比 考核内容

1
集成电路理论

知识竞赛
70%

理论知识部分包含单选题、多选题及填空题三部分内容，涉

及到集成电路制造工艺、集成电路测试技术、集成电路应用

技术方面的知识。

2
集成电路实操

竞赛
30% 集成电路测试和集成电路应用相关仿真操作。

四、竞赛方式

（一）竞赛队伍组成

本赛项为团体赛，每所学校可报不多于 2 个参赛队，不得跨校组队。每支参赛

队由 3 名选手和 1-2 名指导教师组成（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任教师）。

（二）竞赛要求

竞赛采取线上方式进行，参赛队按照规定的参赛时间统一进行比赛，竞赛需在

指定的竞赛环境下进行（具体竞赛环境在后文“竞赛环境”一栏中进行详细介绍），

比赛全程将处于视频监控状态且全程录像，且做如下要求：

1.比赛时场地内只允许参赛选手在内，比赛过程中若有其他人员进入场地，将

按作弊行为处理；

2.比赛时选手不得无故离场，一旦中途无故离场将不再允许进入赛场；

3.比赛时选手不允许遮掩摄像头，参赛选手的电脑画面必须时刻处于摄像头监

控之下，若有违反将按作弊行为处理；



考虑到网络延迟问题，各参赛选手必须在开赛前 30 分钟将赛场监控视频接入

监管软件（腾讯会议），开赛前 5 分钟将统一下发竞赛试题。

选手需要在比赛时间截止之前完成作答，提前做完的选手也可按要求交卷。

五、竞赛流程

本次比赛将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开展，具体开赛时间以大赛办公布时间为准。

表 2 时间安排

六、竞赛规则

1）各参赛队根据要求提前安装调试好指定软件，推荐使用指定版本；

2）参赛选手在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登录比赛网络环境，接受工作人员对选手身

份证和学生证的检查。竞赛计时开始后（15 分钟），选手仍未接受身份证和学生证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方式 负责人

4 月 13 日 16:00-17:30 赛项说明会
腾讯会议

134802602
工作人员

4月 17 日 9:00-11:00 参赛院校线上竞赛环境测试
腾讯会议

448988583
工作人员

4月 18 日

8:00-8:30 参赛院校接入竞赛监管环境 腾讯会议 工作人员

8:30-8:55 身份证、学生证核查 腾讯会议 工作人员

8:55-9:00 赛题发布 QQ 群 裁判长

9:00-11:00 正式比赛
各参赛院校

竞赛场地
裁判员

11:00-11:05 比赛结果资料提交
发送至竞赛任务

书中指定邮箱
裁判长

11:00-13:00
裁判处理质疑事件及分数评判

汇总
线上 裁判长

13:00-16:00 裁判评判及成绩汇总 线上 裁判员

16：30-17：00 成绩发布会 QQ 群 工作人员



检查，视为自动放弃；

3）选手在竞赛过程中需全程录屏监控，不得擅自离开；

4）选手在比赛期间需接受组委会的网络监控、巡查，防止作弊现象发生；

5）参赛选手须在比赛计算机上规定的文件夹内存储比赛结果资料；

6）参赛队若要提前结束竞赛，应向裁判员在线提出申请，比赛结束时间由裁

判员记录，参赛队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7）选手须按照程序提交比赛结果，配合裁判做好网络资料证据留存；

8）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指导、帮助参赛选手，对造成后果的，视情

节轻重酌情扣除参赛选手成绩；

9）裁判长发布比赛结束指令后所有参赛队立即停止操作；

10）参赛选手不得将竞赛任务书、比赛结果资料、草稿纸等与比赛有关资料外

传；

11）参赛队需按照竞赛要求按时向竞赛任务书中指定邮箱提交比赛结果资料，

以“比赛编号+集成电路比赛结果资料”命名，例如“A01 集成电路比赛结果资料”，

比赛编号由裁判长现场分配。提交后由裁判员与参赛选手一起在线确认生效。

七、评分细则及奖项设置

（一）分值组成：理论知识部分 70 分，实操部分 30 分。
表 3 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分值 评分方式

集成电路理论

知识竞赛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相关知识

70 结果评分集成电路测试技术相关知识

集成电路应用技术相关知识

集成电路

实操竞赛

集成电路测试和集成电路应用相关仿真

操作
30 结果评分

总计 100



（二）成绩评分

竞赛评分严格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始终贯彻落实大赛一贯坚持的公平、公

正和公开原则。赛项合作企业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赛项评分。

参与大赛赛项成绩管理的组织机构包括裁判组、监督组和仲裁组等。

1.裁判组

裁判组实行“裁判长负责制”，设裁判长 1 名，全面负责赛项的裁判与管理工

作。

评分裁判负责对参赛队伍（选手）的技能展示、职业规范和竞赛成果等按赛项

评分标准进行评定。赛项评分标准力争客观，各评分得分点可量化，评分过程全程

可追溯。

2.监督组

监督组对裁判组的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并对竞赛成绩抽检复核。

3.仲裁组

仲裁组负责接受由参赛队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的申诉，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

复议结果。

（三）成绩审定

评分人员将各参赛队伍（选手）的成绩录入计算机，经裁判长审核无误后打印

签字。

（四）成绩公布

承办单位信息员将裁判长确认的电子版赛项成绩信息上传赛务管理系统，同时

将裁判长签字的纸质打印成绩单报送大赛执委会。

（五）奖项设定

本次大赛设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参赛队伍数量确定。一等奖占参赛队伍 10%，

二等奖占 20%，三等奖占 30%，具体数量按照四舍五入原则保留整数，由主办单位

颁发获奖证书。



八、竞赛环境

（一）线上竞赛环境将由各参赛院校协助参赛选手进行搭建，要求竞赛环境处

于一间安静适宜、联网稳定、可视频监控的封闭空间。

（二）录像设备能接入监管软件（腾讯会议），比赛时选手不得随意脱离监控

范围，比赛场地要进行封闭处理，要避免比赛过程中其他非参赛人员进入场地。

（三）竞赛环境布局

每队 3台竞赛用电脑并排放置，用于参赛选手参加比赛；2台带摄像头的笔记

本电脑场地前后对角线放置，用于身份核查、裁判员发送考场指令和竞赛现场监控，

要求摄像头能够监控整个赛场，清晰看到参赛选手竞赛过程，保证比赛现场无其他

非参赛人员。

（四）竞赛电脑要求

每队竞赛用电脑 3 台，具备上网功能，电脑主机预装操作系统（Windows）、

2007版及以上 Office软件、PDF文档阅读软件、QQ、腾讯会议（用于录屏监控）、



压缩和解压软件、推荐使用Multisim 14.1 Education Edition、Proteus8.9和 Keil-MDK

uVision V5.20及以上版本，以上软件全部由参赛院校自行下载、安装和调试。

视频监控用笔记本电脑 2台，带摄像头且具备上网功能。笔记本电脑预装腾讯

会议软件，网速流畅，能满足在线视频监控要求，并于 4月 17日完成竞赛环境测

试。

九、申诉与仲裁

大赛采取二级仲裁机制。赛项设赛项仲裁工作组，大赛执委会设仲裁委员会。

各参赛队对不符合大赛和赛项规程规定的计算机软硬件、竞赛执裁、赛场管理以及

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可向赛项仲裁工作组提出申诉。申诉主体为参赛队领队。

申诉启动时，领队向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亲笔签字同意的书面申诉报告。申诉报告

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

述。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提出申诉的时间应在竞赛结束后 2小时内，超过时效不予受理。赛项仲裁工作

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 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

方。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由高职院校领队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

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

十、技术规范

（一）赛项涉及专业教学要求：

1.芯片检测与测试技术应用能力。

2.嵌入式应用程序编写能力、传感器应用能力。

3.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应用能力。

4.焊接、装配、调试应用能力。



5.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应用能力。

6.电子电路设计与工艺应用能力。

7.计算机通信应用能力。

8.自动控制技术应用能力。

9.C 语言应用开发能力。

10.计算机通信应用能力。

11.自动控制技术应用能力。

（二）本赛项遵循以下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SJ/Z 11355-2006 集成电路 IP／SOC 功能验证规范

SJ 20961-2006 集成电路 A/D 和 D/A 转换器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

JJG 1015-2006 通用数字集成电路测试系统检定规程

SJ/T 10805-2018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电压比较器测试方法

ISO9000:2008 质量管理体系

GB/T 15651.3-2003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 第5-3部分：光电子器件 测

试方法

职业编码 6-26-01-33 电子元器件检验员国家职业标准

职业编码 6-21-04-01 电子专用设备装调工国家职业标准

职业编码 X2-02-13-06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国家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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