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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市政与交通学院文件
桂建院市政教〔2022〕13 号

关于开展第一届建筑材料检测技能竞赛的通知

2022 级各班：

为促进我院科技文化建设，浓厚校园科技创新氛围，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锻炼并增强同学们的动手能力，激发

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我院学生对所学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解

与掌握，普及建筑材料知识，经研究，决定在我院举办第一届建

筑材料检测技能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环节

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环节。

（一）预赛

预赛为个人赛，主要进行理论知识考试，试卷将从试题库中

随机抽取一套，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预赛按得分高低选拔选手

参加决赛。

（二）决赛

决赛按小组进行，2 人为 1 小组，自由组队。决赛环节分“理

论考试”和“试验技能操作”两个竞赛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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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考试

试卷将从竞赛试题库中随机抽取一套，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2.试验技能操作

技能操作分为以下两个竞赛项目，每个项目 100 分，分别按

照 50%计入操作总分，再按照 60%计入竞赛总分。

（1）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赛项：按照《水泥标准稠度用水

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2011）的要求，

掌握测定水泥净浆达到标准稠度用水量的方法步骤、计算评定；

（2）砂子颗粒级配赛项：按照《建设用砂》（GB∕T

14684-2022）要求，掌握砂子颗粒级配测定的方法步骤、计算评

定。

二、参赛对象

2022 级全体学生

三、参赛时间及方式

竞赛时间：2022 年 11 月 30 前完成预赛，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决赛。

竞赛地点：建材实训大棚、教室（详细座位表另行通知）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2022 年 11 月 20 日-21 日

报名方式：参赛学生用职教云加入比赛报名班级，参赛名单

以 2022 年 11 月 21 日 24:00 时职教云平台比赛报名班级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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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为准。

报名班级邀请码及二维码：

五、竞赛内容及要求

理论竞赛内容主要为建筑材料试验基础知识、材料性能及相

关规范。试验技能操作竞赛内容分为“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和

“砂子颗粒级配”两个赛项。

（一）赛项一：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

1.竞赛时长：40 分钟。

2.竞赛内容：采用水泥标准样进行标准稠度用水量的试验操

作及结果计算、评定。

3.执行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

验方法》（GB/T 134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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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竞赛仪器：水泥净浆搅拌机（NJ-160A)、标准法维卡

仪、0.9mm 方孔筛等。

（二）赛项二：砂子颗粒级配

1.竞赛时间：40 分钟。

2.竞赛内容：砂子颗粒级配试验步骤和结果计算、评定。

3.竞赛标准：《建设用砂》（GB/T14684-2022）。

4.主要竞赛仪器：天平、摇筛机、方孔筛等。

六、竞赛规则

（一）竞赛要求

1.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入场参加竞赛。

2.参赛选手应提前 15 分钟进入赛场。

3.竞赛正式开始 20 分钟以后，选手不得再入场参加竞赛，

按弃权处理。

4.竞赛时间段内参赛选手不得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暂

时离开赛场，应报告裁判同意，离开赛场期间应有流动监考人员

陪同。竞赛结束之后，参赛选手确认提交的竞赛成果后，在监考

人员的组织下离开赛场。

5.参赛选手按照抽签决定的赛场及机位对号入座，监考人员

应对每位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认真检查。参赛选手在竞赛正式开

始之前应对设备进行开机检查。

6.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遇问题需举手向监考人员示

意，各参赛队之间不得互相交流，否则按作弊行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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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赛选手遇到仪器设备系统故障时，应及时向监考人员报

告，对于因故障而耽搁的时间，由监考人员请示裁判长同意后将

该选手的竞赛时间相应后延。竞赛结束前，参赛选手应按照答题

系统的操作要求提交竞赛成果，部分完成的竞赛成果要按要求保

存在指定的位置，竞赛成果不得做任何标记，否则按“0”分计。

听到竞赛结束信号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

由拖延竞赛时间。对违反赛场规则，不服从监考人员劝阻者，经

竞赛工作组裁决可取消其比赛资格。

8.参赛选手不可携带技术资料、教材等进场，不得携带通讯

工具等进入竞赛现场。

9.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保证人身及设

备安全，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二）成绩确认与公布

理论考试为机考，成绩由竞赛考核平台自动判定。试验技能

操作赛项的成绩由裁判人工评判。成绩经裁判长审核无误，由裁

判人员签字确认后，在比赛结束 2 天内通知公布。

七、评分标准

（一）理论知识

1.考试内容：建筑材料试验基础知识、材料性能及相关规范。

2.考试方式：考试为闭卷考试，采用机考方式，考试试题由

工作组统一编制。

3.考试时间：考试原则上在实操比赛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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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的题型及分值：

表1 考试题型及分值

序号 题型 数量/个 单题分值/分 小计分值/分

1 单选题 40 1 40

2 多选题 20 2 40

3 判断题 40 0.5 20

（二）实践操作

1.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评分办法

（1）评分原则：

①根据试验的完整性，予以逐项评判计分。

②根据试验速度及结果准确性，予以逐项评判计分。

（2）评分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赛项评分标准见表 2。

表2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赛项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基本

分

（100

分）

准备

（30分）

（1）检查维卡仪的金属棒能否自由滑动。

（2）调整至试杆接触玻璃板时指针对准零点。

（3）水泥净浆搅拌机运行正常。

（4）其他试验之前需准备记录和检查的要求。

操作

（40分）

（1）水泥过 0.9mn 方孔筛要点。

（2）水泥净浆的拌制要点。

（3）水泥净浆从装入试模至抹平的规定操作要点。

（4）搅拌后至读数的规定操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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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与计

算

（30分）

（1）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计算的正确性。

（2）数据记录的完整性。

（3）数据记录修改的规范性。

速度得分系数

（满分为 1）

60 分钟速度得分系数为 1，每提前或超时分钟速度得

分系数增减 0.002，超 10 分钟以上终止试验，系数为

0。

精度得分系数

（满分为 1）

与标准值每相差 0.1%，系数减 0.05；没有试验结果，

该试验零分。

2.砂子颗粒级配评分办法

(1)评分原则：

a.根据试验的完整性，予以逐项评判计分。

b.根据试验速度及结果准确性，予以逐项评判计分。

(2)评分标准：砂子颗粒级配评分标准见表 3。

表3 砂子颗粒级配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基本

分

（100

分）

准备

（30分钟）

（1）实验环境要求。

（2）试验设备的检查。

操作（40分）

（1）取样要求。

（2）称量要求。

（3）摇筛机摇筛要求。

（4）手筛操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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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与计算

（30分）

（1）数据计算的正确性。

（2）数据记录的完整性。

（3）数据记录修改的规范性。

速度得分系数

60分钟速度得分系数为 1，每提前或超时 l 分钟速

度得分系数增减 0.002，超 10 分钟以上终止试验，

系数为 0。

精度得分系数

（满分为 1）

计算结果在允许偏差范围内，且针入度试验结果与

标准值相比符合规范中复现性允许差要求，与标准

值每相差 1%，系数减 0.05。没有试验结果，该试验

零分。

八、奖励设置

奖项分为单项奖和团体奖。

1.单项奖：根据实际参赛队伍数量，分别授予理论、水泥标

准稠度用水量、砂子颗粒级配三个项目单个赛项一等奖 10%，二

等奖 15%，三等奖 25%，优秀奖 50%。

2.团体奖：根据理论、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砂子颗粒级配

三个项目总分，按照实际参赛队伍数量授予团体奖一等奖 10%，

二等奖 15%，三等奖 25%，优秀奖 50%。

3.获奖选手可做为代表优先参加 2023 年 1+X 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职业技能等级考试。

4.学分兑换和成绩转换。理论获奖同学，可申请免参加《建

筑工程材料》理论考试，《建筑工程材料》课程可转换相应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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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一等奖——95 分；二等奖——85 分；三等奖——75 分；

优秀奖——65 分；实操两项获奖同学，可申请免参加《建筑工

程材料实验》考核，《建筑工程材料实验》课程可转换相应等级

成绩：一等奖——优；二等奖——良；三等奖——中；优秀奖—

—及格。

本次竞赛的最终解释权归市政与交通学院教学办公室。

市政与交通学院

2022 年 11 月 20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学院领导，教学团队，办公室存。

市政与交通学院教学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