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19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暨
第二届“赛宝杯”计算机软件测试员大赛技术文件

一、竞赛技术文件制定的标准

（一）指导思想

注重专业经历，参赛人员应具有一定的软件测试能力，并具

有相应的实际测试经验。

考核专业能力，大赛的核心内容是考核选手在软件测试方面

的专业能力，其目的是通过比赛提高选手实际项目的软件测试

技能。

强化实践，选手在开展软件测试时，既要注重应用软件测试

基础理论知识，又要正确选取适合的测试方法和技术，保证测

试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尽可能地发现潜在的软件缺陷，体

现软件测试对软件质量保障的现实作用。

（二）实施方法

大赛的实施方法以项目为主，以理论知识考核为辅，以完成

的测试结果为评判依据。

项目为主是指竞赛的内容是一个与实际工作相关的项目，选

手根据竞赛要求完成项目的测试。

理论知识是指软件测试必备的计算机理论、软件工程、软件

测试方法和技术等基础知识。

评判依据是指以选手提交的测试结果作为检验技能水平的

标准，以选手编写的项目文档作为评判选手技能水平的依据。



（三）竞赛项目及内容

1、竞赛项目：计算机软件测试员

2、竞赛类别：职工组、学生组

3、竞赛方式：

（1）竞赛以个人为单位报名参赛，同一个企业、高校可有多

人参赛，由个人完成所有竞赛环节。

（2）竞赛设初赛、决赛两个阶段。

初赛：初赛设置为理论考试环节（满分 100 分），以理论知

识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职工组理论考试总分排名前 60（含）

的个人进入决赛阶段，学生组理论考试总分排名前 20（含）的

个人进入决赛阶段。

决赛：

职工组：

决赛由实际操作（满分 100分）和现场答辩（满分 100 分）

两个环节组成。

按照理论知识占 30%，实际操作占 70%加权计算，总分排名

前 20的个人进入现场答辩环节。当排名出现成绩相同时，按实

际操作成绩排名，若仍不能分出先后，按实际操作完成时间先

后排名。

决赛最终排名按个人总成绩排列。个人总成绩为理论成绩

*30%+实操成绩*40%+答辩成绩 30%。当排名出现成绩相同时，按

实际操作成绩排名；若仍不能分出先后，按实际操作完成时间

先后排名。

学生组：



决赛为实际操作（满分 100分）。各参赛人员总成绩，按照

理论知识占 50%、实际操作占 50%加权计算，个人总成绩为理论

成绩*50%+实操成绩*50%。当排名出现成绩相同时，按实际操作

成绩排名；若仍不能分出先后，按实际操作完成时间先后排名。

最终排名按个人总成绩排列。

4、大赛主办方和组委会聘请高级考评员、行业专家等组成

大赛裁判组，负责大赛评判工作。

参赛人员的成绩评定由裁判组负责。理论知识竞赛成绩由

裁判组按评分标准统一阅卷；实际操作竞赛成绩由裁判组根据

实际操作结果现场集体评判、计分；现场答辩成绩由答辩裁判

组根据现场答辩情况进行独立打分，取所有裁判平均分。

（四）竞赛时间

1、理论考试时间：120分钟

2、实际操作时间：480分钟

3、现场答辩时间：12分钟/人

（五）试题范围、比重及类型

1、 理论知识竞赛

（1）理论知识考试试卷满分100分。

（2）试题范围和比重如下：

①基础知识，占试卷总分的20%

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系统基础、软件工程、信息安全、信息

化基础等。

②专业知识，占试卷总分的80%



内容主要包括标准化基础、软件评测知识、软件测试应用技

术等。

（3）试题类型：试题分三个类型：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

题。其中单选题60道、多项选择15道、判断题10道。

（4）评分标准：单选题每道1分，多选题每道2分，判断题

每道1分。

2、实际操作竞赛

实际操作竞赛满分100分。

3、答辩

答辩满分100分。

（六）参赛资格

1、参赛人员为从事计算机软件测试的在职技术人员和高校

学生。

2、参赛人员应具有测试分析、用例设计、测试执行和测试

文档编制的综合能力。

3、参赛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爱岗敬业，锐意进取，刻苦钻研技术，勇于创新。

二、理论知识竞赛纲要

（一）基础知识（20分）

1、计算机系统基础（5分）

（1）计算机系统构成及硬件

（2）操作系统

（3）数据库



（4）中间件

（5）计算机网络

（6）程序设计语言

2、软件工程（5分）

（1）软件工程基本概念

（2）软件开发模型及过程

（3）UML基础

3、信息安全（5分）

（1）信息安全基本概念

（2）计算机病毒及防范

4、信息化基础（5分）

（1）信息化相关概念

（2）信息网络系统、信息应用系统、信息资源系统

（二）专业知识（80分）

1、标准化基础及法规（5分）

（1）标准化的概念

（2）标准的层次

（3）标准法规

① GB/T 25000.10-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

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② GB/T 25000.51-2016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

与评价(SQuaRE) 商业现货(COTS)软件产品的质量要求和测试

细则》

③GB/T 15532-2008 《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2、软件评测知识（30分）

（1）软件测试基本概念（6分）

① 软件质量与软件测试

② 软件测试定义

③ 软件测试目的

④ 软件测试原则

⑤ 软件测试对象

（2）软件测试过程模型 （4分）

① V模型

② W模型

③ H模型

④ 测试模型的使用

（3）软件测试类型（16分）

① 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

② 确认测试、验收测试

③ 开发方测试、用户测试、第三方测试

④ 动态测试、静态测试

⑤ 白盒测试、黑盒测试、灰盒测试

（4）软件问题的分类（4分）

① 软件错误

② 软件缺陷

③ 软件故障

④ 软件失效



3、软件测试应用技术（45分）

（1）软件生命周期测试策略（12分）

1）设计阶段的评审

① 需求评审

② 设计评审

2）开发和运行阶段的测试

① 单元测试

② 集成测试

③ 系统测试

④ 验收测试

（2）测试用例设计方法（10分）

① 白盒测试设计

② 黑盒测试设计

（3）软件测试技术与应用（15分）

① 软件自动化测试

② 性能测试

③ Web应用测试

④ 网络测试

⑤ 安全测试

⑥ 兼容性测试

⑦ 易用性测试

⑧ 文档测试

（4）测试项目管理（8分）

① 软件测试与配置管理



② 测试的组织与人员

③ 测试文档

④ 软件测试风险分析

（三）主要参考资料

《软件评测师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三、实际操作竞赛纲要

技能大赛将以实际操作技能为主，测试文档编写技能为辅，

综合考查参赛人员对软件测试技能的掌握状况。参赛选手手工

完成整个测试任务，使用主办方提供的模板编制测试用例及执

行结果、问题报告。

（一）试题范围、比重及类型

1、试题范围

某应用系统测试。

2、考核范围、比重及类型

序号 项目 考核范围 考核要点 比重 备注

1

测试用例编

写及执行结

果记录

根据软件需求、操作

手册等软件文档完成

测试用例编写及执行

结果记录

1.测试用例的完备性；

2.执行结果记录的清晰

性、准确性和完备性。

10%

只需要提供指

定功能点的测

试用例编写及

执行记录

2
问题报告编

制

根据测试结果编制问

题报告

1.问题发现数；

2.问题描述的清晰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可复

现性。

90% 无



（二）竞赛要求

所有参赛选手在规定环境下完成比赛。所有选手在规定时间

内同时进行，依次完成试用例编写及执行结果记录、问题报告

编制，在评判之前完成相关电子文档的输出。

四、现场答辩竞赛纲要

（一）竞赛答辩步骤

1、介绍测试过程、测试结果情况

2、专家提问

（二）答辩评分标准

答辩人讲解是否简洁扼要，对专家提问是否正确理解正确回

答

五、竞赛注意事项

(一)竞赛环境为标准统一的软硬件环境。选手无须也不得

带任何电子设备、技术资料、源码、软件工具进入。

(二)参赛人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参赛证进入赛场参加竞

赛。

(三)参赛人员须按竞赛时间提前15分钟进入赛场，抽签随

机选择座号，迟到15分钟者不能参加竞赛。

（四）参赛人员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不得带入任何与竞赛

有关的资料进入赛场。

（五）理论考试采取试卷答题方式考试，答案要按照要求填

写在答题卡上，否则不计分，用2B或者HB铅笔答题。



（六）竞赛过程中不能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等通信上网工

具，赛场计算机不提供Internet服务。

（七）参赛人员竞赛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应举手向裁判人员

提问，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行为处理。

（八）操作技能竞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去卫生

间，一律计算在操作时间内。

（九）参赛人员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

况需经裁判人员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