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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从事计算机软

件编制和设计工作的竞赛项目。比赛中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

包括：基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架构，能进行需求分析、软件编

程、数据分析、算法设计、编制项目文档等工作，在开发项目

和解决实际问题时，既要采用成熟技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又要采用互联网服务等新技术，包括解决方案的创新和软件开

发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

竞赛组别设置为职工组、学生组；采用团队组比赛方式，

每个参赛团队 3人。

职工组参赛人员必须为广东省内企事业单位职工，年龄满

18周岁（截至 2022年 10月）、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已缴纳社

保满 6个月以上。

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及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均可报名

参加学生组比赛，参赛选手须年龄满 16周岁（截至 2022年 10

月），需提供已注册学生证作为学籍证明。

（二）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选手理论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要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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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理论知识和工作能力要求表

相关要求 权 重 比 例
(%)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10

基本知识

◆健康和安全法规、义务和文件

◆安全用电工作的原则

◆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

◆信息处理-程序构造及其表示法的约定

◆计算机软件单元测试

◆软件维护指南

◆计算机软件质量保证计划规范

◆计算机软件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管理

◆软件产品评价质量特性及其使用指南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

工作能力

◆制定并遵守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规则和法规

◆严格遵守电气安全程序

◆遵守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进行工作组织和管理

◆按照项目管理的流程开展工作

2 软件开发环境搭建能力

10基本知识

◆软件开发语言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架构

◆操作系统应用

◆中间件选型

◆数据库应用

工作能力
◆能够根据用户需求选择软件开发语言

◆能搭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架构开发环境

3 软件文档编写能力

15

基本知识

◆计算机软件产品开发文件编制指南

◆计算机软件需求说明编制指南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件编制规范

工作能力

◆能按照规范进行产品开发文件编制

◆能按照规范进行软件需求说明编制

◆能按照规范进行软件测试文件编制

◆能按照规范进行用户使用手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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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编程能力

45

基本知识

◆软件需求分析

◆软件设计

◆软件使用技术框架

◆软件数据资源

◆软件信息安全

工作能力

◆能依据客户需求进行需求分析

◆能依据客户需求进行软件设计

◆能依据客户需求选用技术框架

◆能进行软件数据资源管理

◆能够实现软件信息安全

5 客户培训能力

20基本知识

◆PPT设计与制作

◆讲解能力和方法

◆理解客户需求

◆客户服务

工作能力
◆能够设计和制作汇报 PPT
◆能进行客户培训

合计 100

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竞赛内容的参考书目包括：《软件设

计师教程》《系统分析师教程》《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教程》

（均为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著）。

二、试题与评判标准

（一）试题

1.理论试题主要内容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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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理论试题内容表

序号 项目 主要内容 比重

1 程序设计语言

◆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概念；

◆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成分；

◆汇编语言的基本原理；

◆编译语言的基本原理；

◆解释语言的基本原理。

10

2 数据结构基础知识

◆线性结构；

◆数组、矩阵与广义表；

◆树；

◆图；

◆查找；

◆排序。

10

3 算法设计与分析

◆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本概念；

◆算法分析基础；

◆分治法；

◆动态规划法；

◆贪心法；

◆回溯法。

10

4 操作系统基础

◆操作系统基本概念；

◆处理机管理；

◆存储管理；

◆设备管理；

◆文件管理；

◆网络操作系统。

5

5 面向对象技术

◆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

◆面向对象分析；

◆面向对象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面向对象测试；

◆UML统一建模语言；

◆设计模式。

10

6 计算机系统知识

◆计算机系统基础知识；

◆计算机体系结构；

◆安全性、可靠性与系统性能评测。
5

7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基本概念、过程和方法；

◆软件开发工具与软件开发环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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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管理；

◆系统分析与设计；

◆需求分析与需求工程；

◆结构化分析和设计方法；

◆系统测试与调试；

◆软件的测试策略；

◆面向对象系统的测试；

◆软件测试的组织；

◆系统可靠性；

◆软件容错技术；

◆双机容错技术。

8 信息安全

◆主机安全；

◆网络安全；

◆身份认证；

◆访问控制；

◆加密技术；

◆防火墙技术；

◆安全审计；

◆安全管理。

10

9
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架构

◆IT基础设施：CPU芯片、服务器、存储等；

◆基础软件：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等；

◆信息安全和应用软件：OA、ERP、办公软

件、政务应用、边界安全产品、终端安全产

品等。

15

10 新技术

◆视频技术；

◆传感器技术；

◆5G技术；

◆云计算技术；

◆大数据技术；

◆物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时空信息技术；

◆AR/VR技术；

◆互联网技术；

◆移动互联网技术；

◆工业互联网技术；

◆数字平台技术。

1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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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技能试卷

参赛选手按照题目要求完成给定软件开发项目的文档编写，

程序设计、编码调试、测试验证，软件及运行环境打包发布和

安装使用说明书的编写。操作技能考核比重表见表3。

表 3 操作技能比重表

序号 分类 考核内容 比重

1 软件环境搭建 能正确搭建软件环境，实现程序编制。 5

2 软件功能
对软件的功能实现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进行

评判。按照功能完成模块进行评价。 40

3 软件界面

对设计友好性进行评判，人机交互功能是

否合理、简单易用，具有友好的界面操作

和操作容错能力。
10

4 软件文档

软件研发全过程文档进行评判：软件的需

求文档、设计文档、测试用例、使用手册

等是否齐全。
15

5 工作组织和管理 能遵守软件开发规范，未出现安全事故。 5

6 项目说明（答辩）

汇报项目整体设计方案：需求分析、设计

思路、技术框架、数据资源、技术实现、

信息安全等。
25

合计 100

（二）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安排：

1.理论考试时间：90分钟

2.实际操作时间：480分钟

3.项目说明（答辩）：每队15分钟，8分钟路演，7分钟答

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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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判标准

竞赛设初赛、决赛两个阶段：

1.初赛。设置为理论考试环节（满分 100分），以闭卷方式

考察理论知识，满分 100分；每队 3名队员参赛。职工组取平

均分数前 20队的队伍进入决赛；学生组取平均分数前 10队的

队伍进入决赛。

2.决赛。职工组和学生组采用相同的比赛方式。决赛由实

际操作和现场答辩两个环节组成，满分 100分。决赛实际操作

环节以上机方式考察实际操作能力，模拟完成某个组织的实际

应用项目的开发过程（部分模块）。专家裁判组将根据参赛团队

的实际操作成绩排名，各推荐职工组和学生组不多于 10组团队

进入现场答辩环节。

3.竞赛排名。最终排名按团队总成绩排列。总成绩=初赛成

绩×30%+决赛成绩×70%。若总分相同，则以决赛成绩排名；若

总分与决赛成绩皆相同，则按决赛完成时间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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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评分流程及考核细则

（一）理论比赛

1.理论知识比赛以机考或答卷（闭卷）方式（视实际报名

人数而定）进行。比赛时间为90分钟。满分100分，占总成绩的

30%。理论试题分三个类型：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其中

单选题70题、多项选择10题、判断题10道。选题每题1分，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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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每题2分，判断题每题1分。

2.参赛选手凭本人身份证和报名表进入考场，在答题卡规

定位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试卷及答题卡上其他位置不得有

任何暗示参赛选手身份的记号或符号，否则成绩无效。

3.采取试卷答题方式考试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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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纸由现场人

员统一提供，交卷时收回。

4.参赛选手自带的其他任何资料和电子产品禁止带入考场，

否则成绩无效。

5.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人员提

问，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

6.当听到大赛结束命令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或答题，

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离开比赛场地时不得将草稿纸

等有关的物品带离现场。

（二）实际操作比赛

1.参赛选手按照题目要求完成给定软件开发项目的文档编

写，程序设计、编码调试、测试验证，软件及运行环境打包发

布和安装使用说明书的编写，比赛时间480分钟（包含午饭及休

息时间）。

2.操作技能成绩满分为100分，占总成绩的70%。操作技能

按照评分标准采用裁判分模块评分和专家复核形式进行；答辩

部分评分采用5-7名专家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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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赛环境为标准统一的计算机软硬件初始环境。

4.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参赛证进入赛场，按竞赛

时间提前15分钟进入赛场，并抽签随机选择座号，迟到30分钟

者不能参加竞赛。

5.参赛选手进场后，先检查计算机是否运行正常，开发环

境是否可以启动，并在《现场记录表》上确认签字。

6.竞赛开始30分钟后参赛人员不得再进入赛场。竞赛时间

不到60分钟时，参赛人员原则上不得以上厕所等理由申请离场，

特殊情况需经现场裁判批准并记录。超过60分钟后，申请上厕

所离场的人员，应服从监考人员的安排和监督。

7.监考人员在竞赛开始时发放实操考试专用优盘。如果参

赛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提前结束操作，提

交存有竞赛产品的优盘，裁判员记录提交时间。答题完毕或竞

赛结束时间到时，参赛选手应立即从座位上起立，根据“竞赛产

品提交要求”完成竞赛产品交付，并经监考人员确认提交后方可

离开，上述过程在《现场记录表》上签字确认。

8.参赛选手竞赛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应举手向裁判人员提

问。监考人员不解答题意。属停电、死机等系统技术问题可举

手，由技术人员解决。因计算机故障需更换参赛计算机的，须

向现场裁判申请，经裁判同意后进行调换；因调换导致需要考

试延时的，由裁判决定。更换过程及延时时间在《现场记录表》

上确认签字。

9.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去洗手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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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计算在比赛总时间内，食品和饮水由赛场统一提供。

10.违犯竞赛现场纪律或违规操作者，经裁判员判定，视情

节轻重，予以扣分甚至终止比赛的处理。

11.竞赛产品提交要求：所有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进行竞

赛，依次完成软件文档的编写、程序的编写与调试、产品发布，

完成相关电子文档、源程序、程序正常运行所需数据等的汇总

打包和提交。汇总打包按“团队编号”命名。

四、竞赛场地、设施设备安排

项目赛场提供设施、设备清单见表 4。

表4 设施、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技术规格

1 开发计算机 1台/选手

开发用机：

CPU：i5以上；内存：8G以上；硬

盘：50G以上；Win 7/10；网络：

可连接互联网

2 云服务器 2台/队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架构服务器，性

能等同于鲲鹏服务器，4核，内存

8G以上；

操作系统：OpenEuler 64位。

五、工具材料安排及清单

选手自带工具材料清单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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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项目选手自带工具清单表

序号 名称 技术规格

1 开发软件

1.参赛队伍自备完整的软件安装程序，其中：数

据库、中间件等产品必须符合信创架构；

2.参赛选手自行安装数据库、中间件、开发环境、

文档编辑器等产品；

3.开发环境：建议 Eclipse、IDEA（JAVA集成开

发平台）或 PyCharm(Python编辑器)，选手也可

自行选择其它开发环境。

2 项目文档 1.项目文档：建议MS Office或者金山 Office。

六、安全健康和防疫要求

为贯彻落实国家与广东省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的有关要求，本次大赛将建立以下疫情防控机制。

1. 科学规划活动方案及场地布局。

尽量选择通风良好的地点举办赛事及启动仪式等相关活动，

并按防控要求合理规划大赛场地分区（测温区、活动区、应急

医疗服务区、临时隔离间等）、布局及人员动线，各分区要有醒

目的指引标识，要提出流量管控方案。大赛现场设置足够的洗

手设备或免洗手消毒液。

2. 控制人员规模和密度。

根据场地规模控制大赛参与人数，参赛人员原则上控制在

场所最大容纳人数的 70％以内，实行预约分流、分批错峰入场

等管控措施，引导大赛参与人员有序进出，保持 1米以上社交

距离，尽量避免握手、拥抱等密切接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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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做好大赛工作人员健康防护。

活动举办单位负责安排专人负责健康监测工作，做好大赛

工作人员日常体温监测，如出现发热（≥37.3℃）、干咳等症状

应及时报告并进行排查。活动现场大赛工作人员分发的一次性

医用口罩、消毒剂等防疫物品，按照每工作 4-6小时更换一次

的频率进行发放。大赛工作人员自觉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每日

通过“粤康码”等小程序如实进行健康申报，科学佩戴口罩，加

强卫生意识。

4. 落实参赛人员扫码测温及核酸检测。

做好参赛人员体温监测，通过红外测温枪等设备确保体温

检测准确性。对参赛人员进行健康扫码或登记，可通过实名登

记、预约入场等方式对参赛人员进行人员管理，查验为红码或

出现发热（≥37.3℃）、干咳等症状的人员，严禁参加与大赛相

关的活动。原则上，竞赛初赛及决赛签到时，所有参与竞赛的

选手、教练、裁判及工作人员等，需持 48小时内核酸阴性结果

（以粤康码显示为准）。

5. 设置临时隔离观察间。

根据参加活动人员和活动场所实际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临

时医学观察点，对于初测体温≥37.3℃人员的实行单独隔离观察，

单独隔离观察间用于不需要在医院隔离的具有发热等症状人员

的隔离观察。观察点要设在相对独立、通风良好的房间，需配

备 1-2名工作人员，负责体温检测和发热人员的管理，并配备

红外测温仪、水银温度计、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消毒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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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乳胶手套、快速手消毒剂，84消毒剂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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