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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项名称
1.赛项名称：Python 程序开发
2.赛项组别：高职高专组
3.赛项归属：电子信息类

二、竞赛目的
（一）优化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
赛项针对《中国制造 2025》、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国家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国家战略软件岗位人才需求，通过赛项丰
富完善学习领域课程建设，使人才培养更贴近岗位实际，提升专业培养服务社会和行
业发展的能力。
该赛项内容覆盖软件技术专业《Python 程序设计》、
《Python 数据统计》、
《Python
数据可视化》、
《Python 网络爬虫》、
《数据统计分析基础》、
《Python 数据分析》、
《Python
应用开发》等 10 门核心课程内容。
（二）促进产教合作
加强以“技术+模式+生态”为核心的协同创新持续深化软件产业发展，建立健全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机制。赛项基于软件技术领域主流技术和现行业务流
程设计，软件行业专家与院校教育专家紧密合作，赛后完成竞赛内容向教学改革的成
果资源转化，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教产合作赛事创新。
（三）教学成果展示
全国高职高专软件技术专业点数已经超 1100 余个，在校生 100 多万。通过 Python
程序开发竞赛，检验参赛选手项目需求分析、Python 编程、网络数据获取、数据统计
分析、数据可视化、程序编码、软件测试、产品发布等技术能力。
本赛项的设计目的，不仅是提升了参赛学生在 Python 程序语言的综合应用能力，
而且通过校企岗位轮转等机制还培养出一批会知识、懂技术、熟项目的软件专业老师，
使其成为高职院校软件相关专业建设的骨干力量，从而增强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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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升教学环境与产业环境之间的契合度。

三、竞赛方式
竞赛以个人方式参赛，可配 1 名指导教师。参赛选手为在籍高职高专学生，性别
不限。

四、竞赛内容简介
Python 程序开发赛项以企业真实项目为基础，依托于“中慧云启 Python 程序开
发平台 V1.0”，采用市场主流软件开发架构和实际操作形式进行现场编程设计。竞赛
采用“程序开发”、
“爬虫应用”、
“数据清洗”、
“数据分析”、
“数据可视化”5 种题型。
主要涉及的知识和技能如下:
1.程序开发
(1) Python 编程基础;
(2) 开发环境搭建;
(3) Python 面向对象程序开发；
(4) 基于 RESTful 规范设计 API 接口;
(5) MySQL 数据库存储。
2.爬虫应用
(1) 网络页面结构分析;
(2) 爬虫知识体系与相关工具;
(3) Scrapy 框架与 Scrapy-Redis;
(4) 爬虫对互联网进行海量信息获取;
(5) 数据存储。
3.数据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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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运用 Numpy、Pandas 进行数据取值和选择；
(2) 能处理数据缺失;
(3) 能操作字符串进行数据去重操作;
(4) 能完成数据类型转换。
4.数据分析
(1) Python 高级特性，如 Python 高阶函数、DataFrame 等;
(2) 使用 Numpy 和 Scipy 进行科学计算;
(3) 进行基本统计、分组分析、分布分析、交叉分析；
(4) 基于应用需求分析热点话题、热门词汇、发展趋势等；
(5) 常用格式的本地数据读写;
(5) SQL 常用语法讲解;
(6) Python 的数据库基本操作。
5.数据可视化
(1) 能熟练使用图形化工具绘制基本图形，如柱状图、饼图、折线图、散点图等；
(2) 能使用图形工具绘制高级图形，如地图、热力图、雷达图、词云图等;
(3) 能基于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图形展示数据；
(4) 能根据图表结果撰写数据分析报告。
竞赛总时量：240 分钟

五、竞赛试题
本竞赛采用建立试题库的方式。比赛前由裁判长从试题库中随机抽取一套试题作
为竞赛题目。

六、竞赛日程及流程
注：时间安排如有变化，以参赛时通知为准。
1. 竞赛总时量：2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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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竞赛时间安排
日期

报到日

时间

事项

参加人员

10:00—15:00

参赛队报到

14:30—16:00

赛前工作会议

参赛校领队会，
15:30—16:30 抽签决定顺序号

各参赛队选手、领
队、指导老师
赛项执委会成 员、
专家、裁判、 仲裁
各参赛队领队 或
指导老师

16:30—17:00

选手熟悉场地

各参赛队选手

8:20—8:50

比赛检录、加密

各参赛队选手

8:50-9:00

比赛环境确认

各参赛队选手

9:00—13:00

正式比赛

各参赛队选手

14:00—20:00

成绩评定

赛项裁判

竞赛日

3. 竞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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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七、技术规范
该赛项主要涉及以下国家标准，参赛选手在实施竞赛项目中要求遵循如下规范:
序号

标准号

中文标准名称

1

DB21/T 2347.3-2014

信息技术行业职业技能 第 3 部分:软件开发

2

GB/T 32423-2015

系统与软件工程 验证与确认

3

GB/T 32424-2015

系统与软件工程 用户文档的设计者和开发者要求

4

GB 8566-1988

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

5

SJ/T 10367-1993

计算机过程控制软件开发规程

6

GB/T 36475-2018

软件产品分类

7

GB/T 36964-2018

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

8

GB/T 37691-2019

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安全性设计指南

9

GB/T 25000.2-2018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 (SQuaRE)
第 2 部分:计划与管理

10

GB/T 28174.1-2011

统一建模语言(UML) 第 1 部分:基础结构

11

GB/T 11457-1995

软件工程术语

12

GB/T 16260.1-2006

软件工程 产品质量 第 1 部分:质量模型

13

GB/T 32421-2015

软件工程 软件评审与审核

14

GB/T 32423-2015

系统与软件工程 验证与确认

15

GB/T 30264.2-2013

软件工程 自动化测试能力 第 2 部分:从业人员能 力等
级模型

16

GB/T 32904-2016

软件质量量化评价规范

17

GB/T 30998-2014

信息技术 软件安全保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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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赛器材及技术平台
选手以个人为单位参赛，每人需要 1 台 PC 机（用于运行服务端与客户端开发） 和
U 盘 1 个（用于考题及其辅助文档）。
裁判区域：供裁判休息及工作场地。配电脑，A4 激光打印机 1 台， 桌椅， 饮
水机，纸杯，文具用品等。
序号

类别

参数
2U 机架式（50 人/台）
处理器：2 颗 Intel Xeon 银牌 4214R
内存：ECC DDR4 32GB*8
硬盘：6*2TBSAS 10K 转 SAS 3.5 英寸热硬插拔硬盘，

1

服务器

2*480G SATA SSD 含 3.5 英寸热插拔托架
RAID：PERC H730P 2G 缓存阵列卡
网卡：4*1GbE, 2*10GbE
机架安装导轨
750W 热插拔（1+1）冗余电源
参赛选手用机，Intel 酷睿 i5 或以上级别处理器，8GB

2

台式机
或 以上内存 256G 或 以上固态硬盘，千兆网卡。

3

IDE 开发工具

PyTharm2020-1

4

浏览器

google chrome 70+
json
random

5

Python3.6 库
urllib.request
BS4
8

time
csv
tqdm
string
pandas
matplotlib.pyplot
IPython.display
re
os
6

竞赛平台

中慧云启 Python 程序开发平台 V1.0

7

其他

WPS

九、评分标准
（一）评分原则
竞赛满分为 100 分（试题 95 分+素养 5 分）。竞赛项目内容及分值比例如下:
程序开发(30%)：程序开发模块重点考核参赛选手针对实际问题的程序编程、REST
API 设计及数据库使用的能力。
爬虫应用(20%)：爬虫应用重点考核参赛选手对开源海量信息获取能力、爬虫相
关知识体系、网页结构分析及数据存储的熟练程度与编程能力。
数据清洗(15%)：数据清洗模块重点考核参赛选手处理数据缺失、数据去重、数
据转换及数据集成的能力。
数据分析(15%)：数据分析模块重点考核参赛选手对应用 Python 高级特性和数据
分析软件包进行简单与复杂科学计算机数据分析的能力，以及考察选手基于实际应用
选择分析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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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15%)：数据可视化模块重点考核参赛选手能够选择合适的图形表示
数据分析结果的能力，包括基本图形和高级图形。
综合素养（5%）：参考参赛选手在比赛现场的综合素质进行评分。
（二）评分细则
竞赛模块

考察点

权重

Python 编程
基础

5

Web 开发技
术

5

业务逻辑

5

程序开发
5
Django 框架

爬虫应用

数据清洗

数据处理

RESTfu 接口
设计

5

数据存储

5

利用爬虫抓
取数据 1

6

利用爬虫抓
取数据 2

14

利用 Pandas
对数据进行
清洗

15

编写 Python
程序对数据
进行处理

5

编写 Python
程序，查找
目录下的指
定文件格式

10

描述

评分标准

Python 基本语法、面向对
象等知识
HTML5、CSS3、JavaScript
开发框架，ES6 基本语法、
npm 模块管理
对业务需求及功能的理
解，规划业务流程，并编 按结果评分：
（1）代码正确；
码实现功能
Django 服务发布、路由映 （2）功能实现；
射、模板编程、数据处理
等功能设计；模型，视图，
模板，认证等使用
基于 RESTful 规范设计
API 接口
MySQL 数据库增删改查
以成功爬取相应
基于 Python 爬虫代码从
数据项的百分比
指定网站抓取数据 1
计算得分点。
以成功爬取相应
基于 Python 爬虫代码从
数据项的百分比
指定网站抓取数据 2
计算得分点。
利用 Pandas 函数完成对
以成功处理的数
数据进行清洗，包括数据
据项占应处理数
缺失值处理、重复数据处
据项的百分比计
理、异常值处理、数据类
算得分点。
型转换。
以成功处理的数
编写 Python 程序，去除 据项占应处理数
数据中所有的标点符号。 据项的百分比计
算得分点。
编写一个 Python 程序，
以成功查找到的
用户输入开始搜索的 路
文件占应查找到
径，查找该路径下（包含
的文件的百分比
子文件夹内）所有的指定
计算得分。
格式的文件，并创建一个
1

编写 Python
程序对数据
数据可视
进行统计分
化
析并进行可
视化展示

15

文件用来存放所有找 到
的文件的路径。
编写 Python 程序，使用
numpy 和 pandas 进行数据
统计并使用 matplotlib
进行可视化展示，并创建
一个文件用来存放统 计
和可视化结果。

以完成正确统计
分析与展示的任
务计算得分，每个
分析 5 分。

（三）评分方法
1. 本赛项裁判组成员共 5 人，其中裁判长 1 名，加密裁判、现场裁判、评分裁
判共 4 名。
2. 竞赛结果评分前，专家组根据任务类型及数量提前制定评分分配方案：每名
裁判负责试卷上 1-2 个任务，裁判以每个竞赛选手的相同任务进行评分。评分前裁判
长组织各个评分裁判自行随机抽取裁判编号，分组进行流水线式评分，每组 2 名裁判
独立评分，具体打分原则请参见评分细则。
3.参赛选手成绩由赛项裁判组统一评定，采用结果评分方式。竞赛名次按照成绩
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相同成绩的依次按数据分析、程序开发、爬虫应用、数据可视化、
数据清洗模块得分高低决定排名次序。
4.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有作弊、不服从裁判判决、扰乱赛场秩序等行为，
裁判长按照规定扣减相应分数。情节严重的取消竞赛资格，竞赛成绩记为零分。
5.裁判长在竞赛评分结束 2 小时内提交赛位号评分结果，经复核无误，由裁判长、
监督人员和仲裁人员签字确认后公布。
6.裁判长正式提交赛位号评分结果并复核无误后，加密裁判在监督人员监督下对
加密结果进行逐层程序自动化解密。
7.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组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的所有参赛选手的
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15%。监督组需将复检
中发现的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判长，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若复核、
抽检错误率超过 5%，裁判组需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1

十、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软件，有失公正的评判、奖励，以及
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 1 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不予受理。申诉时，应按照规定
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
象、发生的时间、涉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事
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选手、领
队签名。
3.赛项仲裁工作组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审查，3 小时内书面通
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
4.申诉人不得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
（二）仲裁
赛项设仲裁工作组接受由代表队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等方面问题的申诉。赛项
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仲裁工作组的
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十一、成绩公布方法
赛项成绩在赛项结束后由裁判长现场公布并上报大赛组委会，所有的评分表、成
绩汇总表备案以供核查。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大赛成绩进行涂改、伪造或用
于欺诈等违法犯罪活动、如需使用大赛成绩，应报赛区执委会审批。

十二、奖项设定
本赛项奖项设团体奖。设奖比例为：以赛项实际参赛队总数为基数，一、二、三
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0%、20%、3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获得一等奖的参赛队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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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学校的名称；同一学校只限 1 支队伍报名参赛。
2.参赛队组成：每支参赛队由 1 名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组成，性别和年级不限。
3.指导教师：每支参赛队可配指导教师 1 名，指导教师经报名并通过资格审查后
确定。
4.参赛选手在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参赛选手因身体等特殊原因
无法正常参赛需更换人员的，需由所在院校向省教育厅职教处提交书面申请并加盖公
章，经审核后统一办理。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不允许更换新的指导教师，允许指导教师缺席。
5.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指导教师须知
1.各参赛代表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弄虚作假。如发
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参赛资格，名次无效。
2.各代表队领队要坚决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参赛人员的管理，做好赛前
准备工作，督促选手带好证件等竞赛相关材料。
3.竞赛过程中，除参加当场次竞赛的选手、执行裁判员、现场工作人员和经批准
的人员外，领队、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竞赛现场。
4.参赛代表队若对竞赛过程有异议，在规定的时间内由领队向赛项仲裁工作组提
出书面报告。
5.对申诉的仲裁结果，领队要带头服从和执行，并做好选手工作。参赛选手不得
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以弃权处理。
6.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大赛专用网页有关赛项的通知和内容，认真研究和掌握本
赛项竞赛的规程、技术规范和赛场要求，指导选手做好赛前的一切技术准备和竞赛准
备。
（三）参赛选手须知
1.竞赛选手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和工艺准则，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接
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2.参赛选手在检录时需将身份证、学生证、参赛证等身份证件交由检录人员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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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不得带入场内。
3.参赛选手进入赛场，不允许携带任何书籍和其他纸质资料（相关技术资料的电
子文档由赛项执委会提供），不允许携带通信工具和存储设备（如 U 盘）。竞赛统一提
供计算机以及应用软件。
4.各参赛队应在竞赛开始前一天规定的时间段进入赛场熟悉环境，但不得触碰任
何比赛设备及材料。
5.竞赛时，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启动操作，各参赛队自行决定分工、工作程序
和时间安排，在指定赛位上完成竞赛项目，严禁作弊行为。
6.竞赛过程中，因严重操作失误或安全事故不能进行比赛的（例如因综合布线发
生短路导致赛场断电的、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的），现场裁判员有权中止该队比赛。
7.在比赛期间，选手的食品、饮水等由赛场统一提供。选手休息、饮食或如厕时
间均计算在比赛时间内。
8.凡在竞赛期间提前离开的选手，当天不得返回赛场。
9.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工作风格，在参赛期间，选手应当注意保持工作环境及设
备摆放符合企业生产“5S”（即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的原则，如果过于
脏乱，裁判员有权酌情扣分。
10.在比赛中如遇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故障，经裁判确认后，可向裁判长申请
补足排除故障的时间。
11.参赛队欲提前结束比赛，应向现场裁判员举手示意，记录比赛终止时间。比
赛终止后，不得再进行任何与比赛有关的操作。
12.各竞赛队按照大赛要求和赛题要求提交竞赛成果，禁止在竞赛成果上做任何
与竞赛无关的记号。
13.竞赛操作结束后，参赛队要确认成功提交竞赛要求的文件，裁判员在比赛结
果的规定位置做标记，并与参赛队一起签字确认。
（四）工作人员须知
1.熟悉竞赛规则，服从管理，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
2.树立服务观念，本着一切为参赛选手着想的原则，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
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积极完成大赛工作任务。
3.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胸卡，文明礼貌，保持良好形象。
4.坚守工作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离岗，特殊情况向组长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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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遇安全突发事件，按照工作预案及时组织疏散，确保人员安全。
6.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发布关于比赛的言论，不得私自接受采访。

十四、应急预案
赛前应组织安保人员进行培训，提前进行安全教育和演习，使安保人员熟悉大赛
的安全预案，明确各自的分工和职责。督促各部门检查消防设施，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防止火灾、踩踏等群体性事件发生，确保大赛期间赛场财产的安全。
竞赛过程中如若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报告现场总指挥，同时启动事故处理应急
预案，各类人员按照分工各尽其责，立即展开现场抢救和组织人员疏散，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员伤害及财产损失。
竞赛结束时，要及时进行安全检查，重点做好防火、防盗以及电气、设备的安全
检查，防止因疏忽而发生事故。
安全防范基本要求：
①坚守岗位，认真履职。
②听从指挥，反应迅速。
③保持联络，及时沟通。
④明确责任，问责追究。
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比赛现场内应参照
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节，裁判员
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在参赛选手进入赛位，赛项裁判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所时，赛项承办院校有责任
提醒、督促参赛选手、赛项裁判工作人员严禁携带通讯、照相摄录设备，禁止携带未
经许可的记录用具。如确有需要，由赛场统一配置，统一管理。赛项可根据需要配置
安检设备，对进入赛场重要区域的人员进行安检，可在赛场相关区域安放无线屏蔽设
备。
突发事件

预防措施

事件发生后应对措施

参赛选手发病或

在各工位张贴安全操作

受伤

说明。

医务人员应采取紧急救护措
施，及时进行救治，如病情或
伤势严重，应及时送往最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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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进行救治。

立即组织对中毒人员进行救
治，必要时送往最近医院进行
比赛期间指定的住宿/餐

检查治疗。同时对可疑的食品、

人员发生食物中

饮场地符合国家相关资

饮水及其有关原料、工具设备

毒

质要求。并协调地方卫生 和场所以及可能受污染的区域
部门做好检查工作。

采取保留、控制措施，组织开
展现场调查，迅速查明原因，
并及时向大赛组委会报告。

设备损坏（如不

提前一天烤机，所有设备

能启动、反复重

开机运行；现场放置备

启等）

机。

参赛选手举手示意后，监考人
员计时，裁判确认后更换备机，
并由主裁判确定应计入延时时
间。

竞赛前技术人员及监考
人员检查所有电源插头，
确保牢固；电源线尽量绑 参赛选手举手示意后，监考人
设备掉电

扎在参赛选手碰不到的

员计时，裁判确认后重启机器，

地方，如桌子后面等；

并由主裁判确定应计入延时的

竞赛前提醒参赛选手注

时间。

意尽量不要碰到电源，配
置文件要随时保存。
现场走线要规范，尽量走
现场网络线缆故

暗槽或现场人员接触不

障

到的地方；对主要线路要
在走线槽内留有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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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备线。

十五、学校位置、交通路线
XX

十六、参赛队名单
序号

所在学校

指导教室

1

手机号码

十七、技术支持单位
中慧云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注册资本 5000 万。总部位于四川
成都，在杭州、上海、大连有分支机构，是一家专业从事中高职院校软件实训教学综
合解决方案，集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公司产品涵盖两大领域，教育和系统集成。教育领域涵盖四大教学系统、三
个方向实训解决方案、课程和实训、技能竞赛，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在近百所院校得
到广泛应用；系统集成领域涵盖 IT 软件集成研发服务、信息系统运维服务、运维数
据分析服务等，公司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银行、保险、工业互联网、交通等领域，
其中典型的客户包括：招商银行、吉林银行、中国建材集团。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中慧云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由此正式迈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始终注重创新型成果
转化，拥有 17 项软件著作权，5 项实用新型专利，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的认证，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AAA 信用企业等荣誉资质。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专业、标准、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汇聚了
一批软件技术开发的优秀人才，以培养优秀的软件技术人才为理念，为客户提供专业
化、标准化、多元化的优质服务。
作为世界技能大赛 Web Technologies & development 赛项国家集训技术支持企
业，为国家集训选拔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服务。2016 至今，公司在持续推动 Web 前端
开发行业赛、省赛，积极申报国赛。
“客户至上，服务为本”，中慧集团力争成为中高职院校软件技术专业建设的引
领者。

2021 年 XX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Python 程序开发”赛项工作组
2021 年 X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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