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2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数字媒体交互设计赛项线上远程选拔赛方案 

一、比赛安排  

（一）比赛时间：2022年 10月 10日  

（二）比赛地点：各参赛队在其所在院校进行线上比赛。  

（三）赛程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方式 

10月 8日 

10:30-11:30 说明会 
选手、指导教师、裁判、技

术人员 
腾讯会议 

14:30-17:30 

赛前竞赛环境确认、设备调

试、创建腾讯会议号并设置

密码 

选手、监考员等 腾讯会议 

17:30-18:00 
提交“附件 3”和腾讯会议

号及密码 
选手、监考员等 电子邮件 

10月 9日 

13:00-14:00 裁判会议 裁判 腾讯会议 

15:30-16:30 环境测试 
指导教师、选手、裁判、技

术人员等 
腾讯会议 

16:30-17:00 
抽签 

（抽取线上工位号） 
裁判、指导教师 QQ群 

17:00-18:00 

发送竞赛账号、会议号等竞

赛相关资料、下载竞赛加密

赛题 

裁判、指导教师等 
电子邮件 

QQ群 

18:00以后 准备竞赛相关表格、物品 选手、指导教师 自备 

10月 10

日 

07：00以前 

检查竞赛环境 

开启监控设备并进入腾讯

会议 

选手、监考员 线下自检 

07:00-08:10 检录 裁判、选手、监考员 
腾讯会议

截图比对 

08:10-08:15 竞赛加密赛题解密 监考员 
电脑解压

软件 

08:15-08:25 强调注意事项 裁判、监考员 腾讯会议 

08:25-08:30 竞赛赛题解密 裁判、监考员 QQ群 

08:30-12:30 正式竞赛             
裁判、选手、监考员、技术

员等 

腾讯会议 

QQ群 

12:30-12:40 提交竞赛作品及确认单 裁判、监考员 
电子邮件 

微信群 



12:40-14:40 提交竞赛机器 EV录屏 监考员、指导老师 百度网盘 

19:00-20:00 成绩公示 裁判 QQ群 

二、竞赛环境  

（一）竞赛场地部署 

参赛校自行部署赛点。每个参赛队的监考老师按照创建好的腾讯会议号进入到不同的

赛场（一个参赛队一个腾讯会议号，腾讯会议号及相关文件等将在抽签后发至相应指导教

师邮箱），组委会给每个赛点安排线上裁判或裁判助理随时负责监控。每个参赛队的监控

画面必须覆盖整个竞赛区域，竞赛时间内监控画面中只能出现竞赛选手和监考员（技术员

在突发情况下，经裁判同意后可进入），选手考试机需全程 EV录屏，监控设备由主赛场统

一录制。 

各分赛场应有稳定流畅的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接入条件，支持电脑上网，网络带宽建

议不低于 50Mbps，最好使用 100Mbps或以上的独立光纤网络。 

各分赛场现场竞赛工位、监考员位和高清网络摄像机位如下图所示： 

 



 

（1）竞赛工位 

三人工位桌靠墙（墙面无专业相关内容），三张无靠背学生椅，三台电脑，从右到左 1

号机、2号机、3号机（可自行再准备 1台备用机）。竞赛工位电脑要求除操作系统、必要

的软件和文件外，其他无关程序和文件必须删除，或格式化处理。 

硬件环境准备建议如下： 

序号 名称 数量 要求 用途 

1 考试机 3-4套 
按竞赛规程指定的软件和硬件配置。（每套配

备耳机，可多配置一套为备用机） 
竞赛使用 

2 监考员机 1 套 
普通配置电脑、连接耳麦，安装“腾讯会议”、

“百度网盘”、“微信”、“邮箱”。 

联络使用，下载赛题、上

传竞赛作品、上传 EV录频

文件 

3 监控设备 1 套 

每套包括 1个摄像头、1 个支架。摄像头分

辨率 1080P 或以上，安装在支架上；连接监

考员机。 

监控设备与指挥中心的

裁判助理加入同一腾讯

会议，由裁判助理对竞赛

画面实时监控 

4 A4纸、笔 若干 不限 草稿纸使用 

5 U盘 1 个 存储空间 16G 及以上 
拷贝素材、作品及 EV录频

文件 

软件环境准备配置建议如下： 

A.竞赛机软件配置及说明 

软件类型 软件名称 软件版本 

操作系统 Windows 64位 



文字处理软件 QQ拼音、QQ五笔输入法 中文版 

浏览器 Google Chrome 不限 

数字媒体平台 全媒体综合实训与竞赛系统 V1.0 

页面开发工具 Hbuilder编译器 
版本 9.1.29.201811231920（去

除 jQuery库） 

支撑软件 

Microsoft Office 2016中文版 

Photoshop CC 2017中文版 

Premiere CC 2017中文版 

After Effects CC 2017中文版 

格式工厂 中文版 

录屏软件 EV录屏 

最新版（下载地址：

https://www.ieway.cn/evcapt

ure.html） 

自备软件 

解压软件 中文版 

Potplayer 中文版 

PDF阅读器 中文版 

B.竞赛平台 

序号 竞赛内容 平台名称 地址 

1 实操考核 

全媒体综合实训与竞赛系统

V1.0 

平台地址：http://qmt.szbc.net/ 

（竞赛账号密码登录） 

Google Chrome浏览器 

Hbuilder编译器 

Microsoft Office 2016 

Photoshop CC 2017 

Premiere CC 2017 

After Effects CC2017 

 

选手自行准备 

（百度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Appn

zLgyqfPcLxr-tluOA  

提取码：2121） 

C.监考员机软件配置及说明 

软件类型 软件名称 备注 

操作系统 Windows 64 位 含输入法等基本功能 

支撑软件 

腾讯会议 监考、考试指令下发 

百度网盘 考题下载及竞赛 EV录屏上传 

微信 竞赛指令接收及传达 

https://www.ieway.cn/evcapture.html
https://www.ieway.cn/evcapture.html
http://rmt.szbc.net/


邮箱 上传竞赛作品 

网速测试 
https://www.speedtest.cn 

测试网速使用 

（2）网络视频监控  

网络视频监控要求使用电脑端腾讯会议软件，连接高清网络摄像头（分辨率 1080P 以

上）。摄像头位于竞赛工位左侧后方，焦点为竞赛工位桌面，能看清竞赛工位参赛选手的

操作，监控视野至少覆盖竞赛工位左右 2 米的空间，画面清晰。摄像头建议采用专用三脚

架固定，以免脱落，为防止连续工作发热出现监控故障情况，各参赛校提前做好摄像设备

测试，建议连续测试时间不低于 5小时。 

（二）线上竞赛平台  

使用提供的环境和账号登录竞赛系统（登录账号密码将统一进行发放），完成竞赛题

目。竞赛时间统一开始、统一结束，竞赛过程中，重新登录消耗的时间计入竞赛总时长。

竞赛结束前务必完成提交，如未按要求提交的，影响成绩责任自负。提前提交的，不能再

登录竞赛系统，停止操作电脑，并座位后移 0.5米，等候竞赛结束统一离场。 

（三）远程竞赛监控 

选手机位 1、选手机位 2、选手机位 3 由参赛选手进行 EV 录屏，选手机位 1 电脑由队

长账号登录。在监考员电脑上，登录腾讯会议并进入提前创建好的腾讯会议当中，开启监

控摄像头作为监控机位。并修改参会成员名称为：学校名称+监控（例如：某某学院监控），

监控机位腾讯会议功能启停要求如下： 

电脑 
登录人员 

身份 
登录腾讯会议名称 

进会后改 

参会成员名 
麦克风 

摄像头视频/屏 

幕共享 

监考员电 

脑 
监考员 

数字媒体交互设计

赛项+学校名称+监

控机位会议 

学校名称 

+监控 
开麦 

开启，不启用 

滤镜和虚拟背 

景 

https://www.speedtest.cn/


（四）工作人员安排及管理要求 

（1）各参赛学校的赛点应安排 1名监考员和 1 名技术员共 2名工作人员。监考员及技

术员由参赛学校推荐，签订竞赛监考员、技术员承诺书“附件 3”，统一发到指定邮箱。 

（2）监考员和技术员不能由本赛项的指导教师、领队担任。监考员应秉承公平、公正

的原则落实监控设备的取景，严格按照现场指令开展工作。 

（3）监考员须按照竞赛规程要求，客观公正地进行赛点的竞赛管理。对于任何违纪违

规行为，应及时向主赛场汇报。 

（4）正式竞赛前，需要监考员进行设备检查、题目下载等工作，竞赛开始后，除特殊

情况经裁判长允许外，除选手和监考员以外的人员不得进入监控范围。 

（5）赛场内如发生特殊情况，由监考员使用腾讯会议与裁判长或裁判助理联系。技术

员必须在征得裁判长同意后，才能进入赛场参与竞赛服务。 

（6）赛点不得随意更换监考员和技术员，如有突发事件需要临时更换监考员或技术员，

应征得裁判长同意后方可更换，不得临时顶替。 

三、竞赛须知 

（一）竞赛开始前，监控设备和监考员机在指定时间进入对应“腾讯会议室”，及时

与技术人员对接。竞赛过程中，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员进入赛点场所，直至竞赛结束。 

（二）参赛选手必须按时参加检录和身份验证，迟到 15分钟以上的队伍，不得参加竞

赛。 

（三）参赛选手必须配合赛项裁判的赛程安排，按竞赛指令执行操作，不配合者不得

参加竞赛。 

（四）确保监考员机、耳麦等设备正常工作，各赛点通过监考员机接收竞赛赛题及裁

判发布的各项指令（例：竞赛开始、结束、提交结果等)。 

（五）收到检录指令后，各赛点通过“监控”按照指令完成检录。 

（六）参赛选手必须携带两证参赛（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并按统一指令完成检录，

两证不齐、证件信息跟报名系统信息不一致的或不配合验明身份的队伍，不得参加竞赛。

竞赛过程中证件放置在桌子左上角以备检查。 

（七）监考员获取裁判发布的赛题链接（百度网盘），监考员将加密赛题解密后存入 U



盘，交给选手拷贝到竞赛机电脑桌面，确认拷贝后需格式化 U 盘，以备提交作品使用。待

裁判发布赛题解压密码指令，监考员接收后传达到选手，选手开始解压赛题并检查任务书

和素材是否正常。 

（八）各赛点监考员需得到裁判宣布“竞赛开始”指令并告知选手后，选手方可作答。 

（九）竞赛期间，选手不得离开竞赛工位，监考员不得随意走动，技术员在赛场外待

命，未经裁判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十）竞赛期间，选手只能打开竞赛指定软件及竞赛平台，使用竞赛指定资源。不得

携带任何的通讯设备，不得隐藏电脑桌面任务栏，不得浏览与竞赛无关的应用程序、网址、

平时练习的笔记和资料及其他文档，一经发现违规，按作弊处理。 

（十一）竞赛期间，如监控设备出现网络故障，裁判会通过监考员手机提醒。如监控

设备出现故障要求在 5 分钟内恢复，如未按要求时间内恢复的将由裁判组根据现场情况做

出处罚决定。 

（十二）基于线上竞赛的特点，竞赛过程中，如果竞赛机出现软硬件等问题，在技术

员处理后，仍不能正常工作，经裁判同意后更换备用机，整个过程所耗费的时间计算在竞

赛时间内。 

（十三）参赛选手不得中途或提前离开赛场，竞赛期间不允许上厕所，赛前应做好相

关准备。如特殊原因（如身体不适等）无法继续参赛的，需举手请示裁判，经裁判同意后

方可离开赛场。 

（十四）领队和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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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如对竞赛过程有异议，由领队和指导教师负责以书面形式向大赛仲裁委员会

反映，但不得影响竞赛进行。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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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