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

能大赛—暨第十三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四川省选拔赛技术方案

为 2021 年第十三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技能大赛——机动车

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大赛的顺利进行。四川作为主办地，四川选

拔赛就格外的重要。确保办好“第十三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机动

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大赛”的四川选拔赛，保证大赛公开公平

公正，维护参赛单位、参赛选手的合法权益，根据大赛有关规定，

特制定本方案。

一、大赛名称

2021 年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大赛

——暨第十三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四川省选拔赛

二、大赛职业

大赛职业为机动车驾驶教练员，分为小型汽车驾驶教练员和

大型汽车驾驶教练员。范围为交通运输行业从事使用机动车车辆

及辅助教学设备，为培训对象传授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和安全驾驶

技能的一线从业人员。

三、选手条件

（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 C1

或 B2），驾龄在 5年以上且相应准教车型安全驾驶经历 3年以上。

选手年龄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二）持有《机动车驾驶教练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机动

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上证书五级至一级均可），

或当地行业管理部门出具的执教及教龄证明。

（三）思想政治素质好，职业道德修养高，具有熟练的驾驶

技能和较强的授课能力；具有 3 年以上（2018 年 5 月 1 日前）

执教经历，且执教期间无不良教学记录（报名时由当地行业管理

部门出具的证明）。

（四）通过公安部门的安全背景审查，无交通肇事记录、三

年内无满分记录、危险驾驶记录，无吸毒记录，无暴力等犯罪记

录（报名时由选手和其所在单位提供证明）。

（五）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技术能手”称号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

选手报送的相关材料由选手所在地市行业管理出具证明，推

送单位负责审核。

四、大赛名额分配

四川选拔赛以各地市（州）交通局报名参加大赛。每个参赛

单位报 2 名选手，其中小型汽车教练员（C1）1 名、大型货车教

练员（B2）1 名。

五、大赛车型

本届大赛车型分别为小型汽车教练车和大型汽车教练车。具

体车辆型号及参数为：

项目 型号 长宽高（mm） 轴距（mm）



六、大赛成绩

（一）个人总成绩

个人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组成，总分 100

分。其中理论知识成绩占 30%，技能操作成绩占 70%，所有成绩

均按比例四舍五入计算到小数点后 2 位。

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所有参赛选手最终名次。若总

成绩相同，则以理论知识竞赛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总成绩和理

论知识竞赛成绩均相同，则以规范化教学项目成绩高者名次在

前。如规范化教学项目成绩均相同，则以场地驾驶技能项目成绩

高者名次在前。

本职业四川选拔赛个人最终名次，按照各选手的全部竞赛项

目得分之和由高到低排序（不分车型）。大赛组委会在公布个人

前 20 名的同进可以公布各车型的选手最终成绩排名。

（二）团体总成绩

团体总成绩为各参赛单位所有选手成绩总和（成绩均计算到

小数点后 2 位），所有参赛单位名次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

定名次。若遇团体总成绩相同者，团体选手个人名次靠前者（以

最靠前的一名选手）团体名次在前。

小 型

车
东风牌 E70C-128 教练车 4619*1718*1510 2678

大 型

车

东风牌 EQ5120XL8ED2 教

练车
9000*2480*2800 5200



七、大赛内容

大赛内容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

（一）理论知识竞赛（满分为 100 分，占总分 30%）

理论知识竞赛为统一竞赛项目（不分竞赛车型）。理论知识

题库含标准化试题 600 道，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

择题。采取无纸化答题形式，计算机随机生成标准化试卷。

理论知识竞赛共 100 道试题，满分 100 分，其中 10%为非公

开题目。判断题 20 道，每道 0.5分；单项选择题 60 题，每题 1

分；多项选择题 20 题，每题 1.5 分。竞赛时间为 45 分钟。

具体题目详见交通运输行业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大

赛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理 论 知 识 题 库 （ 可 在 交 通 职 业 资 格

http://www.jtzyzg.org.cn下载）。

理论知识竞赛命题参考材料：

1、《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材（五级-四级

-三级）》（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编审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

2、《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2016 版）

（二）技能操作竞赛（满分为 100 分，占总分 70%）

技能操作竞赛项目由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和场地驾驶技能

竞赛项目两部分组成。

序号 技能操作项目 单项成绩分值 占技能操作总成绩比例

1 规范化教学 100 40%



2 场地驾驶技能 100 30%

1、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此竞赛项目不分车型。一共分为

示范讲解必赛项目和现场提问两项内容，竞赛用时为 20 分钟（其

中示范讲解 15 分钟，现场提问 5 分钟；两项单独计时）超时部

分不得分；参赛选手采取现场抽签的方式，根据对所抽中的内容

采用现场实车讲解的方式完成竞赛，必须脱稿讲解。

示范讲解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内容：

（1）上下车动作与起步前的检查和调整

（2）驾驶操纵装置的规范操作

（3）通过各种路口的安全驾驶

（4）超车、让超车的安全驾驶

（5）倒车的安全驾驶

（6）高速公路的安全驾驶

（7）夜间的安全驾驶

（8）雨（雾）天的安全驾驶

（9）通过城乡结合部的安全驾驶

（10）通过隧道及桥梁的安全驾驶

（11）通过山区道路的安全驾驶

（12）通过人行横道的安全驾驶

（13）简述视野盲区对安全行车的影响

（14）简述防御性驾驶的操作方法

（15）简述紧急情况下的临危处置方法



现场提问题目在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参考资料范围内组题，

由参赛选手现场抽取回答。

规范化教学竞赛项目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布）

（2）《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材（五级-四

级-三级）》（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编审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

社出版）

（3）《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2016 年版）

（4）《机动车驾驶教练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

2、场地驾驶技能竞赛项目：分为小型汽车竞赛项目组和大

型货车竞赛项目组，通过在场地内实际操作的方式完成竞赛，参

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完所有技能操作竞赛项目。竞赛场地

规格均应符合《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

（GB30341-2013)

（1）小型汽车竞赛项目（决赛场地项目用时 2.5分钟）

按照竞赛场地项目设置，小型汽车场地驾驶技能竞赛应完成

5 个项目。依次为：

开始→直角转弯→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曲线行驶→侧方

停车→倒车入库→结束

（2）大型汽车竞赛项目（决赛场地项目用时 7分钟）

按照竞赛场地项目设置，大型货车场地驾驶技能竞赛应完成



6 个项目。依次为：

开始→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倒桩移库→曲线行驶→通过

连续障碍→通过单边桥→侧方停车→结束

八、裁判设置及要求

（一）裁判设置

大赛设总裁判长 1 名，副总裁判长 1 名，小型车实操设项目

裁判组长 1 名，大型车实操设项目裁判组长 1 名，规范化讲解设

项目裁判组长 1 名，根据每个具体竞赛小项配置裁判员 2 名。正

副总裁判长负责全部比赛项目的评判组织及监督工作；项目裁判

组长负责此项目的评判组织及选手的信息检录；裁判员负责对比

赛选手发令、计时、具体操作、现场纪律等评判工作。

（二）裁判人员要求

1、思想政治好，道德修养高，热爱本职工作，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无不良从业记录，在本地区或本行业内享

有较高声誉。

2、长期从事本专业（职业）技术工作，具有较高的裁判理

论水平和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熟练掌握竞赛规则，在竞赛活动

中运用准确得当。

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原则上具有本职业（工种）高级

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或具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考试考核员证。

4、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且身体健康，获得工作单位



支持，能够按时到岗并按要求完成指定裁判工作。

5、能够自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服从组织安排，秉公执

裁，不徇私情。

6、持有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裁判证书，或具有

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或等级认定考评员资格，且在有效期

内。

九、大赛保障

（一）大赛安全保障

1、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要按照当地防疫部门防

控要做好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

2、竞赛建立与公安、消防、交通、卫生、食品、防疫、质

检等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保证比赛安全，制定应急预案，及时

处理突发事件。

3、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住宿场

所交通、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赛场布置和设备设施安装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

4、赛场周围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

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境，裁判人员及时制止选手出现危险操作

的行为，确保人身安全。

5、选手在参赛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听从裁判指

挥，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停止操作，参赛单位须为参赛选手购

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赛场应向组委会秘书处提供设施设备安全验收报告和消

防防疫应急预案。赛场应提供应急医疗措施和消防安全措施。

（二）大赛组织保障

1、赛场为大赛选手、领队、裁判员、媒体以及工作人员提

供相应的生活服务和后勤保障。

2、赛场设备采购或供应方为大赛设施设备、软件系统提供

调试、保养、维护等服务，确保大赛顺利进行。

3、赛场对赛场核心区域的外围设置隔离警戒，并做好在安

全区域内选手参赛和大赛参观、采访、视察人员的引导服务。

4、赛场设置选手候赛区、嘉宾休息区、媒体工作室、裁判

员室、仲裁室、赛事观摩区、医疗服务区、生活补给区、垃圾分

娄回收区和卫生间等，注意确保裁判人员和选手相对独立，确保

大赛安全、有序、绿色、高效。

七、其他说明

（一）第十三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四川选拔

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职业资格中心，联系人：

胡老师, 联系电话：（028）85483092

（二）本竞赛技术方案编写专家组成员：周林福、孙蓉超、

马志洋

（三）技术方案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请与技术专家联系。

联系人：孙蓉超 13608196518

（四）各市（州）、交通局根据本方案制定预赛选手选拔实



施方案。



附件 1：

第十三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四川省选拔赛参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选手姓名 性别 身高 体重 身份证号 手机 邮箱 是否住宿

单位名称 领队姓名 —— —— —— 身份证号 手机 邮箱 是否住宿

联系人： 联系电话： QQ：

注：统计选手的身高和体重是方便统一进行选手参赛服装的制作，请如实填写，将参赛回执发送至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