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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工程介绍 

1.1 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 

电子信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信息和

技术服务业作为服务行业，可以和各个其他实体行业结合，形成合力，促进实

体行业快速发展。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电子信息服务人才已成为制约产业跨

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

军的指示精神，根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8〕11号 )的有关要求，为信息服务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中国电

子商会决定面向全行业正式启动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面向全社会开

展相关的技能培训工作，推出技术技能评价证书。 

中国电子商会创立于 1988年，是由生产经营电子信息产品的单位、团体及

行业组织自愿组成的行业性社团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业务上受工业和信

息化部指导。中国电子商会的最高权利机构为会员代表大会暨全体理事会。中

国电子商会通过自有 8大系统、9大平台、10大部门以及下属 6个产业联盟、

20个专业委员会、21 个地方电子商会为现有 8000余家会员单位提供日常服务

和业务支持。中国电子商会(CECC)是世界电子论坛组织(WEF)重要成员，与多国

电子商会、协会和政府相关机构，如美国电子工业联盟、美国消费技术协会、

日本电子信息技术协会、韩国电子产业振兴会、日本通信贩卖协会以及美国商

务部、德国投资贸易署等保持着密切合作和良好的业务关系。 

中国电子商会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将为电子信息行业培训实用人才，

努力做到培训对象普惠化，培训资源市场化，培训载体多元化，培训方式多样

化，培训管理规范化。注重从业者的技术技能水平的提高，职业教育培训及证

书都要围绕职业技能这个中心来开展工作，推广“护照签注式”证书。树立责

任意识，质量意识，服务意识。为把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推向一个更高的领

域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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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程服务体系 

1.2.1 项目中心 

负责培训项目设计与开发，包括培训标准、实训标准、课程、题库、学材

资源、培训支持等内容的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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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实训基地 

负责培训项目开展与执行，包括基地建设、师资准备、培训招生、教学实

施、就业指导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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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1.建立原则 

（1）凡符合《中国电子商会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业务管理办法》

条件的，其技术技能培训水平能够达到人才培养工程的标准。 

（2）凡依法注册的合法单位，经营范围中须含有培训资质，且具备建立电

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的技术技能培训条件的大中型企业、院校及有关单位

等培训实体。 

2.审批程序 

按中国电子商会人才培养工程的管理要求，向项目中心申请中国电子商会电

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实训基地（以下简称实训基地）。“项目中心”对申

办的实训基地先进行资格审查，报“商会”复核后颁发实训基地铜牌和授权书。 

3.申请条件 

（1）人员配置 

①基地负责人：专职 1人 ，由承建单位派人担任，中级以上职称，有一定

的培训、考核经验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熟悉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的

技术技能培训有关政策法规。 

②管理人员：1人，由实训基地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确定。 

③师资认证人员：每个项目不少于 3人，从事 3D 打印,VR应用技术、移动机

器人应用技术等课程培训教学工作的相关人员。 

（2）实训场地 

①理论考试场地：有培训、考试的标准教室。 

②实操考试场地：有满足本实训基地项目范围内所需的场地以及实操考试设

备配置要求。 

（3）有固定的日常办公场地、相关的设备。 

①有固定的专用办公用房； 

②具备能满足录入和传输考生信息的计算机及打印机等设备； 

③具备承担考试期间保卫、医疗等服务工作的条件； 

④具有完善的安全保密和应急管理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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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实训基地资质申请表 

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之 3D 打印、VR 应用技术、移动机器人

应用技术实训基地资质申请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常用 

（固定电话） 
电子邮件/传真 

法人代表     

项目联系人     

拟开展业务

范围 
 

拟招生

源情况 
 

拟开展培训

课程名称 
 

年预计 

招生人

数 

 

实训场地 

及设备情况 

场地 
合 计 

理论教学 

场地面积 

技能实训 

场地面积 

   

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现有/

新购 

设备厂

家、品牌 

     

     

     



 

6 
 

人 

员 

配 

备 

情 

况 

人员 
姓   

名 

性

别 

专/兼

职 

职   

称 

专业 

工龄 
所属单位名称 

教    

师 

（请增

加附

页） 

      

      

      

      

申请单位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我单位按要求提供所需材料（另附），请审核。 

特此申请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中国电子商

会审批意见 

 

 

 

 

 

审批人签字：        盖章 
 

另附：院校办学或企业培训介绍电子版（附五张电子照片）、未来三

年项目开展计划和培训师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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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第一批实训基地批复文件 

北京企学研教育科技研究院 
企学研字[2018]36号 

关于设立第一批 

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3D 打印、VR 应用技

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基地的批复 

各相关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大军的指示精神，更好地推动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

养工程“3D打印、VR应用技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项目，

根据北京企学研教育科技研究院【项目中心（编号：2018002）】

对项目工作的总体规划，经承办单位申报，专家组审核，在以下

5个单位设立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3D打印、VR应用技

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基地，现就有关问题做如下批

复： 

一、实训基地名称： 

（一）同意在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内，设立电子信息服务业

人才培养工程“3D打印、VR应用技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

实训基地。 

（二）同意在河源理工学校内，设立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

养工程“3D打印、VR应用技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基

地。 

（三）同意在柳州市交通学校内，设立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

培养工程“3D打印、VR应用技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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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四）同意在天津博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内，设立电子信

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基地。 

（五）同意在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内，设立电子信息服务业

人才培养工程“3D打印、VR应用技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

实训基地。 

二、实训基地铜匾和授权书由中国电子商会统一制作，实训

基地有效期为三年，到期重新审验批复。 

三、请各实训基地承建单位按照《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

工程“3D打印，VR，移动机器人”项目中心服务指南》要求，开

展技能培训和报考组织工作。同时要根据院校学生培养目标，当

地企业技能人才需求情况，结合企业人力资源配置计划，及时调

整和增加适合岗位需要的技能培训内容，开展符合企业需求的技

能培训和实训内容建设工作，使之切实符合企业、院校、社会的

发展需要。 

四、为进一步做好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3D打印，VR

应用技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项目管理和监督工作，定期开

展年度质量检查（年检）工作。对年度工作中指标优良、业绩突

出的机构和个人，我院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年检不合格的机构，

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改、通报警告和吊销承办的处罚。 

附表一：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3D打印、VR应用

技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基地信息表。 

 

 

二Ο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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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第一批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3D 打印、VR 应用技术、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基地信息表 

序号 基地编码 承建单位 实训及报考项目 实训基地住所 服务地区范围 联系电话 联系人 

1 1833015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3D 打印、VR、移动
机器人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新
城 

本学校内相关
专业 

15930891076 金宁 

2 1833016 河源理工学校 
3D 打印、VR、移动
机器人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大学

城 
本学校内相关

专业 
18927040797 曹文聪 

3 1833017 柳州市交通学校 
3D 打印、VR、移动机

器人 
柳州市柳南区河西路 25号 

本学校内相关
专业 

0772-2082088 覃晖 

4 1833018 
天津博诺机器人技术有

限公司 
移动机器人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天乐

创新产业园 2号楼 
本单位内相关

领域 
15510860088 赵悦然 

5 1833019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3D 打印、VR、移动
机器人 

郑州市富民路 18 号 
本学校内相关

专业 
18838023659 李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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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技能证书 

“护照签注式”证书设计，将多项技术技能评价结果记录于同一本证书，更

有利于持证者向用人单位展示岗位技能的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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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师资证书 

 

1.2.5 证书查询 

 中国电子商会培训认证中心官方查询平台，向全部商会会员开放，经过培

训的全部学员都在网上查询，实现企业和人才双向选择。 

http：//training.ce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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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3D 打印认证师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陈艳芳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刘秀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曹文聪 河源理工学校 系部主任讲师 

罗燕锋 河源理工学校 专任教师讲师 

孙薇卿 无锡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蒙奕多  柳州市交通学校 专业教师 

魏柯 
沙枣花香（贺兰）科技众创空间

（有限公司） 
总经理 

蒋松育 广州圣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讲师 

王立梅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专业部主任 

杨玉珠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讲师 

钱慧娜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朱沛欣 广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讲师 

樊静 北京科技高级技术学校 高级讲师 

张信群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任 

陈春萍 东莞市驰一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王美春 东莞市驰一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彭忠 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副科 

白龙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梁幼昌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黄稔均 广西易龙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主任 

袁梅 贵航高级技工学校 教师 

蔡泽能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赵兵 河南臻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钱治磊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13 
 

丰波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教研室主任 

邵自力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开果兰 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 教师 

杨丹 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 教师 

范鑫 柳州市交通学校 教师 

谭文泽 柳州市交通学校 教师 

林国枝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教师 

陈喜春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主任 

刘丽红 天津市机电工艺学院 教研室主任 

纪培国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教师 

汤华鹏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教师 

王文毅 翼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周登攀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姬耀锋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莫明立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副院长 

1.2.7 VR 认证师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霍淑珍 天津职业大学 副教授 

李强 天津职业大学 助教 

艾亮 四平职业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主任 

王磊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主任 

金宁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师/主任 

谭涛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初级实习指导教师 

张晓峰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中学二级教师 

汪荣青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高 

贾志超 金陵科技学院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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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跃军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初级教师 

王涛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刘月琴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胡国喜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主任/高级讲师 

刘小翠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教师 

牛阳光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技术学

校  
教师 

李邹学 杭州万维镜像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讲师 

许爱华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韦妙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助理工程师 

陈晓亮 广西易龙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讲师 

谢炜龙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助理讲师 

戚加敏 嘉兴市秀水中等专业学校 实训主任 

高妍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讲师/中级 

回莉 天津市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教师 

彭成 天津市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副主任 

张彦锋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主任 

孔令玺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教师 

李超鹏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教师 

尚三一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教师 

时春艳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教师 

崔伟全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李永亮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刘文亮 淄博职业学院 主任 

1.2.8 移动机器人认证师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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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带头人/副教授 

邓岸 河源理工学校 专任教师讲师 

姜银秀 河源理工学校 专任教师讲师 

潘雪玲  柳州市交通学校 教师 

薛松東 北京华夏传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杨晖 广州圣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江水 广州圣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讲师 

陈栋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 

权利红 天津博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李慧东 天津博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武明月 安徽合肥技师学院 教师 

金宁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主任 

于大伟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 

黄骋波 广西八桂职教网 讲师 

岑华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系主任 

韦韩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陈安武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张宝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教师 

李谦谦 河南臻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张玉清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主任 

张树刚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高级讲师 

江珑 嘉兴市秀水中等专业学校 副校长 

刘红艳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麦艳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艾亮 四平职业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主任 

黄仕欣 新余学院 教师 

肖息 新余学院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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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彦硕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中级 

任重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潘明来 浙江交通技师学院 教研室主任 

卢青波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刘韵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教师 

卢锐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教研室副主任 

李金亮 淄博职业学院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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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考评内容及工作流程 

2.1 考评模块 

序

号 
职业领域 岗位方向 职业能力课程 考评起点 

1 

增材制造

（3D 打印） 

3D 打印  

工程师 

3D 打印造型设计 初中起点 

2 3D 打印后期制作 中职起点 

3 3D 打印装调维护 中职起点 

4 3D 打印逆向建模 高职起点 

5 

虚拟现实

（VR） 

VR 设计  

工程师 

单机 VR 开发 初中起点 

6 跨平台 VR 开发 中职起点 

7 网络 VR 开发 高职起点 

8 机器人 
机器人应用

工程师 
机器人应用技术 中职起点 

 

2.2 考评方式与考评时间 

考评方式：使用全国统一题库，实操考评在计算机、软件、3D

扫描仪、3D 打印机等设备上进行操作完成考核鉴定项目。 

理论考评时间：90 分钟； 

实操考评时间：120 分钟； 

2.3 培训期限 

3D 打印短期强化培训 40－60 学时； 

VR 设计短期强化培训 60－80 学时； 

移动机器人短期强化培训 40－6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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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认证考取流程 

报名考试流程示意图 

 

 
 

 

 

 

 

 

 

 

 

 

 

 

 

 

 

 

 

 

 

 

 

 

 

 

 

 

2.5 认证特点 

“护照签注式”证书，学员可申请多门课程学习和考评，所有技术技能评价

结果将记录在用一本证书里，每增加一项技能将签注一次评价结果，围绕终身培

训设计，充分体现职业技能成长全过程。 

 

9 

学生 

实训基地 

项目中心 

 

认证中心 

 

申请报名 

申请考试 批复考试 
 

申报信息 审核/反馈信息 

开通考试服务 

监督考试 

组

织

考

试 

提

交

合

格

报

告 

颁

发

认

证 

1 

2 3 4 

5 

6 

7 8 

11 

10 

颁

发

认

证 

颁

发

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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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考试申请 

 
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考试申请 

 

报考模块：   

报考人数：  人 

考试地点： 

预考试时间：  

 

 

报考单位：  

报考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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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考试申报表 

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认证培训登记表（职工） 

（空表允许复制）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
二
寸
）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

码   

工作单位   电话   

联系地址   邮箱   

参加工作时

间   专业    

职称   教学年限    

初次考评 （    ）是                  （    ）否 

个人工 

作简历 

及参加培 

训情况 

  

单位或 

培训机 

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电子商

会培训认证

中心意见 

理论成绩   实操成绩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复印有效，需将 word 档和盖章的扫描件发到邮箱

cecctraining@163.com,报到时需携带 2 张二寸纸质照片以及盖章

的《培训登记表》原件。登记表中姓名、单位、身份证号码、联系

方式、邮箱务必填写并核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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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认证培训登记表（学生） 

（空表允许复制）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
二
寸
）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

码   

单    位   电话   

联系地址   邮箱   

入学时间   专业    

职称/ 

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  

初次考评 （    ）是                 （    ）否 

教育经历 

及参加培 

训情况 

  

单位或 

培训机 

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电子商

会培训认证

中心意见 

理论成绩   实操成绩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复印有效，需将 word 档和盖章的扫描件发到邮箱

cecctraining@163.com,报到时需携带 2 张二寸纸质照片以及盖章

的《培训登记表》原件。登记表中姓名、单位、身份证号码、联系

方式、邮箱务必填写并核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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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3D 打印考评模块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 3D 打印技术已具备较好的基础。世界

上，3D 打印技术仍处在技术发展初期，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

较小，为我国 3D 打印技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据人力资源

咨询机构 WANTED Analytics 发布了一份全球 3D 打印行业人员招聘

与雇佣趋势报告。报告称，4 年来市场上对于具备 3D 打印与增材制

造相关技能的人员需求量明显持续上升。4 年内发布关于 3D 打印行

业的招聘广告数量增长了 18 倍。 

3.1 职业领域 

增材制造（3D 打印） 

3.2 岗位方向 

3D 打印工程师 

3.3 考评模块 1： 3D 打印造型设计 

3.3.1 目标技能 

能利用 3D 打印造型设计软件完成产品造型、创新设计及打印成型处

理。 

3.3.2 起点及培训时长 

初中起点、实操培训 32 学时 

3.3.3 技能考评 

技能项 培训与考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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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建模 
根据图纸要求完成产品的三维数据建模。该模块主要考

核学员的三维建模能力。 

2.产品创新设计 

利用给定样品，按给定要求对样品中部分结构或零件进

行创新设计。该模块主要考核学员应用综合知识进行创

新设计的能力。 

3.产品 3D 打印成型

及简单处理 

学员根据创新设计产品的三维模型数据和赛场提供的

3D打印机及软件，对该产品进行参数设定和加工。主要

考核学员利用 3D 打印机以最佳路径和方法按时高质量

完成指定产品加工任务。并考核学员 3D 打印模型及简

单处理等方面的能力。 

4.职业素养 

①设备操作的规范性；②工具、量具的使用；③现场的

安全、文明生产；④完成任务的计划性、条理性以及遇

到问题时的应对状况等。 

3.4 考评模块 2：3D 打印后期制作 

3:4.1 目标技能 

能利用 3D 打印后期制作工具和相关材料，完成产品打磨、抛光、上

色、组装、粘合、补土等工作。 

3.4.2 起点及培训时长 

中职起点、实操培训 32 学时 

3.4.3 技能考评 

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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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考评模块 3：3D 打印装调维护 

3.5.1 目标技能 

能够独立完成 3D 打印机械装调、电机装调等工作。 

3.5.2 起点及培训时长 

中职起点、实操培训 32 学时 

3.5.3 技能考评 

建设中…. 

3.6 考评模块 4： 3D 打印逆向建模 

3.6.1 目标技能 

能独立完成组合体产品设计、创新成型及打印处理。 

3.6.2 起点及培训时长 

高中起点、实操培训 60 学时 

3.6.3 技能考评 

 

技能项 培训与考评点 

1.产品三维数据采集 

利用给定三维扫描设备和相应辅助用品，对指定的外

观较为复杂的样品进行三维数据采集。该模块主要考

核学员利用三维扫描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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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维建模 

根据三维扫描所采集的数据，选择合适软件，对上述

产品外观面进行三维数据建模。该模块主要考核学员

的三维建模能力，特别是曲面建模能力。 

3.产品创新设计 

根据已经完成的任务 2内容，按给定要求对样品中部

分的结构或零件进行创新设计。该模块主要考核学员

应用综合知识进行创新设计的能力。 

4.产品 3D打印与后

处理 

学员根据任务 3创新设计产品的三维模型数据和赛场

提供的 3D打印机及软件，对该产品进行参数设定和加

工。主要考核学员利用 3D打印机以最佳路径和方法按

时高质量完成指定产品加工任务。并考核学员 3D打印

模型后期处理等方面的能力。 

5.职业素养 

主要考核学员操作过程中所体现的以下方面：①设备

操作的规范性；②工具、量具的使用；③现场的安

全、文明生产；④完成任务的计划性、条理性以及遇

到问题时的应对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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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推荐实训配置要求 

 

实训分类 序号 设备仪器名称 功能、主要技术参数 

3D产品

设计师

实训设

备配置

要求 

1 
3D打印产品设计

软件 
3D打印数字化设计应用软件 

2 计算机 
处理器：英特尔奔腾® 4（2GHz或更高主频）、英特尔至强®、英特尔酷睿™或等效的 AMD®处理器；Microsoft 

Windows7 或 Windows 8 版本；至少需要内存 4G；2G 硬盘空间 

3 3D打印机 

成型工艺:热熔挤压 (MEM)；成型尺寸:140 × 140 × 135 mm；层厚:0.15/0.20 /0.25 /0.30 /0.35 /0.40 mm；操

作系统:Windows 7, 8, 10 / Mac OS X/ iOS (iPhone, iPad)；喷头系统：单喷头；配套软件；电源要求：110-

240VAC，50-60 Hz，220W；设备尺寸：390 × 460 × 330mm。 

4 3D扫描仪 扫描范围：300×210×200mm。分辨率：130万像素。（模块 4适用） 

5 3D 拟合建模软件 提供三维设计的快速拟合建模处理功能，是自由曲面设计的必备软件。（模块 4适用） 

6 逆向工程软件 提供工业设计的参数化建模处理功能，是逆向工程设计的必备软件。（模块 4 适用） 

7 配套设施 桌子、椅子、配套附件、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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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VR 设计与开发考评模块 

VR 技术已经被公认为是 21 世纪重要的发展学科以及影响人们

生活的重要技术之一。正在起步期的中国 VR 产业，单以绝对人数来

看，并不缺乏 VR 从业者。但高质量、专业的 VR 人才的储备不完善，

高质量 VR 人才的匮乏成为中国 VR 产业发展的核心症结，可以预见

的是，在未来的竞争中，VR 人才的培养和争夺将是 VR 产业发展的

重中之重。 

4.1 职业领域 

虚拟现实（VR） 

4.2 岗位方向 

初级 VR 开发工程师 

4.3 考评模块 1：单机 VR 产品开发 

4.3.1 目标技能 

在 VeryEngine 等引擎的平台上，能独立完成模型转换和导入、运动

功能开发及发布成单机版 VR 软件发布。 

4.3.2 起点及培训时长 

初中起点、实操培训 40 学时 

4.3.3 技能考评 

技能项 培训与考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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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 

1.资料采集

（调研） 

读懂客户虚拟现实软件开发需求书，了解需求；用三

维软件读懂三维模型，如模型的尺寸，形状；识别三

维模型亮度，材质，光照，阴影等渲染效果，并能评

价渲染效果；分析开发需求对模型的形态和渲染效果

的要求，如需求对于模型的阴影，模型的透明度，模

型的色泽等的要求；分析开发需求中功能的实现与虚

拟仿真软件中实现的功能的对应关系；能独立撰写虚

拟现实软件开发需求； 

2.功能规划 

撰写虚拟现实软件标准开发脚本；撰写软件功能模

块；撰写软件中需要表达的文字内容；撰写软件开发

功能指令；撰写软件内容流程步骤； 

3.三维模型

转换 

应用多种建模软件将三维模型格式转化为虚拟开发软

件所需求的格式；能将模型文件导入虚拟开发软件中

使用；应用虚拟开发软件设置模型比例、轴向等属

性； 

4.效果处理 

应用虚拟开发软件布置场景环境；能应用虚拟开发软

件合理摆放模型位置；应用虚拟开发软件设置具体三

维模型局部光效，调节场景整体光效，使满足产品开

发需求；应用软件调整三维模型贴图、材质、颜色、

反射等基本属性参数； 

5.用户界面 

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设置用户界面大小；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设置触发按钮和图片变换；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设置字体大小、字体种类和字体位

置；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设置触发按钮和运动对

应关系；  

6.软件制作 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编辑基本操作指令，引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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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学习使用；应用虚拟开发软件编辑和增减软件所需

功能菜单；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能够开发刚性运

动，如直线运动、旋转运动和圆弧运动等功能；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能够编写文字说明；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设置文本语音； 

7.产品发布 

应用虚拟开发软件配置产品名称和启动界面；应用虚

拟开发软件设置虚拟仿真软件画面分辨率；应用虚拟

开发编辑发布参数；能够处理常见软件发布问题；应

用虚拟开发软件发布产品； 

8.产品质量 

  

能够根据照片比对模型渲染效果；能够根据开发脚本

审核运动；通过视觉观察审核动画的运动速度和画面

整体布局的美观性；根据虚拟仿真审核表填写审核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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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考评模块 2：跨平台 VR 产品开发 

4.4.1 目标技能 

能独立完成 VR 软件的规划，编辑修改模型及效果，并在

VeryEngine 等引擎的平台上，能完成跨平台发布 VR 软件。 

4.4.2 起点及培训时长 

中职起点、实操培训 40 学时 

4.4.3 技能考评 

技能项 培训与考评点 

实操 

1. 需求分析 

和客户沟通虚拟现实软件开发需求形成记录；和客户

沟通原始素材情况形成记录；分析客户需求记录撰写

虚拟仿真软件开发需求书；和客户确认虚拟仿真软件

开发需求书内容，形成签字确认文档； 

2.功能规划 

根据客户需求撰写虚拟现实开发脚本；设计规划虚拟

现实软件功能架构，如菜单栏、工具栏和功能模块；

设计虚拟现实软件 UI交互界面内容；设计规划虚拟

现实软件交互功能命令； 

3. 三维模型

处理 

能应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标准规则几何体建模；能应

用三维建模软件编辑和修改规则几何体模型数据；三

维建模；能够用 3DMAX软件对模型数据进行容量大小

简化；能够用 3DMAX软件对模型数据进行合理布线； 

4.效果处理 

应用 3Dmax 软件优化共面的三维模型数据；应用

3Dmax软件优化交叉面的三维模型数据；应用 3Dmax

软件优化法线反面三维模型数据；应用 3Dmax 软件删



 

31 
 

除不可见的模型面；对模型数据使用标准材质并展开

合理的的法线贴图； 

5. 交互功能 

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编辑数据模块的相互调用；

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组合应用触发响应功能；应

用 VeryEngine 等引擎处理常见逻辑错误问题；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关联使用粒子特效效果；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关联使用变形动画效果；  

6. 插件的使

用 

使用贝塞尔曲线、Curvy曲线插件实现柔性线路连接

和管线运动；使用物体持续直线、旋转运动插件实现

物体持续直线或旋转运动；使用数学公式插件实现多

种运动之间的关联运动；使用图表制作插件实现软件

输出图表功能；  

7.发布软件 

应用虚拟仿真开发引擎设置 PC控制参数，如鼠标、

键盘触发；应用虚拟仿真开发引擎发布 PC 单机版虚

拟仿真软件；应用虚拟仿真开发引擎设置外设控制参

数，如 HTC VIVE 手柄按键、头盔控制等；应用虚拟

仿真开发引擎发布头盔单机版虚拟仿真软件；  

8. 质量标准

设计 

 

  

能够根据软件开发规划制定软件框架、功能和质量审

核标准文档；能够根据审核标准文档测试虚拟仿真软

件，评判虚拟仿真软件缺陷；能够根据审核标准文档

填写测评结果并提出改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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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考评模块 3：网络 VR 产品开发 

4.5.1 目标技能 

能独立策划各行业 VR 软件，三维模型的设计和渲染，并在

VeryEngine 等引擎的平台上，能开发多人在线（网络）的交互功能

和完成网络版 VR 软件发布。 

4.5.2 起点及培训时长 

高职起点、实操培训 40 学时 

4.5.3 技能考评 

技能项 培训与考评点 

实操 

1. 产品调研 

能够充分了解行业需求、分析目标用户、进行产品定

位，并撰写行业需求报告；能够比对行业内虚拟仿真

软件撰写评估报告；根据行业需求报告和行业特色规

划虚拟仿真开发规划书；根据虚拟仿真开发规划书评

估开发成本； 

2. 功能设计 

根据虚拟仿真开发规划书撰写产品开发脚本；根据虚

拟仿真开发规划书设计网络化虚拟仿真开发架构；根

据虚拟仿真开发规划书设计网络化虚拟仿真功能模

块，如用户权限功能模块、数据统计功能模块和动画

效果模块；根据虚拟仿真开发规划书设计虚拟仿真 UI

交互界面，如工具栏、菜单栏和功能模块等；  

3. 模型建构 

 应用三维建模软件建构产品模型；应用三维建模软

件编辑和优化三维模型数据；应用 3Dmax 软件对模型

进行合理塌陷，减小模型容量；应用 3Dmax 软件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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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贴图，如材质球、光效、反射、高光等；应用

3Dmax软件对模型进行烘焙； 

4. 特效制作 

 应用 3Dmax 软件制作粒子特效，如烟雾、流水、火

焰等；应用 3Dmax软件制作变形特效，如形状变化或

大小变化等；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控制粒子和变

形特效，如触发时间、形状与位置、颜色等； 

5. 交互功能 

设置虚拟仿真软件广域网接口或局域网接口；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编辑合理的数据交换传输方式，便

于多人同时在线的虚拟仿真软件；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设计在线情况管理和监控功能； 

6. 虚实结合 

 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设置硬件对接接口；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完成虚拟仿真和硬件设备的信息交

换；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调节硬件控制参数；应

用 VeryEngine 等引擎开发外设设备接口，如 HTC 

VIVE或 OCULUS 操控设备；  

7.发布软件 

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调节发布软件过程适合网络

的相关参数；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设置发布软件

的安装格式；能够处理软件发布时和发布之后出现的

各项问题；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把软件发布成手

机端 APP；应用 VeryEngine 等引擎把软件发布成网页

版；  

8. 项目管理 

  

能够根据虚拟仿真软件规划书安排软件开发人员；能

够协调所有环节人员，解决沟通问题；建构针对开发

内容建立质量和审核标准；形成能够对虚拟仿真软件

开发过程进行检查评估，并撰写评估报告；能够对开

发好的虚拟仿真软件进行测试，填写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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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推荐实训配置要求 

 

实训分

类 

序

号 
设备仪器名称 功能、主要技术参数 

VR开发

工程师

实训设

备配置

要求 

1 VR产品开发引擎 VeryEngine万维引擎、Unity3D、Unreal 等。 

2 VR产品开发电脑 

处理器：英特尔酷睿® I5（2GHz 或更高主频）或以上、英特尔至强®、或等效的 AMD®处理器；Microsoft 

Windows7 或 Windows 8 版本；至少需要内存 8G；1TB硬盘空间；至少需要 GTX1050TI以上或等效的 AMD

显卡。 

3 VR产品显示设备 VR、AR、MR等显示设备，主要参数详见测评设备清单。 

4 VR产品演示屏 75寸  1920X1080P  广角 IPS屏 

5 其它配套设施 桌子、椅子、配套附件、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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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移动机器人考评模块 

随着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机器人产业迎

来迅猛发展。其中，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速已经居于世界前

列，我国连续五年成为工业机器人最大应用市场；服务机器人发展处

于领先位置，市场需求正在不断扩大；特种机器人正在加速应用拓展，

未来市场潜力无限。面对高速发展的机器人市场，整个产业研发、生

产、操作、保养都将产生更多的，附加值更高的工作岗位，对从业人

员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1 职业领域 

机器人应用 

5.2 岗位方向 

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5.3 考评模块：移动机器人应用技术  

5.3.1 目标技能 

能够独立完成机器人电机控制、传感控制、运动控制，并遥控或自

动完成工作任务。 

5.3.2 起点及培训时长 

中职起点、实操培训 60 学时 

 
  

http://www.hc360.com/cp/zidonghua.html
http://www.hc360.com/cp/gongyejiqiren.html
https://www.gkzhan.com/product/T3403/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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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技能考评 

技能项 培训与考评点 

1. 移动机器人制作与装

配 

1.1移动平台轮系正确安装，螺钉紧固 

1.2传感器支架安装与调整 

1.3导轨安装与调整 

1.4丝杠及其连接部分的安装 

1.5提升电机单元安装与丝杠调整 

1.6 myRIO 控制器支撑底板的安装 

1.7视觉系统的安装 

1.8手爪安装 

1.9电气线路连接 

1.10网络通信地址设置 

2. 移动机器人基础功能

测试 

2.1距离传感器性能测试 

2.2红外巡线传感器性能测试 

2.3摄像头识别花色球 

2.4摄像头识别全色球 

2.5摄像头识别母球 

2.6摄像头识别代表父母的黑白图案 

2.7直线向前 

2.8直线后退 

2.9旋转 

2.10自动控制模式下放球 

2.11自动控制模式下实现跟踪与避障 

2.12安全灯测试 

2.13机器人路径测试 

2.14机器人在开阔区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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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动机器人手动综合功

能测试 

3.1第三视角遥控综合功能测试，两名选手面对

赛场，操控手站在指定的位置，另一名观察员在

规定的区域内活动，相互配合操控移动机器人完

成目标球的运送任务。 

3.2第一视角遥控综合功能测试，两名选手背对

赛场，通过摄像头观察，操控移动机器人完成目

标球的运送任务。 

4．移动机器人自动综合功

能测试 

4.1使移动机器人自动完成沿 U型走廊行走，且

不碰到走廊与前、后端墙壁 

4.2智能视觉系统完成对目标球的颜色识别与二

维码识别 

4.3移动机器人自动完成寻找固定位置放置台球

并抓取 

4.4移动机器人自动完成将台球放置指定位置，

并返回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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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推荐实训配置要求 

实训设备配置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1 移动机器人 BNRT-MOB-44A（基础） 

2 移动机器人 BNRT-MOB-44B（中级）  

3 移动机器人 BNRT-MOB-44B（高级） 

4 移动机器人场地 BNRT-MOB-4401 

5 计算机  

6 电脑桌椅  

7 移动机器人易损件 见附件 

8 实验室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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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部件技术参数 

实训分类 序号 设备仪器名称 功能、主要技术参数 

机器人应

用工程师

实训设备

配置要求 

1 Labview编程软件 

编程开发简单：支持使用 LabVIEW或 C/C++对 ARM进行编程，LabVIEW 中包含大量现成算法函

数，同时针对 NI myRIO 上的各种 I/O 接口提供经过优化设计的现成驱动函数，方便快速调

用，甚至比使用数据采集设备（DAQ）还要方便；如果学生需要对 FPGA 进行自定义编程，可

采用 LabVIEW图形化编程方式进行开发。 

2 品牌笔记本电脑 
1.操作系统：Windows 10；2.分辨率：全高清屏（1920×1080）；3.显卡：2G独立显卡； 

4.屏幕尺寸：15.6英寸；5.CPU：i7-8550U；6.内存容量：8G；7.硬盘容量：128G+1T；  

3 
移动机器人

（BNRT-MOB-44） 

移动机器人采用模块化设计，具备通用型接口，可以根据需求组成不同结构形式，能激发学

生创新思维，同时能够满足技能竞赛要求。NI myRIO的便携性、快速开发体验以及丰富的

配套资源和指导书，可以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独立开发完成一个完整的嵌入式工程项目应

用，特别适合用于控制、机器人、机电一体化、测控等领域的课程设计或学生创新项目。 

4 移动机器人场地 满足移动机器人训练及实训的要求，满足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赛项要求。 

5 

《移动机器人技

术应用》教材和

教学视频 

1）LabVIEW图形化编程软件的使用；2）NI myRIO 功能 IO基本使用；3）机械结构的搭建； 

4）直流电机闭环 PID 调速；5）NI myRIO控制器开发；6）ARM与 FPGA的使用练习； 

7）移动机器人场地分拣；8）移动机器人视觉识别等实训要求。 

6 配套设施 桌子、椅子、配套附件、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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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移动机器人易损件明细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1 MYRIO 控制器 MYRIO1900 2 套 

2 驱动转接板 MOB-DRIVE 4 套 

3 USB摄像头 MOB-CCD 2 套 

4 摄像头连接件  6 套 

5 USB 拓展模块 X4-HUB 2 套 

6 无线手柄 MOB-Dpad 2 套 

7 减速电机（车轮） MOB-83R 4 套 

8 减速电机（提升机构） MOB-1100R 1 套 

9 舵机  1 套 

10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10 套 

11 超声波传感器支架  10 套 

12 红外测距传感器  4 套 

13 红外测距传感器支架  6 套 

14 红外寻迹传感器  6 套 

15 陀螺仪  2 套 

16 锂电池  10 套 

17 电池充电器  6 套 

18 电源一分二转接线  6 套 

19 电池固定绑带  4 套 

20 急停开关  4 套 

21 电压显示模块  2 套 

22 车轮联轴器  4 套 

23 弹性联轴器  6 套 

24 卡簧  6 套 

25 轴承  6 套 

26 连接导线  20 条 

 

 



 

 
 

 

 

 

 

 
 

 

项目中心 部门 联 系 人 手 机 

北京企学研教育科技研究院 

（3D 打印、VR、移动机器人） 

产教合作处 陈杰文 15801092768 

竞赛合作处 周海燕  13366353668 

培训合作处 张思 13681387942 

鉴定合作处 吴林 15810967716 

宣传合作处 田伟娜 1336608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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