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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编号：GZ-2022002

赛项名称：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

英文名称：Detection of the Antibody against Chicken New Castle

Disease Virus

赛项组别：高职组

赛项归属产业：农林牧渔

二、竞赛目的

本赛项考核的核心技能是鸡的采血方法，1%鸡红细胞悬液制备，

血凝试验操作，4单位抗原标定与配制，血凝抑制试验操作，抗体滴

度报告，检测结果分析等技能。本赛项考核的核心知识是动物微生物

的特性与检测、免疫的基本知识与应用、动物传染病防控等有关内容。

赛项由学校、行业共设，通过技能竞赛，有效促进全国高职院校

畜牧业类专业之间的交流，推动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提高专业教学

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促进学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与

深度融合，加大行业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力度，推动现代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

三、竞赛内容

赛项分别设置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 2个考评点。理论考核占总成

绩的 30%，竞赛时长 2小时，选手根据赛项提供的理论试卷（填空题、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综合分析题）作答，主

要考核参赛选手的知识应用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技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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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占总成绩的 70%，考核内容为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微量法）,

测定方法按《新城疫诊断技术》（GB/T16550-2020）标准（以下简称

“国标”）进行，竞赛时长 3小时 50分钟，主要考核选手的采血技术、

实验规范操作能力、结果的判定能力及应用能力等。具体步骤及分值

如下：

（一）试验器材准备（占总成绩的 6%）

规范进行器材准备，要求器材选择正确，摆放有序，物品标识合

理，桌面整洁等。

（二）1%鸡红细胞悬液制备（占总成绩的 12%）

按照国标要求进行采血、离心、洗涤、配制 1%鸡红细胞悬液。

要求采血规范、熟练、采血量适量、离心机使用规范、洗涤次数及洗

涤时间适宜、制备过程规范、配制的 1%鸡红细胞量适宜等。

（三）血凝试验（占总成绩的 18%）

按照国标要求，用微量移液器在 96孔 V型血凝反应板 1～12孔

加入稀释液，在第 1孔加入新城疫标准抗原、充分混匀、倍比稀释到

第 11孔，1～12孔再次加入稀释液，然后加入 1%鸡红细胞悬液，充

分振荡混匀或轻扣混匀，静置感作适当时间后，正确判定抗原的血凝

效价。要求微量移液器使用规范、倍比稀释操作规范、结果判定正确

等。

（四）4单位抗原标定与配制（占总成绩的 20%）

根据血凝试验结果，按照国标要求配制 4单位抗原。要求稀释倍

数计算正确，稀释液体积加入得当、4单位抗原配制量适宜等。

按照国标要求进行 4单位抗原的标定。将配制的 4单位抗原进行

系列稀释，使最终稀释度分别为 1:2、1:3、1:4、1:5、1:6、1:7，然后

进行血凝试验，并根据标定结果将抗原稀释度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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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血凝抑制试验（占总成绩的 18%）

按照国标要求，对 20个被检血清进行血凝抑制试验操作，并设

新城疫阳性血清对照、阴性血清对照；正确读取阴性血清、阳性血清

及被检血清的结果，确定抗体滴度，完成报告。要求微量移液器使用

规范、反应板各孔稀释正确、感作时间得当、对照成立、结果判定正

确等。

（六）抗体滴度报告（占总成绩的 24%）

按照国标要求，正确判定抗体滴度，完成报告。要求抗体滴度判

读正确、报告方式正确、结果误差符合要求及场地整洁等。

（七）结果分析（占总成绩的 2%）

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四、竞赛方式

1. 本赛项为团体赛，每组参赛队队员为 2名，理论竞赛部分，

选手单独完成；技能竞赛部分由 2名选手配合完成，参赛选手均为职

业院校畜牧业类专业高职在籍学生。

2. 比赛由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统一组织。各省

有关部门根据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要求推荐本地区

2支队伍参赛。

3. 技能竞赛安排在第二天，上下午各 2场（2个赛场同时进行）；

理论竞赛安排在第三天上午（2个考场，可分别容纳 120~140人的教

室），技能竞赛赛场上下午场次、工位号，理论竞赛赛场由选手抽签

决定，竞赛用设备、材料及实验动物与工位号对应。

4. 本赛项不邀请境外代表队参赛。

五、竞赛流程

1. 竞赛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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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安排在 5～6月份举行。

2. 竞赛日程

竞赛日程安排见表 1。

表 1 项目竞赛日程安排表（拟定）

日期 时间 主要工作

第 1天

8:00~12:00 参赛选手、领队、指导教师报到

8:00~12:00 专家、裁判报到

14:00~14:30 赛项说明会

14:30~15:00 领队抽取技能竞赛上下午场次签

15:00~15:30 参赛选手熟悉实操现场

15:30~17:30 裁判培训

18:00 专家检查场地封闭赛场

第 2天

7:00 上午场参赛选手比赛检录及参赛编号抽签

7:30
技能竞赛工位号抽签，选手进入技能竞赛场，

按工位号就位

7:45 技能裁判组成员进入技能竞赛场

8:00～11:50 选手技能竞赛操作，裁判评分

11:50～14:00 裁判组评分汇总

13:00 下午场参赛选手比赛检录及参赛编号抽签

13:30
技能竞赛工位号抽签，选手进入技能竞赛场，

按工位号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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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技能裁判组成员进入技能竞赛场

14:00～17:50 选手技能竞赛操作，裁判评分

17:50～19:00 裁判组评分汇总

第 3天

7:15 全体参赛选手比赛检录及理论竞赛赛场抽签

7:45 选手进入理论竞赛赛场，按工位号就位

8:00～10:00 选手理论竞赛

10:00～12:00 裁判组批阅试卷

12:00～14:00 成绩汇总

六、竞赛赛卷

本赛项设理论竞赛，成绩占 30%，主要考核鸡新城疫抗体检测相

关的理论与检测结果分析以及动物微生物的特性与检测、免疫的基本

知识与应用、动物传染病防控等有关内容（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

理论竞赛题库不公开，在赛前随机抽取一套，理论竞赛样卷见附件 1；

技能竞赛题为公开赛卷，见本赛项规程的竞赛内容。

七、竞赛规则

1. 参赛选手须为畜牧业类专业的在籍学生，包括高职院校全日

制专科学生、本科院校中高职类全日制在籍学生、五年制高职四、五

年级学生。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参赛证参加比赛。凡在往届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的选手，不再参加同一项目同一组

别的比赛。

2. 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比赛

前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本赛

项开赛 10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经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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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更换。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队员。

3. 技能竞赛时参赛选手出场顺序、位置、比赛所用器材等均由

抽签决定，不得擅自变更、调整。

4. 参赛选手提前 30分钟检录进入赛场，按照抽签工位号参加比

赛，竞赛开始后迟到 15分钟以上者取消比赛资格；开赛 30分钟后，

选手方可离开赛场。

5. 选手进入赛场后须检查实验用品是否齐全，如有疑问向裁判

询问。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裁

判同意。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去洗手间等，耗用时间计算在比赛时

间内。

6. 选手应在竞赛试卷或实物标签上填写工位号。试卷（或实物

标签）上不得有任何暗示选手身份的记号和符号，否则取消成绩。技

能比赛过程中如果动物出现死亡等意外情况，举手示意，可更换实验

动物。各参赛选手要按照规定做好详细记录；判定试验结果时要举手

示意裁判。

7. 竞赛在规定时间结束时，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

理由拖延。选手若提前完成操作，需举手示意，由裁判员记录结束时

间，确认后方可离开比赛现场。

八、竞赛环境

1. 理论竞赛场：标准笔试考场。

2. 技能竞赛场：照明、控温良好；赛场内设有相对独立的长实

验台并标明编号，选手根据抽签结果在相应的实验台完成比赛；赛场

内设置摄像头，可将实时赛况直播到观摩室。

九、技术规范

本赛项的专业教育教学要求为：实验器材摆放有序，能合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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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识；熟练掌握鸡的采血方法，要求采血方法规范，采血量适量；

掌握离心机的使用方法，要求离心机使用规范，转速、离心时间、离

心次数适宜；掌握 1%鸡红细胞悬液的制备方法，要求压积红细胞吸

取正确、洗涤次数适宜；掌握微量移液器的使用方法，要求微量移液

器使用规范，吸头更换操作规范；正确操作血凝试验，会判定血凝试

验结果，能把红细胞完全凝集的病毒最高稀释倍数作为 1个血凝单位

（HAU）；掌握 4单位抗原的标定与配制方法，要求稀释倍数计算正

确，稀释液体积加入得当，操作规范，4单位抗原配制量适宜，4单

位抗原的系列稀释规范，血凝试验规范，标定结果判读准确，并可以

根据标定结果进行 4 单位抗原稀释度的调整；正确操作血凝抑制试

验，准确判定血凝抑制试验结果，要求能在生理盐水对照孔红细胞呈

明显钮扣状沉到孔底时判定结果，能以完全抑制 4HAU 抗原的最高

血清稀释倍数作为该血清的 HI抗体效价，阴性血清与标准抗原对照

的 HI滴度不大于 2log2，阳性血清与标准抗原对照的 HI滴度相差 1

个稀释度范围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样本血清检测，场地整洁；记录

填写规范、完整，抗体滴度报告方式正确。比赛结束后，应将收集的

固废、液废按新城疫防控的要求由专人做无害化处理。为满足上述要

求，本赛项依据《新城疫诊断技术》（GB/T16550-2020）标准，确定

比赛内容及方式。

十、技术平台

仪器设备按《新城疫诊断技术》（GB/T16550-2020）标准要求配

置。本赛项所用的仪器与材料见表 2。

表 2 项目竞赛用仪器与材料

序号 器材或设备名称 数量 规格

1 托盘天平 1台 500g



8

2 离心机 1台
最高转速: 4000rpm
容量: 12×15mL

3 微型振荡器 1台
4 微量移液器 1支 0.005～0.05 mL
5 微量移液器 1支 0.1～1 mL
6 微量移液器 1支 2～10 mL

7 微量移液器吸头

192个 0.005～0.05 mL
20个 0.1～1 mL
10个 2～10 mL

8 微量移液器吸头盒

2个 0.005～0.05 mL
1个 0.1～1 mL
1个 2~10mL

9 板式微量移液器架 1个
10 96孔 V型血凝反应板 6块

11 烧杯
5个 50 mL
2个 500 mL

12 禽用采血器
2支 5 mL
2支 10mL

13 具盖塑料离心管 6支 15 mL
14 指型离心管 6支 1.5 mL
15 试管架 1个
16 指型离心管架 1个
17 细记号笔 1支
18 医用白大褂 2件

19
0.9%生理盐水（或

0.9%氯化钠注射液）
500 mL

20 3.8%枸橼酸钠溶液 20mL
21 鸡新城疫标准抗原 1份
22 被检血清样本 20个

23
鸡新城疫标准阳性血

清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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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鸡新城疫标准阴性血

清
1份

25 75%酒精棉球 若干

26 干棉球 若干

27 非免疫公鸡 1只
28 无菌医用手套 4副
29 医用防护口罩 2只
30 实验报告单 1张
31 标签纸 若干

33 A4纸 2张
34 签字笔 2支
35 金属镊子（大） 1把
36 置物车 1辆
37 垃圾桶 1个
38 鸡笼 1个

十一、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按照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进行。

（一）裁判组成

项目组设裁判员 19名（裁判要求见表 3），其中裁判长 1名，加

密裁判 2名，评分裁判 16名（技能竞赛 2个赛场同时举行比赛）。

表 3 裁判要求表

序号 专业技术方向 知识能力要求
执裁、教学、

工作经历

专业技术职称

（职业资格等级）
人数

1 兽医 裁判长 执裁 副高以上 1

2 无要求 加密工作 无要求 副高以上 2

3 动物医学
精通动物微生

物与免疫、动
执裁或教学 副高以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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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分方法

1. 本赛项理论竞赛采用参赛团队成员 2人的平均值。

2. 本赛项技能竞赛采取过程评分的方式评分，结果评定采用百

分制。竞赛现场每位裁判对每一组选手分别打分，由项目裁判组统一

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得分的算术平均值作

为参赛队伍的技能竞赛得分。

各裁判员首先审核选手原始打分成绩，并签名；赛项裁判长对所

有裁判员的打分成绩进行审核，并签名。

3. 最后成绩评定：技能竞赛得分×0.7 + 2位选手理论赛成绩的

平均值×0.3。

4. 选手成绩出现并列时，以技能大赛成绩进行排序，技能大赛

成绩相同的，则以技能大赛完成时间进行排序。

（三）成绩审核

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

的所有参赛队伍（选手）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

抽检覆盖率不得低于 15%。如发现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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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 5%的，

裁判组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物传染病、抗

体检测技术及

结果分析应用

等

4 兽医

精通禽病临床

诊断技术和疾

病防疫技术

执裁或教学 副高以上 8

裁判总人数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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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绩公布

记分员将解密后的各参赛队理论竞赛成绩（30%）和技能竞赛成

绩（70%）汇总成最终成绩单，经裁判长、监督仲裁组组长签字后，

在指定地点、以纸质形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小时。成绩公示无

异议后，由监督仲裁组长在成绩单上签字，并在闭幕式上公布竞赛成

绩。

项目技能竞赛评分标准见表 4。

表 4 项目技能竞赛评分标准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一

试验器材

准备

（6分）

仪器与材料

准备
2

仪器正确准备，1分；

材料准备到位，1分。

参考评分要点：

未检查清点仪器材料，仪器使用不正

确，材料准备不到位，口罩、无菌医用

手套穿戴不规范，酌情扣分。

物品标识 2

标识合理，1分；

标识清晰，1分。

参考评分要点：

使用的烧杯、离心管（包括管盖）和血

凝反应板均要标记；

标识遗漏或标识不清，酌情扣分，不标

识不得分。

桌面整洁度 2

摆放合理，2分。

参考评分要点：

试验器材无序摆放，不得分。

采血方法和

采血量
5

抗凝剂适量，1分；

采血方法规范、熟练，2分；

采血量控制在 2~4mL之间，2分。

参考评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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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二

1%鸡红

细胞悬液

的制备

（12分）

鸡正确保定；

血液与抗凝剂比例 4:1；

采血时，鸡放置于鸡笼上保定；

采血部位宜首选翅静脉；

采血部位合理消毒；

采血时一针见血；

采血量控制在 2~4mL之间；

用干棉球按压止血；

采血后采血局部未见明显血肿；

采血未成功的，该项不得分。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5分为止。

离心机使用 2

离心机使用规范，2分。

参考评分要点：

离心前配平，对称放入离心机中；

规范使用天平，应“左物右码”；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2分为止。

红细胞悬液

配制方法
5

稀释液倍数正确，1分；

离心机转数、离心时间正确，2分；

红细胞洗涤次数适宜，1分；

压积红细胞吸取正确，1分。

参考评分要点：

红细胞洗涤时，用 3～4倍体积的灭菌

生理盐水进行稀释，稀释后离心管中液

体体积最大不可超过 12mL；

红细胞洗涤时灭菌生理盐水与红细胞

充分混匀；

离心参数设定：2000 r/min，5～10 min/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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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红细胞洗涤时吸除血浆和白细胞等杂

质；

红细胞洗涤应 3～4次；

最后配制 1%红细胞悬液为 10~20 mL；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5分为止。

三
血凝试验

（18分）

器材使用 4

微量移液器使用规范，2分；

吸头更换操作规范，2分。

参考评分要点：

更换吸头时操作规范，不可用力撞击吸

头盒；

微量移液器量程设置准确；

微量移液器吸取和排出液体操作规范，

移液器垂直加样为规范，倾斜角度不要

过大；

微量移液器用完后应置于移液器架，不

得随意放于桌面；

*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4分为止。

操作程序 4

吸取试剂更换吸头，1分；

加样顺序正确，1分；

倍比稀释操作规范，1分；

振荡及感作时间得当，1分。

参考评分要点：

稀释液加样完成后，在吸取待检样品前

需更换吸头；

倍比稀释时不产生气泡；

倍比稀释时混匀充分，移液正确；

1%红细胞悬液加之前应充分混匀；

边滴加边震荡混匀，由病毒低浓度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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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浓度的方向加样；

加样时，吸头与液面、孔壁不接触；

试剂不滴加到孔外；

可以使用振荡器，以液体不振出为准；

固、液废弃物分开放置。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4分为止。

结果判定

准确
10

能依据生理盐水对照孔的 RBC呈明显

钮扣状沉到孔底时判定结果，4分；

对照孔结果正确时，能确定完全凝集的

新城疫标准抗原最高稀释倍数为病毒

的血凝价，4分；

能把完全凝集的病毒的最高稀释倍数

作为 1个血凝单位，2分。

参考评分要点：

判定血凝价时机不正确扣 4分；

结果判定不正确扣 4分；

对照孔凝集扣 4分；

HA重复 3排，少做 1排扣 1分；

未作记录扣 2分；

读数时，结果有跳孔现象的，每跳 1孔

扣 2分。

*以上细节累计扣完 10分为止。

四

4HAU

抗原的标

定与配制

（20分）

器材选择 2

器材选择合理，1分；

使用规范、熟练，1分。

参考评分要点：

加吸头时操作规范，不可用力撞击吸头

盒；

选择合适量程微量移液器移取样品；

微量移液器吸取和排出液体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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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2分为止。

4HAU抗原

预配制
4

稀释倍数计算正确，2分；

稀释液加入得当、操作规范，1分；

配制量适宜，1分。

参考评分要点：

计算错误扣 2分；

微量移液器选择适宜，设置准确，

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

配制量适中，过多或过少酌情扣分。

4 HAU抗

原的标定与

调整

14

器材选择合理，使用规范，1分；

系列稀释正确，符合国标要求，3分；

微量移液器使用规范，吸头更换操作规

范，1分；

加样顺序及加样量正确，2分；

振荡及感作时间得当，1分；

能依据生理盐水对照孔的 RBC呈明显

钮扣状沉到孔底时判定结果，1分；

对照孔结果正确时，能正确读出 4个

HAU抗原标定的结果，2分；

能根据标定结果将抗原稀释度做适当

调整，使工作液确为 4个 HAU，3分。

参考评分要点：

器材选择不合理，使用不规范，扣 1分；

稀释方法不正确，稀释度不正确，量不

适宜，扣 3分；

微量移液器使用不规范，吸头更换操作

不规范，扣 1分；

加样顺序及加样量不正确，扣 2分；

振荡及感作时间不得当，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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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判定时机不正确，扣 1分；

对照孔凝集，扣 1分；

结果判定不正确，扣 2分；

不会根据标定结果将抗原稀释度做适

当调整或调整计算出现错误，扣 2分。

*以上细节累加扣完 14分为止。

五

血凝抑制

试验

（18分）

器材使用 2

器材使用规范、熟练，2分。

参考评分要点：

加吸头时操作规范，不可用力撞击吸头

盒；

微量移液器量程设置准确；

微量移液器吸取和排出液体操作规范，

移液器垂直加样为规范，倾斜角度不要

过大；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2分为止。

操作程序 6

加样顺序正确，2分；

倍比稀释操作规范，2分；

感作时间得当，1分；

吸头更换正确，1分。

参考评分要点：

参照国标，对照设立完整，每缺一个对

照扣 1分；

稀释液加样完成后，在吸取待检样品前

需更换吸头；

倍比稀释时不产生气泡；

加样时，吸头与液面不接触；

试剂不滴加到孔外；

加 1%红细胞时边滴加边振荡混匀，加

样顺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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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感作时间正确；

固、液废弃物分开放置。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6分为止。

结果判定

准确
10

能在对照孔红细胞呈明显钮扣状沉到

孔底时判定结果，2分；

在对照孔结果正确情况下，能从背侧观

察 RBC有无呈泪珠样流淌，2分；

能以完全抑制 4HAU抗原的最高血清

稀释倍数作为该血清的 HI抗体效价，3

分；

阴性血清与标准抗原对照的 HI滴度不

大于 2log2，阳性血清与标准抗原对照

的 HI滴度与已知滴度相差在 1个稀释

度范围内，3分。

参考评分要点：

阴性血清与标准抗原对照的 HI滴度大

于 2log2或/和阳性血清与标准抗原对

照的HI滴度与已知滴度大于±1扣3分；

结果有跳孔现象的，每跳 1孔扣 2分；

判定血清 HI滴度，做好记录；判读不

准扣 1分，未作记录扣 2分；

*以上细节累计扣完 10分为止。

六

抗体滴度

报告

（24分）

抗体滴度

报告
2

抗体滴度报告方式正确，1分；

试验记录清晰，1分。

参考评分要点：

抗体滴度用 log2表示；

试验记录和报告书写整洁，不乱涂改。

* 以上细节未规范书写，酌情扣分，累

加扣完 2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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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结果误差 20

每个样本 1分，共 20个样本。

参考评分要点：

结果误差±1，得 1分；

误差超过±1，0分。

场地整洁度 2

场地整洁，2分。

参考评分要点：

移液枪未调到最大量程；

其他仪器和器皿未复位；

采血器、残留红细胞泥离心管等未放入

固废缸等。

* 以上细节未规范操作，每错 1项扣 1

分，累加扣完 2分为止。

七
结果分析

（2分）
2 结果分析正确合理，2分。

总分 100

十二、奖项设定

本赛项设一、二、三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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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奖项的参赛队，授予相应的荣誉证书。获得一等奖的参赛队指导

教师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十三、赛场预案

为保障技能竞赛有序进行，保障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与生命财产

安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根据《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安全管理规

定》，结合赛场实际，特制定如下应急预案：

1. 指导思想

预防为主，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并在事故突发时能够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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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妥善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安全事故危害。

2.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快速反应。突发事件的处置实行首遇责任制，

首先发现情况的工作人员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相关领导，相关人员到

达现场后及时做好交接，并积极协同处理有关事务，直至事态基本平

稳后方可离开。应急处置的各环节都要坚持把保障健康和生命安全作

为首要任务。在此前提下，工作人员迅速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工作，最

大限度地减少危害和影响。

（2）服从指挥、分工负责。在赛项执委会的领导下，由赛项专

家联合承办校成立赛项应急保障小组，负责现场控制、后勤保障、医

疗救援、信息资料等；工作人员各负其责、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共

同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3）防范为主、上下联动。加强宣传，提高自我防范、自救互

救等能力。突发事件发生后，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控制现场、维护秩序，防止事故的蔓延和扩大。

3. 组织管理

赛场成立赛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赛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总揽赛

项安全工作，建立与公安、交通、消防、卫生、防疫、食品等相关职

能部门的协调预警机制。赛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七个工作专班：

疫情防控专班、现场安保专班、车辆安全专班、食品安全专班、特情

处置专班、设备保障专班、电力保障专班。明确人员分工，落实岗位

职责，着力抓细抓实。各工作专班负责制定出符合相关部门要求的《疫

情防控应急预案》《伤害事故紧急处理预案》《车辆安全措施应急预案》

《食品安全措施应急预案》《消防安全事故紧急处理预案》《设备事故

紧急处理预案》《电力供应事故紧急处理预案》《地震灾害紧急处理预



20

案》和《疾病防控应急预案》等预案。赛前组织相关工作组人员进行

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处置能力；同时举行火灾、地震和洪水

等灾害的应急疏散演练，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

4. 疫情防控

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部门的工作要求，制定科学可行的防控方案，

并征得当地疫情防控部门的同意方可进行相关工作。

十四、赛项安全

（一）比赛环境

1. 执委会须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住宿场所和交通保障

进行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布置，赛场内的器材、

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如有必要，也可进行赛场仿真模拟

测试，以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承办单位赛前须按照执委会要求排除

安全隐患。

2. 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要求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凭执委会印

发的有效证件进入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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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严格控制与参赛无关的易燃易爆以及各类危险品进入比赛场

地，不许随便携带书包进入赛场。

4. 配备先进的仪器，防止有人利用电磁波干扰比赛秩序。大赛

现场需对赛场进行网络安全控制，以免场内外信息交互，充分体现大

赛的严肃、公平和公正性。

5. 执委会须会同承办单位制定开放赛场和体验区的人员疏导方

案。赛场环境中存在人员密集、车流人流交错的区域，除了设置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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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标志外，须增加引导人员，并开辟备用通道。

6. 大赛期间，承办单位须在赛场管理的关键岗位，增加力量，

建立安全管理日志。

7. 竞赛用生物制品均由符合国家标准的企业生产与提供，实验

动物（鸡）符合生物安全规范。

（二）生活条件

1. 比赛期间，原则上由执委会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食

宿。承办单位须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及文化，根据国家相关的民族政

策，安排好少数民族选手和教师的饮食起居。

2. 比赛期间安排的住宿地应具有宾馆/住宿经营许可资质。以学

校宿舍作为住宿地的，大赛期间的住宿、卫生、饮食安全等由执委会

和提供宿舍的学校共同负责。

3. 大赛期间有组织的参观和观摩活动的交通安全由执委会负

责，执委会和承办单位须保证比赛期间选手、指导教师、裁判员和工

作人员的交通安全。

4. 各赛项的安全管理，除了可以采取必要的安全隔离措施外，

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和人身自由。

（三）组队责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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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对所有选手、

指导教师进行安全教育。

3. 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对参与比赛人员的安全管理，实现与赛场

安全管理的对接。

（四）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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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执委会，同时采

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报告组委

会。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执委会决定。事后，

执委会应向组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五）处罚措施

1. 因参赛队伍原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取消其获奖资格。

2. 参赛队伍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

警告无效的，可取消其继续比赛的资格。

3. 赛事工作人员违规的，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情节恶劣

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十五、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 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规定的地区代表队名称。

2. 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比赛

前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本赛

项开赛 10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经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后

予以更换。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队员。

3. 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凭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参赛证和有

效身份证件参加比赛及相关活动。

4. 参赛院校须为参赛队员购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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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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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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竞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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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提出书面报告。

5. 对申诉的仲裁结果，领队、指导教师要带头服从和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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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选手应按有关要求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否则取消竞赛资

格。

2. 参赛选手凭统一印制的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竞赛。

3. 参赛选手应认真学习领会本次竞赛相关文件，自觉遵守大赛

纪律，服从指挥，听从安排，文明参赛。

4. 参赛选手请勿携带与竞赛无关的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及其他

资料与用品进入赛场。

5. 参赛选手应提前 30分钟抵达赛场，凭参赛证、身份证件检录，

按要求入场，不得迟到早退。竞赛开始后迟到 15分钟以上者取消竞

赛资格；开赛 30分钟后，选手方可离开赛场。

6. 参赛选手应按抽签结果在指定位置进行比赛。

7.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不得在赛场

内大声喧哗，不得作弊或弄虚作假；同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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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设备和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选手因素造

成设备故障或损坏，无法进行比赛，裁判长有权终止该队比赛；若因

非选手个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的，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

8. 各参赛选手必须按规范要求操作竞赛设备。一旦出现较严重

的安全事故，经裁判长批准后可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

9. 竞赛时间终了，选手应全体起立，结束操作。经现场指挥人

员发出指令后，方可离开赛场。

10. 在竞赛期间，未经执委会的批准，参赛选手不得接受其他单

位和个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参赛选手不得将竞赛的相关

信息私自公布。

（四）工作人员须知

1. 大赛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组委会统一指挥，认真履行职责，

做好比赛服务工作。

2. 全体工作人员要按分工准时到岗，尽职尽责做好份内各项工

作，保证比赛顺利进行。

3. 认真检查、核准证件，非参赛选手不准进入赛场。同时，要

安排好领队、指导教师休息。

4. 比赛出现技术问题（包括设备、器材等）时，应及时联系各

项技术负责人，妥善处理；如需重新比赛，须要得到组委会同意后方

可进行。

5. 如遇突发事件，要及时向组委会报告，同时做好疏导工作，

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确保大赛圆满成功。

6. 要认真组织好参赛选手的赛前准备工作，遇有重大问题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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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组委会联系协商解决办法。

7. 各项比赛的技术负责人，一定要坚守岗位，要对比赛技术操

作的全过程负责。

8. 工作人员不要在赛场内接打电话，负责现场的人员在比赛期

间一律关闭手机。

十六、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代

表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2小时之内向监督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书

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等进行

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赛项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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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由省领队向赛区仲裁

委员会提出申诉。赛区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十七、竞赛观摩

赛场内设定观摩区域，向媒体、企业代表、院校师生等社会公众

开放。

为保证大赛顺利进行，在观摩期间应遵循以下规则：

1. 除与竞赛直接有关工作人员、裁判员、参赛选手外，其余人

员均为观摩观众。

2. 请勿在选手准备或比赛中交谈或欢呼；请勿对选手打手势，

包括哑语沟通等明示、暗示行为，禁止鼓掌喝彩等发出声音的行为。

3. 请勿在观摩赛场地内使用相机、摄影机等一切对比赛正常进

行造成干扰的带有闪光灯及快门音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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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得违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规定的各项纪律。请站在规

划的观摩席或者安全线以外观看比赛，并遵循赛场内工作人员和竞赛

裁判人员的指挥，不得有围攻裁判员、选手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

5. 请务必保持赛场清洁，将食品包及其他杂物扔进垃圾箱。

6. 观摩期间，严重违纪者除本人被逐出观摩赛场地外，还将视

情况严重程度对所在代表队的选手的成绩进行扣分直至取消比赛资

格。

7. 如果对裁判裁决产生质疑的，请通过各参赛队领队向赛项仲

裁组提出，不得在比赛现场发言。

十八、竞赛直播

1. 赛场内佈署无盲点录像设备，能实时录制并播送赛场情况；

2. 赛场外有大屏幕或投影，同步显示赛场内竞赛状况；

3. 条件允许时，可以进行网上直播；

4. 多机位拍摄开闭幕式，制作优秀选手采访、裁判专家点评和

企业人士采访视频资料，突出赛项的技能重点与优势特色。为宣传、

仲裁、资源转化提供全面的信息资料。

十九、资源转化

根据赛项有关精神，按照大赛执委会的要求，按计划完成“鸡新

城疫抗体水平测定”赛项的相关资源转化。

（一）基本资源

1．风采展示。赛后即时制作时长 15分钟左右的赛项宣传片，以

及时长 10分钟左右的获奖代表队（选手）的风采展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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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概要。包括技能介绍、技能操作要点、评价指标等。

3．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充分涵盖赛项内容。赛项内容资源可单

独列出，也可融入各教学单元。教学资源包括技能训练指导书、技能

操作规范等。

（二）拓展资源

拓展资源是指反映技能特色、可应用于各教学与训练环节、支持

技能教学和学习过程的较为成熟的多样性辅助资源，包括素材资源

库、专家点评、优秀选手访谈等。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赛项资源转

化计划见表 5。

表 5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赛项资源转化计划

资源名称
表现

形式

资源

数量

资源

要求
完成时间

基本资源

风采展示

赛项宣传片 视频 1
15分钟

以上
2022年 8月

风采展示片 视频 1
10分钟

以上
2022年 8月

技能概要

技能介绍 演示文稿 1 2022年 8月
技能操作

要点
演示文稿 1 2022年 8月

评价指标 演示文稿 1 2022年 8月

教学资源

技能训练

指导书
文本文档 1 2022年 8月

技能操作

规范
文本文档 1 2022年 8月

拓展资源

素材资源库 图像素材 100 2022年 8月

专家点评 视频 1 5分钟 2022年 8月

优秀选手访谈 视频 1 5分钟 2022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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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赛项理论竞赛样卷

一、填空题（每空 0.5 分，共 10 分）

1. 鸟类特有的中枢免疫器官是 。

答案：法氏囊（腔上囊）

2. 细菌具有运动性的特殊结构是 。

答案：鞭毛

3. 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要素是传染源、 和 。

答案：传播途径、易感动物群

二、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 革兰阳性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为（ ），青霉素能阻止该物质

的合成。

A. 磷壁酸 B. 肽聚糖 C. 脂蛋白 D. 脂多糖

答案：B

2. 没有抗体参与的变态反应是（ ）型变态反应。

A. Ⅰ B. Ⅱ C. Ⅲ D. Ⅳ

答案：D

3. 鸡白痢检疫常用的血清学试验是（ ）。

A. HI B. 中和试验 C. 琼扩试验 D. 全血平板凝集试验

答案：D

三、多项选择题（每题至少有 2 个及以上答案，多选、少选均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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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 下列选项属于传染源的是（ ）。

A. 处于潜伏期的动物 B. 患病动物

C. 处于恢复期的动物 D. 被病原污染的环境

答案：AB C

2. 具有血凝特性的病毒是（ ）。

A. 兔出血症病毒 B. 口蹄疫病毒

C. 新城疫病毒 D. 禽流感病毒

答案：AC D

3. 属于人工被动免疫的生物制品是（ ）。

A. 疫苗 B. 抗毒素 C. 高免卵黄抗体 D. 高免血清

答案：B C D

四、判断题（对的打√，错的打×。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 鸡马立克病不发生垂直传播。

答案：√

2. 养鸡场的新城疫免疫程序都是一致的。

答案：×

3. 有些抗原是自身物质。

答案：√

五、简答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 何为血清学反应？血清学反应有哪些特点？

答案要点及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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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体外的抗原抗体结合反应叫血清学试验或血清学反应。

（2分）

（2）特点：特异性和交叉性；反应的可逆性；敏感性；最适比例

与带现象；用已知测未知；反应的二阶段性。（3分）

六、综合分析题（每小题 10 分，共计 20 分）

1. 10日龄鹅群，突然发病，食欲减退，饮欲增加，双腿麻痹，

头触地，病死率达 80%。剖检见空肠和回肠膨大，变粗，肠腔内有纤

维素性渗出物和坏死物形成的栓塞。请问该病最有可能是哪种传染

病？该病流行特点有哪些？

答案要点及评分：

答：（1）根据以上临床症状及剖检病理变化，初步诊断该鹅群患

有小鹅瘟（4分）。

（2）本病全年均有发生，但多发生于冬末春初（2分）。鹅的易

感性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主要发生于 20 日龄以内各品种雏鹅（2

分），7日龄以内的雏鹅病死率高，可达 100%，10 ~ 20日龄病死率在

60%以下，20日龄以上发病率低（2分）。

2. 随机抽取某规模化养鸡场 20份血清进行鸡新城疫血凝抑制

(HI)试验，检测抗体结果见下表。请根据检测结果，进行鸡新城疫

抗体效价平均数和群体免疫合格率分析与评价，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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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城疫抗体效价 序号 新城疫抗体效价

1 3log2 11 5log2

2 5log2 12 6log2

3 6log2 13 3log2

4 4log2 14 3log2

5 3log2 15 5log2

6 5log2 16 4log2

7 3log2 17 3log2

8 2log2 18 5log2

9 5log2 19 2log2

10 4log2 20 4log2

答案要点及评分：

答：（1）根据国标和农业部有关规定，鸡新城疫 HI试验阳性的

判定标准是 HI效价≥4 log2（1分）；个体免疫合格的判定标准是抗体

效价≥5 log2（2分）；群体免疫合格率≥70%（1分）。

（2）请对该规模化养鸡场鸡群检测结果进行描述并对结果进行

分析（3分）。

（3）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免疫状况评价并给出合理的措施建议（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