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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 
E&E2-“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赛项（本科组） 

赛项指定平台：THEMDQ-3 型 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实践平台 

依据大赛执行方案，决赛分“工程实践操作”和“目标命题实现”两个环节。第一
个环节主要比基本技能操作和工程素质，第二个环节主要比规定目标下的应用创新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1、“工程实践操作”比赛环节 
根据本赛项“工程实践操作”作业书（正本），在限定的赛项平台上，完成作业书

规定的所有操作步骤和技术要求，时限120分钟。现场裁判从工程能力素养要求的角度，
就工艺、标准、规范、安全等方面，对参赛选手现场操作的结果进行评判，给出百分制
成绩，权重0.40。 

本赛项“工程实践操作”环节的比赛内容： 
（1）工艺连接 —— 根据提供的相关图纸，完成废气处理系统的工艺管道连接、

仪器仪表安装，并完善采样系统。 
（2）硬件配置与参数设定 —— 连接烟气处理设备平台和控制柜间的电缆，正确

启动设备，完成各仪器仪表的标定校准与参数设定。 
（3）系统软件配置 —— 正确配置PLC控制器和上位机的软件，并完成相关下载。 
（4）监控系统的操作 —— 打开MCGS工程，进入运行环境，按要求对监控系统

进行设置和操作。 
（5）系统调试、排除故障与采样分析 —— 排除预先设置的设备或工艺故障，完

成设备功能调试和管道试水，并对采样结果进行处理和分析。 
2、“目标命题实现”比赛环节 
根据本赛项“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正本），在限定的赛项平台上，完成任务书

规定的目标任务和技术要求，时限120分钟。评审专家从工程应用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角
度，就方案设计、方案实现、实施效果和答辩情况等方面，对参赛选手完成目标命题任
务的结果进行评判，给出百分制成绩，权重0.60。 

“目标命题实现”环节的比赛内容： 
根据“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正本）的要求，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实现所设计的

方案，包括也可不仅限于此： 
（1）设备选择 —— 根据设计方案，选择合适的净化设备与组件，搭建系统框架。 
（2）工艺连接 —— 根据设计方案和所选设备，通过阀门切换、附件搭载和管道

连接，完成处理工艺流程构建。 
（3）软、硬件配置 —— 根据设计方案配置软、硬件参数，完成部件调试、药剂

配制和污染源发生。 
（4）系统调试 —— 根据设计方案，配制污染源，在保证管道密封性的前提下，

整定运行参数，监控运行状态，确认最优方案以达到最好的处理效果。 
（5）运行结果 —— 根据设计系统的运行实况，完成采样分析、数据监测、结果

整理和报表生成等任务。 
3、成绩评定 
（1）现场裁判依据本赛项“工程实践操作”作业书（正本）规定的操作步骤和技

术要求，通过考察参赛选手的现场表现，按照为本赛项制定的评分规则，给出本环节的
百分制成绩，权重0.40。 

（2）评审专家依据本赛项“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正本）规定的任务和技术要
求，通过观看实施成果演示和现场答辩，按照决赛评分规则，各评委独立给出百分制成
绩，平均后为本环节的成绩，权重0.60。 

（3）决赛两个环节的成绩加权和为参赛选手的最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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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样本） 

大赛采用目标命题的竞赛方式，即限定赛项平台，给定实现目标，实施方案不拘一

格，重在考察参赛选手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一、赛项内容 

本赛项基于指定的竞赛平台，利用PLC可编程控制系统、污染源发生系统、旋风除

尘器、布袋除尘器、湿式脱硫塔、活性炭吸附塔和在线监测仪表等软硬件资源，结合大

气污染控制、环境监测与治理的工程应用需求，完成下面目标命题要求的任务。本赛项

将从方案设计、工程/程序开发和现场实施三个方面，考察参赛选手对大气环境监测与治

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大气污染控制与监测设备的综合应用能力，或实践教学能力和水

平。 

二、目标命题 

说明：（1）决赛现场提供的任务书（正本）与赛前网上公布的任务书（样本）有所差别，

请按决赛任务书（正本）的要求完成。 
（2）本赛项设置两个目标命题任务，请任意选择其中一个任务完成即可。 

1、目标命题 一（工程应用项目） 

该目标命题要求利用本赛项的软硬件资源（参阅相应赛项平台技术说明），设计一

套完整的烟气排放处理系统。赛前提交该系统的“项目设计书”（设计书模板下载网址：

http://skills.tianhuang.cn），并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实现。 
命题任务： 

以燃气锅炉烟气排放处理为应用对象，基于指定竞赛平台的软硬件资源，自行设计

一套完整的烟气排放处理系统，通过合理设计工艺流程，调节运行参数，使得系统的排

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指标要求，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待处理的

烟气所含的污染物成分及含量如表1所示，按《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 
2014）要求，处理后的排放烟气质量要达到表2所给的标准。表3和表4是提供给参赛选

手，供现场使用的检测仪表和仪器，用于检验烟气质量标准。 
（1）基于赛项指定平台的软硬件资源，通过水泵、电磁阀、流量计、阀门及管路

的安装连接，保证各设备能正常工作，且通过定点安装传感器和采样仪，实时监测系统

运行状态，并下载必需的PLC应用程，同时必需的电气连接，构成能够进行手/自动控制

的烟气排放处理系统。 
（2）完成第（1）条命题任务之后，通过阀门切换、附件搭载和管道连接，并要求

尽可能使用到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湿式脱硫塔和活性炭吸附塔等处理单元设备，

必要时参赛选手可以自行增加自带的处理单元，构建一套能处理成分如表1所示的烟气、

达到表2排放指标的烟气排放处理系统。 
（3）参赛选手可以自带必需的处理单元或元器件，但要在决赛前30日向大赛办公

室提出申请，15日之内大赛方给予答复。若因涉及产权、技术或属违规部件，大赛方将

不允许带入参加比赛，参赛选手要及时调整方案。如果答复可以自带，参赛选手要考虑

现场连接问题，大赛方只协助解决一般性的管路和电气连接，不提供任何额外的辅件，

也不帮助解决特殊的连接方法和特殊的连接件连接。 

（4）更新系统的应用程序或利用赛项原有的应用程序，对系统所用到的单元部件

进行调试，并配制所需药剂和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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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确保管道密封性的前提下，开启电动调节阀和风机，调整阀门开度、传输

速率、电机功率和采样强度等参数，并通过在线监测，监控运行状态，确报系统运行在

最佳状态，以达到最好的处理效果。 
（6）要求设计有清晰、简洁的监控管理人机界面，用于监视系统的工作状态和排

放水的水质指标。 
（7）根据现场系统运行实况，完成采样分析、数据监测、结果整理和报表生成等

任务（锅炉烟气排放报表见表5）。 

表 1 烟气中所含的污染物 

序号 污染物 含量 备注 

1 颗粒物 ≥600 mg/m3 滑石粉配置 

2 二氧化硫 114 mg/m3 钢瓶气体配置 

注：二氧化硫为有毒气体，注意安全操作，防止泄露。 

表 2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 排放指标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20 mg/m3 
烟囱或烟道 

2 二氧化硫 50 mg/m3 

注：二氧化硫为有毒气体，严禁非合格排放，以免污染比赛现场。 

表 3 供现场使用的检测仪表 

序号 仪表名称 量程 数量 

1 粉尘传感器 0～1000 PPM 1 台 

2 SO2 传感器 0～100 PPM 2 台 

3 NOX传感器 0～100 PPM 1 台 

4 CO 传感器 0～500 PPM 1 台 

5 CO2 传感器 0～2000 PPM 1 台 

6 O2 传感器 0～30% VOL 1 台 

7 差压传感器 0～3k Pa 3 台 

8 温湿度传感器 
T：0～80℃ 

RH：0～100% 
2 台 

9 压力传感器 -10～10k Pa 1 台 

10 风速仪 0～20 m/s 2 台 

11 温度变送器 0～120 ℃ 1 台 

12 物位仪 0～1 m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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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供现场使用的仪器 

序号 仪表名称 数量 备注 

1 粉尘采样仪 1 套  

2 皮托管 1 套  

3 恒温干燥箱 1 套  

4 电子天平 1 套  

5 氢氧化钠（NaOH） 1 套  

6    

表 5 锅炉烟气排放报表 

项目 
SO2 

(mg/m3) 
颗粒物 
(mg/m3) 

温度

(℃)
含湿量

（%）

压力 
（Pa）

工况流量 

（m3 湿/h） 
标干流量 

（m3 标干/h）

净烟气        

2、目标命题 二（教学实验项目） 

该目标命题要求利用本赛项的软硬件资源（参阅相应赛项平台技术说明），设计一

套烟气处理技术教学实验系统，赛前提交该系统的“项目设计书”（设计书模板下载网

址：http://skills.tianhuang.cn），并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实现。 
命题任务： 
基于指定的赛项平台，在完成目标命题一（工程应用项目）第（1）、（2）、（3）条

规定的任务基础上，设计一套烟气处理及自动控制一体化教学实验系统，并生成实验报

告。所设计的系统要求覆盖特定的课程、特定的知识点，具有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

使用价值，并且至少能完成如下两个教学实验： 
实验（一）烟尘颗粒物的除尘实验(采用旋风除尘、袋式除尘器或水浴除尘) 
实验（二）烟气二氧化硫的去除实验（采用喷淋塔或填料塔） 
针对以上两个教学实验，结合课程教学的需要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要求，在“项

目设计书”中编写具体的实验指导书（指导书模板的下载网址：http://skills. tianhuang.cn），
并在所设计的教学实验系统上实现。 

三、软硬件配置 

1、硬件配置 
现场赛项平台配置了必要的系统硬件，可用于需要的设备参数设置、控制器参数整

定、单元功能调试、控制与扰动性能测试等，具体可参照文件《比赛要求与赛项平台技

术说明：E&E2-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所提供的硬件资源配置（下载网址：

http://skills.tianhuang.cn）。 
2、软件配置 
自行下装PLC软件，用于烟气处理系统的PLC电气控制；自行下装MCGS 6.2组态软

件，用于烟气处理系统监控的编程与和组态；必要时参赛选手可以自行下装自编的烟气

处理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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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流程 

1、初赛阶段 
（1）根据本赛项“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样本）规定的要求，在大赛前期依照

“项目设计书”的格式，独立撰写“项目设计书”，设计书的内容包括项目分析、项目

设计、项目实施和实施效果分析等。注意，选择目标命题一（工程应用项目）时，请按

照“项目设计书（工程应用系统）”模板要求撰写；选择目标命题二（教学实验项目）

时，请按照“项目设计书（教学实验系统）”模板要求撰写。两个模板要求有所不同，

不可混同（设计书模板下载网址：http://skills.tianhuang.cn）。 
（2）根据赛项平台技术培训的安排，选择性地参加培训，通过对赛项平台的技术

训练和体验，熟悉赛项平台的技术细节和应用功能。 
（3）大赛组织相关专家对参赛选手提交的“项目设计书”进行初审，根据“项目

设计书”的水平和是否能在限定的赛项平台上实现，择优入选全国总决赛。 
2、决赛阶段 
（1）入围全国总决赛的选手参加本赛项的“工程实践操作”和“目标命题实现”

两个比赛环节。第一个环节比赛时间 120 分钟，参赛选手根据“工程实践操作”作业书

（正本），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完成规定的所有操作。第二个环节比赛时间 120 分钟，

参赛选手根据“目标命题实现”任务书（正本），在指定的赛项平台上，利用所提供的

硬件和软件资源，完成规定的所有任务，并整理数据，分析运行结果，提交项目实施报

告。 
（2）第一个比赛环节由现场裁判根据参赛选手的完成情况给出比赛成绩；第二个

比赛环节完成后，评审专家根据参赛选手提交的项目设计书、项目实施效果以及现场答

辩情况给出成绩。 

五、注意事项 

1、编写“项目设计书”（初赛稿）需要注意的事项 
按照“项目设计书”的要求和格式编写设计书（设计书模板下载网址：

http://skills.tianhuang.cn），但不仅限于设计书模板中所指定的内容。“项目设计书”要突

出应用创新以及专业基础知识和技术的综合应用，要符合工程规范，要体现完整性、可

操作性。“项目设计书”必须由参赛选手独立完成，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提交纸质稿和

电子稿。参赛选手必须自觉遵守相关的学术道德规范，尊重知识产权，严禁抄袭、剽窃

或弄虚作假，否则一票否决，取消比赛资格。 
2、修改“项目设计书”（决赛稿）需要注意的事项 
经过初赛评审，优胜者进入全国总决赛，决赛前参赛选手可以对“项目设计书”（初

赛稿）做适当的修改，以便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现场实施。 
3、决赛现场实施需要注意的事项 
根据大赛提出的本赛项可能涉及的实践能力点以及赛项平台状况，结合自身的“项

目设计书”，依照工程规范实施，完成包括系统安装、系统连接、仪表调校、软硬件配

置、系统调试、系统运行和故障处理等工作。评审专家可能根据现场情况，提出对系统

加入不同扰动或与教学实验有关的问题，通过观察实际运行响应特性，给出现场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