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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美容师竞赛组委会

2020 年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鹏杯”美

容师竞赛决赛竞赛指南

一、 比赛项目、时间、地点

（一）竞赛项目、用时与要求

1、美容师（高级组）

竞赛用时：理论 90分钟，实操 130 分钟

竞赛要求：按照“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美容师竞赛技术文件”的要

求组织竞赛。

2、美容师（技师组）

竞赛用时：理论 90分钟，实操 160 分钟

竞赛要求：按照“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美容师竞赛技术文件”的要

求组织竞赛。

(二）比赛日期与地点

1.竞赛日期：2020 年 8 月 2日

2.竞赛赛场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美路 26号广州城市职业技工学校

3.交通指引：

A、地铁：地铁 6号线柯木塱站下，换乘公交车 497 路（柯木塱站——华

美学校站，共 3站）

B、公交：84A 路、493 路、497 路

注意：附近无法提供车位，请选择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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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1、请提前用微信扫一扫以下疫情防控行程码，没有行程码一律不得入校

2、需按要求佩戴口罩，比赛结束前不得离校，中午可在学校饭堂自费用

餐或自备干粮。

二、项目竞赛时间安排

（一）日程安排：

本次竞赛场地比较分散，加上防疫需要，选手和模特在签到和竞赛中途

转场时，请留意指示牌指引，听从组委会工作人员指引到达竞赛场及休息室。

竞赛分组与时间表，详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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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竞赛时间 选手号 竞赛项目 竞赛地点

技

师

组

9:00-10:00 时

（60 分钟）

001-025 号（25 人）

化妆

507 教室

026-050 号（25 人） 709 教室

051-100 号（50 人） 7楼舞蹈室

10:20-11:20 时

（60 分钟）

001-022 号（22 人）

美甲

207 教室

023-038 号（16 人） 505 教室

039-054 号（16 人） 608 教室

055-063 号（9 人）

064-084 号（21 人）

610 教室（小）

610 教室（大）

085-100 号（16 人） 708 教室

11:35-12:15 时

（40 分钟）
与美甲工位相同 美体 与美甲同室

14:30-16:00 时

（90 分钟）

001-050 号（50 人）

理论知识

105 教室

051-100 号 （50 人） 106 教室

高

级

组

11:00-12:30 时

（90 分钟）

001-075 号（50 人）
理论知识

105 教室

076-150 号（100 人） 106 教室

第一批 75 人

13:00-14:20 时

（80 分钟）

001-022 号（22 人）

面部护理

与美睫

207 教室

023-038 号（16 人） 505 教室

039-054 号（16 人） 608 教室

055-075 号（21 人） 610 教室（大）

第二批 75 人

14:50-16:10 时

（80 分钟）

076-097 号（22 人）

面部护理

与美睫

207 教室

098-113 号（16 人） 505 教室

114-129 号（16 人） 608 教室

130-150 号（21 人） 610 教室（大）

16:15-17:05 时

（50 分钟）

001-050 号（50 人）

化妆

7楼舞蹈室

051-075 号（25 人） 709 教室

076-097 号（22 人） 207 教室

098-113 号（16 人） 505 教室

114-129 号（16 人） 608 教室

130-150 号（21 人） 610 教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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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规则

（一）选手须知

1. 竞赛前 75 分钟，参赛选手持携带身份证、疫情防控“行程码”到达

竞赛地点（广州城市技工学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美路 26号）门口，排

队等候测量体温、检查“行程码”有序进场，在操场指定位置（大赛检录处），

领取竞赛工位号（按报名序号排列），到指定位置（操场），由工作人员引

领进入赛区。每位选手只能配一名模特。各队领队和教练均不得进入赛场。

注意：

⑴应疫情防控要求，避免过多外来人员聚集，高级组模特儿统一由大会

安排（模特与选手按号码对应分配），选手需要交模特费。

⑵高级组选手无需为模特儿另外准备服装，模特儿统一穿着组委会提供

服装（白色 T 桖，深色长裤）。

⑶技师组受场地限制，及中间需要转场，模特服饰不宜太大。

2. 竞赛前，竞赛裁判对各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复查；各参赛选手对自用

的设备等可进行检查。

3. 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理论知识竞赛，除携带竞赛必备的工、

量具外，不准带入技术资料、工具书、笔记本和纸张等，所有通讯工具一律

不得带入竞赛现场。选手迟到 30分钟（从当场竞赛点名时间开始计时），视

为放弃竞赛。

4. 竞赛前 10 分钟，由裁判听裁判长指令拆封竞赛试题。

5. 在竞赛统一开始指令发出时，由裁判分发任务书，计时员同时开始竞

赛计时。

6. 选手在比赛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相互传递信息，如传递字条，用手势

表达信息，用暗语交换信息等；同队选手需共用工具和量具时，需征得裁判

同意，但严禁交谈等信息交流。

7. 各参赛选手必须严格按照比赛的规程进行操作，如出现较严重的违

章、违规、违纪、舞弊行为的等现象，立即取消竞赛资格。

8. 竞赛过程中出现设备或系统故障等问题，应提请裁判到工位处确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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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于因故障而耽搁的时间，由裁判请示裁判长同意后将该选手的竞赛时

间酌情后延。

9. 在规定竞赛时间结束时，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

竞赛时间。

10. 参赛选手完成竞赛内容交卷时，应提请裁判到工位处检查确认并登记

相关内容，同时，参赛选手应配合裁判做好赛场情况记录，并在本人的竞赛

情况记录表上签名确认，参赛选手对裁判提出的要求应积极配合，不得拒绝。

11. 选手在理论知识竞赛开赛 30分钟内，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

情况，需经裁判人员同意后可作特殊处理，对于中途弃权或提前交卷的参赛

选手也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必须进入隔离室隔离，以避免透露竞赛试题。如

有违规取消相关竞赛成绩

（二）赛场规则

1.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有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着装要整齐。

2.各赛场除现场裁判、赛场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

赛场。

3. 各参赛队的领队、指导老师以及随行人员等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4. 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大赛组委会允许，并且听从现场工作人

员的安排和管理，不能影响竞赛进行。

（三）成绩评定

1. 参赛选手的竞赛成绩评定由竞赛组委会聘请的裁判专家按照评分标

准进行现场评分。

2. 具体成绩评定方法参照各赛项的竞赛规程。

（四）申诉与仲裁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和备件，有失公正的检测、

评判，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按照规定时限向大赛组委会仲裁组提

出。仲裁组受理之后，处理意见通知领队或当事人。

3. 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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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四、技术文件读解与答疑

（一）面部芳香皮肤护理&美睫（染睫毛）（高级组）

1.开赛前：选手与模特进场完毕，裁判员检查选手与模特仪容仪表。

选手要求：白色圆领 T 桖和白色平底鞋、深色长裤，长发必须束发（扎

髻为宜）、额前刘海不过眉毛、不可佩带任何饰物、指甲要短而整洁并不可

涂甲油等、化完整日妆。

模特要求：由协办方统一化淡妆（底妆、眉、眼影、眼线、睫毛膏、腮

红、口红），选手在竞赛工位协助模特换好美容服、拖鞋。

2.子标准评分项描述：

（1）准备工作：开始操作前，拿取所有物品，产品取量适中。消毒床、

凳、推车、洁面盆、垃圾桶。物品摆放安全整齐、井然有序、取放方便。

A 现场提供美容床、凳、推车（摆放用品用具、化妆品）。

B 因赛场没有水，故用湿巾纸代替海绵扑或洗脸布，选手自备足量放在

洁面盆里。

C 护肤比赛所有用品（院装或客装），选手自备。

D 垃圾袋，选手自备。

（2）顾客和美容师准备：顾客躺下及护理过程时刻给顾客遮盖好毛巾，

不暴露内衣及多余皮肤。在顾客双膝或脚踝下放枕垫，让顾客躺着舒适。消

毒顾客双脚。美容师操作前消毒双手。

A 赛前需准备：一次性床巾（单）一张，大毛巾、中毛巾各三条、枕垫。

B 面部护理模特事先要统一化妆（淡妆为标准，底妆、眼妆、睫毛膏、腮

红、唇），赛前换好抹胸美容服、拖鞋。

C 消毒顾客双脚 。

（3）顾客维护：护理全程始终保持顾客安全与舒适，整个护理过程内衣

及多余皮肤不曝光。

要照顾到顾客颈部的舒适程度，且顾客维护贯穿整个比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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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不曝光范围，护理时正常暴露范围不在此列。这里主要指的是模特

所穿的抹胸美容服、内衣裤及皮肤。

（4）卸妆清洁/爽肤：本步骤包括卸妆、洁面两个环节，不多于三根棉

签检查（发际线、眼部、鼻翼）等面部有无残留产品，将棉签编号陈列保管。

操作时间结束，选手必须统一停手，等待裁判员检查。若选手提早完成本工

序，可举手示意裁判员检查。

选手完成爽肤步骤，准备三根干净棉签，每一列由两位裁判检查

（5）分析皮肤：本步骤包括模特儿皮肤分析、填写皮肤分析卡、选择芳

香护理配方（选择结果填在皮肤分析卡上）三环节。样板见技术文件

（6）漂染睫毛：面部清洁后，眼垫保护，眼垫形状与下眼睑形状一致，牢

固、服帖并贴近睫毛根部放置并露出下睫毛。举手示意，请裁判员对染睫毛和贴

眼垫结果打分。

清洁睫毛膏时，做好眼睛安全保护（眼睑皮肤、防止染膏进入眼睛）。举手

示意，请裁判员对清洁结果打分。

（7）按摩

按摩部位：面部、前胸颈部按摩。

按摩时间 15分钟，统一开始/结束。

按摩技术：不少于 4 种按摩手法在面部和肩颈部进行按摩。按摩技术熟

练、平稳、流畅，节奏感好，适合顾客需要。

（8）敷面膜及清洁：在 20分钟时间内，进行全脸及脖子敷面膜。

敷膜范围详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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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和颈部敷面膜效果：95%以上薄厚均匀，五官轮廓和外轮廓整齐。

选手完成面部和颈部敷面膜，需要举手示意裁判员检查。

面膜清洁，目测全脸、颈部无残留面膜。

（9）涂爽肤水：已用爽肤水，目测没有多余产品未吸收。

（10）涂润肤霜：已用润肤霜，目测皮肤光滑且不油腻，大部分产品已

被吸收。

（11）结束工作：选手将顾客护送到指定地点，工作区域还原到赛前标

准，地面无明显残留产品、清洗双手并站在工位上。

3. 问题解答：

（1）护肤产品一套是选择院装？还是居家装？

答：院装或居家装均可。

（2）全程无水操作，还需要带洗面盆吗？

答：小面盆用来放湿巾、湿绵片。

（3）是否需要磨砂去角质环节？

答：本次竞赛时间控制紧凑，只做卸妆、洁面，十分钟计时暂停后，裁

判员（工作人员）用三个棉签，对每一位选手进行洁面检查，不用去角质。

（4）美容师是否需要戴口罩？

答：防疫需要，选手必须佩戴口罩、统一服装（白色圆领 T 桖和白色平

底鞋、深色长裤），长发必须束发（扎髻为宜）、额前刘海不过眉毛、不可

佩带任何饰物（手表、项链、戒指和手链等）、双手干净，皮肤光滑，指甲

要短而整洁并不可涂甲油，身体无异味。展现良好的职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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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部护理是否有自我发挥的空间？

答：面护必须按照比赛流程操作，且点段式打分，清洁手法、按摩手法、

敷膜顺序等；另外，顾客躺在工位上后，需消毒双脚，在不违背面部生理规

律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平时工作经验实施。

（6）本次比赛这么多物品怎么带上场？

答：盛放在整理箱里入场，进场后放在床底（床底高度 33cm）。

（7）推车上物品怎么放？

答：以视觉效果与取用方便相结合的原则摆放，护肤品不能提前用玻璃

碗挑取出。

（8）毛巾的颜色有规定吗？

答：毛巾、模特浴袍等均用白色。

（9）手机可带上场吗？

答：手机和贵重物品自行保管好，手机需关机。

（10）比赛前大约多少时间侯场？

答：比赛前半小时检查模特准备、登记选手抽签号后方可入场。

(11)比赛进行中，是否可以借工具物品或中途离场？

答：不可以，特殊情况请示裁判长后决定。

(12) 本次比赛的特点

答：使用真人模特，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面部模块的理念引入本次

面部护理比赛，作为国家二类大赛，国内比赛的省级级别。

(13)本次比赛产品有指定吗？

答：高级组竞赛没有指定品牌，但必须符合芳香面部皮肤护理要求准备

产品，由于模特是竞赛举办方统一随机分配，故按摩精油统一使用基础油（橄

榄油），即无需按摩模特皮肤及精神状况调配精油。

（14）工具清单没要求带枕垫，能否用其中一条大毛巾卷代替？

答：在顾客双膝或脚踝下放枕垫，是护理全程始终保持顾客安全与舒适

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手可以自备枕垫，也可以将其中一条大毛巾卷成枕垫使

用，注意枕垫高度要适合顾客（模特儿）适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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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腿部护理项目答疑(技师组)

1.护理项目的“开赛前/准备工作/顾客维护/结束工作”技术要求一致？

答：是的，高级组（面部护理/漂染睫毛）、技师组（腿部护理）三个项

目竞赛，“开赛前/准备工作/顾客维护/结束工作”技术要求一致。

2.技师组（腿部护理）流程里没有磨砂去角质，但用品用具里有磨砂膏，

竞赛时是否需要磨砂去角质？

答：腿部护理竞赛，洁肤，包含清洁与去角质两部分，所以，洁肤洗面

奶与磨砂膏混合使用，同步完成（洁肤、去角质）。竞赛受场地所限，全程

无水操作，故选手可多准备珍珠棉（或洁面棉片），用水瓶准备 500ml 清水、

用保温杯准备少量温水，以便湿润珍珠棉（或洁面棉片）清洁皮肤。

3.技师组（腿部护理）模特需要穿防走光裤子吗？

答：不需要，按美容院身体护理要求，换抹胸美容服即可。竞赛时，选

手通过运用规定准备的三条大毛巾，做好顾客维护（防止顾客皮肤曝光）。

4.技师组（腿部护理）时，全程必须准备脚枕垫吗？

答：腿部护理（按摩）时，在顾客双膝或脚踝下放枕垫，是护理全程始

终保持顾客安全与舒适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手可以自备枕垫，也可以将其中

一条大毛巾卷成枕垫使用，注意枕垫高度要适合顾客（模特儿）适用高度。

清洁及去角质时，需要在一次性床单（或大毛巾上）再垫一层珍珠棉垫，按

摩结束时拿掉，防止磨砂颗粒沾到美容床或顾客身上。

5.技师组竞赛次序是先化妆，后身体护理，模特身上及面部妆容要卸掉

换衣服这个需要时间长，怎么解决？

答：技师组竞赛次序是先化妆，然后美甲，再到身体护理。化妆竞赛结

束，选手马上转场，进行美甲项目竞赛，模特在原地等待裁判评分。评分结

束，模特在原地卸妆（尽量多准备无水卸妆棉片，及湿棉片，无水操作）更

换美容服，然后由引导员带领到身体护理项目竞赛场。

6.人体彩绘竞赛项目中，模特服装、道具必须随身携带吗？

答：是的，模特服装、道具必须跟随模特转场，由于受场地限制及中间

需要转场，模特服饰不宜太大。另外，本次竞赛化妆项目名称为“人体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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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顾名思义，彩绘才是竞赛重点，服装、道具仅起辅助作用。

（三）创意新娘美甲项目答疑（技师组）

1. 技师组“创意新娘美甲”手模有指定的样板吗？

答：美甲手模，可自行采购。

2.创意新娘美甲是考一只手还是双手？

答：创意新娘美甲只做单手（左手、右手皆可，5 指），立体彩绘统一在

无名指。

3. 技师组“创意新娘美甲”图案样板？

（四）化妆项目答疑（高级组/技师组）

1.高级组“舞台晚宴化妆”，化妆要求符合舞台晚宴主题，模特服装有

没有要求？

答：受疫情影响，竞赛场地要限制进入人流，所以模特由组委会统一提

供，为公平起见，高级组化妆要求符合舞台晚宴主题，选手无需为模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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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模特统一穿着组委会提供的白色圆领 T 桖、深色长裤，发型统一扎丸

子头，选手无需为模特做发型和佩戴头饰。

2.技师组“人体彩绘”彩绘工具必须使用喷枪？

答：竞赛对描绘工具没有严格限制，可使用喷枪及喷枪颜料喷绘、晕染，

也可使用水彩笔、国画笔、水溶性或油溶性颜料等完成描绘及晕染等化妆工

作。

3.技师组“人体局部彩绘”创意及描绘部位有具体规定吗？

答：创意主题满足“春”之意，局部彩绘的描绘部位，决定于选手的创

意。主体应展现健康的“真善美”意境。

4.技师组“人体局部彩绘”模特可以穿着有要求吗？

答：本次大赛“人体彩绘”仅限局部，面部基础化妆按样图进行，局部

彩绘，必须符合“春”之主题和模特个性特点，模特可以穿着服装（胸部以上

任意部位为彩绘范围）。

5. 技师组“人体局部彩绘”模特可以提前做好发型吗？

答：技师组“人体局部彩绘”赛前可先做好发型再进入考场，也可在比

赛开始之后再做发型，但要注意掌握好时间。

备注：

1、自驾：赛场不提供车位。

2、用餐情况：选手及模特自理（由于防疫需要，及竞赛项目时间安

排，建议自备干粮）

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美容师竞赛组委会

2020 年 7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