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全国工业设计大赛

家具设计师赛项竞赛要点

一、赛项介绍

（一）赛项名称

家具设计师

（二）技术思路

家具作为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器具之一，与人类的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息息相关，家具设计和制造是实现家具产品价

值和质量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因此，培养优秀的家具设计师

就是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重要的工作和任务。

本赛项旨在改变过去家具设计师的培养重方案轻制造，

重外形轻结构，重好看轻好用，重结果轻过程，重效果轻价

值等方面的不良观念。长期以来，这种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

设计走向世界，严重阻碍了中国设计师走向世界的设计高

地，阻碍了中国设计师实现成为世界级设计师的梦想；引导

新生代家具设计师树立正确的设计观，培养符合世界标准的

设计类人才。通过对家具设计师从创意到使用 CAD、草图大

师等工业软件完成自己的创意，使它们变成可以生产的工艺

技术图纸，再到通过手工、机械设备把方案从图纸变成作品，

实现自己的创意。这种对设计工作进行一个完整过程的考

核，是国内对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法的重大创新，是提升



中国工业设计师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具的综合能力的重要体

现，是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中国创造升级的重要保障。

（三）赛项分组

赛项分职工组和学生组，均为单人赛。两个组别在竞赛

内容上略有区别，在竞赛难度和广度上各有侧重。每省限报

6 支参赛队（其中职工组 3 支、学生组 3 支），同一单位各组

别限报 1 支参赛队。

（四）竞赛形式

竞赛设理论竞赛和实操竞赛两个环节，各组别总成绩中

理论考试成绩占 20%、设计方案成绩占 40%，实操成绩占 40%。

（五）竞赛用时

各组别理论竞赛时间 1小时，设计方案竞赛时间 4小时，

实操竞赛时间 12 小时，三个模块总计考核时间 17 小时。

二、赛项技术描述

（一）技术描述

本赛项以家具为设计对象，综合运用 CAD、草图大师、

等工业设计软件和家具设计与制造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完成家具产品创新概念设计与制作使用的工艺技术图纸，并

借助手工工具、家具加工设备等完成制作设计师自己创意与

设计的家具作品。竞赛包括家具设计相关理论测试、设计方

案绘制与设计方案现场制作三个竞赛模块。



（二）赛项任务

总决赛分三部分内容进行考核，分别是：理论考试、设

计方案绘制、设计方案现场制作。具体竞赛细节和要求如下：

模块一：理论考试（占比 20%）

理论考试内容包括：职业道德与职业操守、常用家具材

料、结构、五金、加工工艺等，家具木工机械知识、计算机

辅助设计、家具设计概论、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等知识。

理论考试评审方式：60 分钟、百分制（60 分及以上为

及格）、在计算机上进行电子答题并提交，由考试软件自动

评分和汇总分数，并将理论考试分数，按照权重自动计入选

手的最后得分。

复习准备：竞赛组委会技术工作组会在开赛前一个月，

发布理论考试的参考教材或题库，竞赛的理论考试题目 85%

左右将从参考教材或题库中抽题组卷。

模块二：现场完成设计方案和技术文件的输出（占比

40%）

现场完成设计方案和技术文件的输出：对设计创意、绘

图技能和最终方案等进行过程和赛后评价。

这部分考核时间为 4 小时。在同一计算机房里，在提供

的同一个设计软件的前提下，按照统一的制图标准和图纸输

出标准进行作品的设计和图纸的输出。

输出的图纸数量是三张 A3 的图纸，其中：一张图是三

视图，一张是剖视图和节点图，一张是效果图。

设计阶段模块的评价方法见表 1 所示。



表 1 设计阶段各个评分模块的评价方法

序号 模块 评价方法

1
制 图 标 准

和规范

(1) 线型的使用：外轮廓的线型为粗实

线，内部结构线型为细实线，隐藏部件

线型为虚线，中轴线使用点划线；

(2) 标注：主尺寸，细节尺寸，局部放

样等尺寸标注合理清晰。注释符号要准

确，剖切符号，剖切面表达合理，引线

标注、索引等使用合理；

(3) 图纸布局合理性：三视图和局部放

样图正确且合理的布局，方便使用；

(4) 视图表达合理性：尽可能用少的图，

就可以清楚表达产品每个部件的加工

尺寸、结构细节和位置关系；

(5) 箭头、字体大小：尺寸标注，注释

说明文字要求统一高度 2.5 的仿宋字

体，箭头大小 2.5，尺寸界限固定长度

为 6。

其他未尽事项，可参考家具制图标准

《QB/T 1338-2012》。



2
方 案 设 计

合理性

(1) 功能尺寸：从产品使用的角度必须

符合人体工程学，满足人方便和舒适使

用的要求；

(2) 生产工艺：加工工艺的合理性、可

实现性、加工质量的稳定性，结构合理

易于安装，材料利用合理经济；

(3) 产品结构：方便加工，方便组装，

方便包装，方便运输；

(4) 商业性：设计合理，外观新颖，符

合工业化和批量化生产，作品贴近市场

需求，可预见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3
创 新 与 创

意

(1) 创新型：作品寓意深刻而丰富；木

皮图案设计与比赛的主题锲合度高，设

计巧妙，在功能、结构、形态、工艺、

环保等某些方面有创新，令人耳目一

新；

(2) 产品造型：比例合理，造型美观，

作品与竞赛主题高度融合，体现出参赛

者对事物的洞察力、想象力及解决问题

较高的能力，作品方案为原创；



模块三：作品制作模块（占比 40%）

制作技能模块为制作一个柜子，比赛时间为 2 天共计 12

小时。总体上，要求选手具备利用统一的设计软件，在给定

主题和材料、在必须具备某些模块和结构要求的前提下，利

用自己携带的工具和设备，以及合理使用公共区域提供的共

享设备和设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己设计作品的加工。

考核内容主要包含八个子模块，分别是：尺寸、与图纸

的一致性、胶合后榫接质量、配件和可移动部件、贴木皮、

表面处理、材料使用、健康与安全。

各个模块的评测方法见表 2 所示。

(3) 材料搭配：材料应用合理而经济，

善于表现材料的特色和个性，并能很好

地表现设计的主题；

(4) 资源利用：善于综合应用有限的资

源，使得不仅利用的经济而且恰到好

处；

(5) 文化因素：符合当代的生活方式，

能体现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并且能通

过作品很好地表现出来。



表 2 各个评分模块的评测方法

序

号
模块 评测方法

1 A-尺寸

特定的尺寸要经过测量。所有的尺寸打分

将根据测量尺寸的大小、位置和精度要求

等因素，决定用卷尺、直尺或其他测量工

具完成。每个尺寸的测量至少是 2～4 次，

全对才得分。单一零件的尺寸精度为正负

0.8mm，2 个及 2 个以上零件组合到一起的

尺寸精度为±1.2mm。

2
B-与图纸的

一致性

在任何情况下，作品必须与选手自行设计

的图纸符合，包括在赛中和赛后，都要保

证每个操作与零部件的造型、位置与结构

与图纸完全保持一致。

3
C-上胶后的

榫接

胶合后每一处的榫结合处应密实、平整、

干净；不应有缝隙，不能显露出粘合材料

和其它加工余物（如胶、木屑、蜡等）。

并且站在消费者使用的角度和看到的顺

序进行重要和次要的排序，并且根据具体

情况和出现的位置的重要性综合评价。



4
D-配件和可

活动的部分

主要检查和评判应用于门或抽屉的五金

配件的安装质量。

可移动部分的配合度、顺畅度与功能（可

移动部分的安装与调试）。蜡或润滑剂只

允许用于移动部件。

5 E-贴木皮

自行设计图案，图案要切合大赛给定的设

计主题。

选手根据给定木皮的种类及颜色要求，通

过做模板、划线、裁切、胶合、固化、打

磨等处理工艺，完成木皮的装饰；要求表

面光滑、平整、无缝隙、无毛刺，无胶渍

等。木皮的图案、木纹方向、颜色和木皮

种类都要自己设计的图纸保持一致。

6 F-表面处理

所有表面（包括家具的外表面和内表面）

都应保持光洁和清洁（所有表面砂光的质

量）。例如实木、木皮贴面及边缘应砂光，

不应有毛刺、砂痕、波浪，并且不能显露

出胶合材料（胶、木屑、蜡等）。

所有面与面相交形成的棱，都需要倒棱，

保证棱笔直、顺畅和不割手，同时又保证

棱角分明。

表面砂光只允许采用180和 240目标号的

砂纸，表面应无可见交叉砂痕。



三、选手具备的能力

参赛选手应具备以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综合能力：

1．具备根据主题要求进行方案设计的能力；

2．具备合理应用家具材料和结构的能力；

7
G-材料的使

用

（因加工失误）使用额外材料将导致扣

分，每换一根料扣 1 分，换料至多不能超

过 2 根。

8
I-健康与安

全

遵循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规则与规

章。

保持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识别且使用合适的个人安全防护设备，包

括安全鞋、耳塞、护目镜与吸尘设备。

根据安全要求，选择、运用、打扫、保持，

且储存（整理好）所有手工、电动工具与

设备。

主观评价采取过程记录形式，主要针对选

手在竞赛操作过程中的安全、行为规范、

职业素养等方面表现由明确的裁判组对

《选手违规行为记录表》（以下简称《记

录表》）进行填写，最后由裁判对《记录

表》进行统计。



3．具备绘制家具制作所需的零部件图纸、剖视图等技

术能力；

4．具备木材及其它材料（饰面木皮）的识别和选用能

力；

5．具备应用家具结构与制作工艺，实现高品质及耐久

性家具制作的能力；

6．具备正确选择辅助材料，包括饰面板和其它配件等

的能力；

7．具备安全正确和熟练操作手工工具、手持电动工具

和加工设备的能力；

8．具备使用各种辅助工具和完成各种加工工艺的能

力，如自制模板、使用夹具、正确完成拼板、砂光、打磨等

工艺。

9．具备熟练使用五金配件的能力；

10．具备通过精确测量、制作和组装，使家具各零部件

间达到接近完美结合的能力；

11．具备实现高质量家具外观的能力。

四、关于选手可以携带的工具箱、设备和工具

1. 选手的工具箱，体积不允许超过 1.5 立方米。制作的材料

不限。

2. 每个选手最多可以携带五种（个）便携式电动工具，如手

电钻、拉米诺开榫机、电熨斗等，都属于电动手工工具）；



含除尘设备的电动工具都必须带集尘装置。

3. 允许选手只能携带和使用一个一台移动除尘器及管线（适

用于桌铣、斜切锯或其他产尘设备）；

4. 选手允许携带两台小型落地设备，如斜切锯（自带高品质

横切锯片）、铣机倒装台（一套铣刀和钻头）；

5. 选手可以携带任何手工工具；

6. 选手可以携带任何内净尺寸不超过 900 的夹具，比赛现场

不再提供夹具；

7. 实木和测试用材将由比赛组织者提供；

8. 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与比赛相关的实木、胶合板或中纤

板，也不允许携带使用夹具时用于保护工件的专门定制的

保护垫板。但可以携带打磨用垫块、切木皮的镇尺（砝码

等用于压住木皮的重物）、铣机桌用挡块等，以上这些材

料都不能与赛题使用一样的材料，如果发现使用，必须做

好明显标记方可使用。

五、赛场给选手提供的工具和设备

1. 每个选手个人工位有一个实木工作台；

2. 共享备用饼干榫机（准备 8 个）；共享多米诺开槽机（准

备 8 个）( 也可以自己带）；

3. 比赛组织者将会提供消耗品（胶粘剂、饼干榫、圆棒榫、

砂纸等）( 也可以自己带）；

4. 比赛组织者还会给选手提供公共加工的设备，如推台锯、



带锯、砂光机、方孔钻、平刨和压刨等设备。具体清单，

后续会在发布的正式文件中明示。

六、竞赛流程与安排

各参赛队集中比赛，使用赛场提供的相关设备平台，按

照先理论考试、再完成作品图纸设计和最后完成作品制作的

竞赛流程进行比赛。竞赛流程与安排如下（见表 1）：

表 1 竞赛流程与安排

流程 模块 模块内容

时长

（小

时）

权重

（%）
评分节点

1
理论

考试

关于家具设计的相关知

识
1 20 结果评分

2
作 品 图

纸设计

在统一的主题要求下，

在同一的硬件和软件条

件下，在统一的材料和

设备条件下，完成自己

的设计方案。

4 40
过程、结果

评分

3

作

品

制

作

A 尺寸

12

6

4

0

结果评分

B 与图纸的一致性 6
过程、结果

评分

C 胶合后的榫接质量 6 结果评分

D 配件和可移动的部件 5 结果评分



七、赛项创新点

（一）改变过去家具设计师的培养重方案轻制造，重外形

轻结构，重好看轻好用，重结果轻过程，重效果轻价值等阻

碍中国设计走向世界的传统观念；引导新生代家具设计师树

立正确的设计观，培养符合世界标准的设计类人才。

（二）竞赛考查了家具设计师从设计创意、设计表现、设

计实施到组织管理的家具设计与制造的全过程与综合能力，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这对培养具有工业化思维和实现工业化

设计与生产的家具设计师至关重要。

（三）设计作品实物化呈现，不仅有较强的可观赏性，更

可以验证设计师的创意与现实作品之间的差距，以此可以考

察设计师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家具产业对家具设计师提出

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如何提高设计与生产实现无缝对接的能

力。

E 贴木皮 8 结果评分

F 表面处理 5 结果评分

G 材料的使用 2
过程、结果

评分

H 健康与安全 2
过程、结果

评分

比赛总用时 17 小时



（四）这是中国历史上对设计师这个行业第一次以这样全

方位的方式进行竞赛，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从理论、设计

和实现设计三个重要的维度上进行考核、比拼，无论对设计

师而言，还是对办赛而言，都是一次巨大的创新和挑战。

（五）本次竞赛方式和内容的构建与实现，为国内设计类

人才培养提供了依据与样板，对举办设计类比赛也是一次探

索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对未来中国培养有竞争力的设计师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办一流的设计类大赛也具有非常重要

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本次大赛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