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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世界技能组
织成员展示和交流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2011年10月4日晚在英国伦敦第41届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2019年8月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在
俄罗斯喀山举办， AWS作为全球云计算领导者和世界技能组织（WSI）的
Global Industry Partner AWS，协助赛会首次设置云计算赛项

中国代表团在本次大赛中
表现十分出色，共获得了
16枚金牌、14枚银牌、5
枚铜牌和17个优胜奖，再
次荣登金牌榜、奖牌榜、
团体总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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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为何设置云计算赛项

2017年10月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比赛期间作为全球云计算领导品牌AWS 与世界技
能大赛组织方WSI（World Skills International）的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达成合作意向， AWS成为WSI的
Global Industry Partner. 从2019年第45届俄罗斯喀山世界技能大赛开始AWS协助WSI设置云计算赛项作，AWS
为此赛项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和赛事竞赛平台。从2018年开始，AWS培训与认证团队和Gameday团队先后支持
了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赛
项地区选拔赛。

云计算是通过网络按需提供可动态伸缩的计算服务，是将计算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资源池上，使
各种应用系统能够根据需要获取计算力、存储空间和信息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
的管理工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云计算产业发展，其产业规模增长迅速，应用领域也在不断的扩展，从政府应用
到民生应用，从金融、交通、医疗、教育领域到人员和创新制造等全行业延伸拓展。近几年来，以云计算
为首的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还推动了院校专业随之转型升级，培养出了众多
云架构师、云计算软件工程师、云系统管理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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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赛项-中国区选拔赛

WSI决定新增云计算赛项后，AWS中国团队迅速与世界技能大赛中
国组织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人社部下属相关部门取得了
联系，在2018年年底双方达成合作意向

AWS承诺为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赛项中国区选拔赛提供全面技术
支持以及专用的Gameday竞赛平台作为选拔赛平台，并专门从美
国申请Gameday团队人员前往中国对选拔赛进行支持。

AWS与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等四个新增赛项的承办方上海
市人社局指定的云计算赛项技术支持方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签订
了关于第45界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赛项中国区选拔赛的赞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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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赛项中国区选拔赛现场

2019年3月5日-8日中国区22个省份代表队
参加中国区选拔赛

比赛前，其中11个代表和AWS有合作

中国区选拔赛及世界大赛均采用AWS 平台

我们的目标是 2021 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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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练剑，上海夺冠

第46界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行，作为东道
主，此次比赛势必会得到中国政府以及行业主管部
门的高度重视。

部分省市已经开始积极准备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云
计算赛项的选拔赛。

AWS作为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项目的合作方，愿意
积极为各省市以及参赛学校提供必要的资源，帮助
各地选手学习AWS云计算知识，加入AWS相关教育项
目以及参加AWS商业认证培训，使得参赛选手能在
云计算赛项中取得好成绩。AWS更愿意帮助各省市
世界技能大赛地区选拔赛的组织方提供云计算赛项
的赛事平台，比赛题目以及咨询服务，帮助各省市
有效的选拔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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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ameday平台以及比赛流程

介绍平台：
任务介绍

分配账户
自命名账
户后登陆

开始比赛



AWS GameDay



What & Why is GameDay?



GameDay 宗旨

• 展示AWS服务和功能

• 最终结果是透明和自我导向的

• 鼓励团队合作

• 活动过程非结构化，需要最少的主持人指导

• 使用真实世界的示例和真实的AWS账户

• 无障碍

• 精心设计



这是一次惊人的经历，也是结识新朋友的好机会。起初看起来我们有足
够的时间但很快就用完了。自动化一切都是关键点:-)。谢谢！

对我来说这是每年的re-invent的最佳部分。角色扮演是热闹的，食物很棒，
我从GameDay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我去过的任何黑客马拉松都要好！

这是一项很棒的伸展运动。我通常不会以这种打击方式处理问题。当
您完全控制帐户时，必须解决不会发生的问题

第一次参加GameDay比赛，很棒 –我还会再比一次 -谢谢！

游戏很棒，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可以毫无问题地让它工作（只是比较严格控制的qwiklabs

经常以有趣的方式失败）。然而，由于我的团队中的组织和能力问题，我的经验并不太
好。



如何运行Game Day



Game Day工作流程

Log-In to Admin 

Interface

~1 minute

Create Session

(Choose 

Template)

Initialize Session

~1 minute ~ 3 – 20 minutes

Create Teams

~ 3 – 10 minutes

Start Session

~ 1 minute

Zero to Hero < 30 minutes



Initialize Session

Create Teams

举办者的工作 Event Engine

…

…

• Master AWS Account Provisioned

• Create, Verify, Track

• Deploy all module CloudFormation

master templates

• Deploy, Wait, Verify

• Create SNS, SQS, and other necessary 

AWS resources

• Provision all Player AWS Accounts

• Create, Verify, Track

• Lock Down Access

• Deploy all module CloudFormation

Player templates.

• Deploy, Wait, Verify

Game Day 工作流程（续）



创建一个Game 及模板

{

"TemplateId": "re-Invent-2017",

"Description": "re:Invent 2017 version",

"Type": "game",

"ChatEnabled": true,

"Modules": {

"dude_wheres_my_website": {

"Version": "v0.1",

"AutoEnable": true,

"ShowOnDashboard": true,

"DashboardIndex": 0,

"Config": {

"ReleaseTheKraken": true

},

"Inputs": {

}

},

…



初始化一个Game



启动一个Game



创建团队





选手如何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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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仪表盘



R.T.M.阅读手册



团队命名



slack



访问AWS账号



得分情况



模块



阅读手册



输出



输入



MINIGAMES



MINIGAMES



技术准备

你会用到的服务
Route53 

VPC

EC2 

S3 

EBS 

ELB

CloudWatch 

可能涉及的服务
SNS

ECS 

CFN 

CloudFront

Elasticache

cloudtrail



比赛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