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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参赛选手：

经智能制造赛执委会研究决定，2022 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

研究生组决赛答辩将于 2022 年 11 月 26 日线上举行，现将决赛具体安排及有关注意事项通

知如下。

一、比赛时间

日期 时间 研究生组赛程安排

11 月 26 日

08:50-12:00

智能生产系统创新与优化赛项答辩

8:50-9:00

[A 组选手签到进入线上等候室]
9:00-12:00

[答辩]

13:20-17:00

智能生产系统创新与优化赛项答辩

13:20-13:30

[B 组选手签到进入线上等候室]
13:30-17:00

[答辩]

11 月 28 日 17:00-18:00 大赛闭幕式（线上）

各参赛队须将初赛赛题解决方案制作成答辩 PPT，内容至少包含：问题及需求理解、解

决方法思路、算法与模型介绍、结果分析等。答辩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

二、比赛安排

决赛采用线上答辩形式进行，相关安排如下：

1. 根据赛事工作人员的通知，进入决赛晋级群，接收比赛相关信息。

2. 赛前分组抽签：11 月 24 日 15:00-16:00，通过腾讯会议进行分组和答辩顺序抽签。

3. 比赛机位测试：11 月 24 日 16:00-18:00，各参赛队伍进行双机位测试。

4. 所有参赛队伍 11 月 25 日 18 点前将答辩 PPT 发送至坚果云平台指定链接，PPT 文件命

名为：“大赛研究生组+学校名+队名”。
5. 比赛考场监控：使用腾讯会议系统进行监考及答辩，每个赛队设置（投屏机位+辅机位）

双重机位。投屏机位展示答辩 PPT，并在腾讯会议系统共享屏幕；辅机位一个，用于监

控答辩人员及现场环境。设备均由参赛队伍自行准备。

6. 11 月 26 日根据分组顺序进入线上会议等候室，等待答辩通知。

注：进入等候室时间由执委会老师在群内发布，请参赛队伍务必进群关注信息并保持手机畅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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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纪律

1. 比赛线上签到统一检查参赛人员身份证及报名表，严禁代考、串考；

2. 赛项开考后参赛队伍在收到监考人员通知后，未在指定时间段进入线上等候室超过 15
分钟，则不能入场，如整支赛队缺席，则判为零分；

3. 比赛严禁闲杂人等进入考场或线上会议室；

4. 比赛中不可使用监考会议系统之外的其他任何通讯设备（包括监考设备之外的手机）、

任何其他通讯及工具软件（包括微信、QQ、百度云等其他网页），不允许使用百度、

谷歌等网站搜索工具；

5. 每支队伍须独立完成比赛，不得进行任何超出本队伍之外的通讯交流和协助；

6. 比赛过程中，如遇网络或信号等原因造成的通信效果不佳或中断等故障时，参赛成员/
校方安排的监考人员/技术保障人员须立即联系赛事工作人员，并按照要求进行恢复或

启动应急预案。

7. 比赛过程中，如整支队伍的所有主机位和辅机位从腾讯会议中掉线，而在监考人员与该

赛队场外技术支持人/比赛队员/赛队指导老师连续进行三次电话联络后仍无任何响应，

则作违规处理，取消比赛资格。

四、比赛评审

由不少于 3 人组成的评审专家组进行决赛答辩评分，参赛队决赛得分为所有评审专家评分的

平均分。

研究生组参赛队伍的最终总成绩，由初赛成绩的 70%与决赛成绩的 30%共同构成并计入。

五、比赛奖项

（1）由主办方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颁发的大赛获奖证书：

组别 奖项 获奖数量 获奖对象

研究生组

一等奖 2 队

赛队全体队员二等奖 5 队

三等奖 9 队

（2）由企业颁发的人才能力认证证书，奖项设置如下：

证书颁发单位 证书内容 颁发对象

莱茵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Industrial Data
Analyst

研究生组

一等奖赛队参赛队员

四、监督与申诉

1. 决赛开始起至结束 2 小时内，各参赛队如有发现比赛存在作弊、抄袭、代考等违规行为，

可及时进行举报和申诉。

2. 举报主体为赛队指导老师，其须向执委会监督仲裁委员会递交亲笔签字的书面举报信。

书面报告应对举报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相关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执委会

的叙述。非书面、无实名、无充分凭证、超时提交的举报信，均不予受理。

3. 监督仲裁委员会将在收到举报和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复议

结果。如经核实存在违规行为，将对违规人员、赛队按规定进行相应处罚，对因故导致

成绩及排名有误的队伍予以勘正及重新公布。监督仲裁委员会裁定为最终裁定。

4. 举报/申诉信提交方式：请将纸质版举报信/申诉信第一时间直接递交至监督仲裁委员会

的 楼 老 师 （ 15000550562 ） ， 同 时 ， 将 举 报 信 / 申 诉 信 扫 描 后 发 送 至 邮 箱

（info@cmes-imic.org.cn）。

五、其它

附件 1：【2022 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决赛队伍名单-研究生组】

比赛操作指南及相关信息，请关注赛事官网 http://cmes-imic.org.cn 及大赛微信群通知。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智能制造赛执委会

2022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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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

决赛队伍名单（研究生组）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 西安交通大学 智能数据

2. 合肥工业大学 RedwallBot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plusplusplus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QEL 特别行动组

5. 北京工业大学 不息

6. 郑州轻工业大学 Sun

7. 华中科技大学 HUST424

8. 深圳技术大学 CNN BOYS

9. 澳门科技大学 星空和栗子树

10. 郑州轻工业大学 不要打扰我学习

11. 渤海大学 406 研究所

12. 河海大学 hhu 卷心菜

13. 长春理工大学 宝塔镇河妖

14. 长春工业大学 风光月霁

15. 长春理工大学 阳光稳重队

16. 北京理工大学 IPSSTL TEAM

* 重要提示

各参赛队必须认真核对以上赛队信息与报名表一致，如有问题，于通知发布后 3 日内反馈执委会联系人：李老师，电话：

17701617024（微信同号）。如在通知发布后 3 日内无反馈的或反馈但所提供的证据无效，则均以本通知名单为准，由此产生

的后果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