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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智能制造赛

机智赛〔2022〕20 号

2022 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智能制造赛

本科组决赛通知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智能制造培训中心

同济大学

上海犀浦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电机学院

协办单位：中国创造学会智能制造与服务分会

机械工业出版社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以上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202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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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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组决赛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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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组赛程安排

11 月 26 日

08:00-12:30

系统集成与调试赛项

08:00-08:30

[签到及赛题下载]
08:30-11:30

[比赛]
11:30-12:30

[线上实时评分]

14:00-18:30

生产系统分析与优化赛项

14:00-14:30

[签到及赛题下载]
14:30-17:30

[比赛]
17:30-18:30

[线上实时评分]

11 月 28 日 17:00-18:00 大赛闭幕式（线上）

二、比赛安排

本科组决赛采用线上比赛形式。相关安排如下：

1. 赛前模拟演练：大赛执委会于 11 月 18 日-24 日期间安排线上流程演练，具体时间及安

排由执委会老师提前与各参赛队伍沟通后确认。参赛队伍需根据要求和所通知时间提前

准备和进行模拟测试。模拟测试机位角度一旦确定，将与比赛当天机位角度保持一致，

并以模拟测试机位截图为准。

2. 线上文件云平台：使用坚果云平台进行文件管理，参赛队伍用坚果云进行赛题下载与作

品上传；坚果云平台官网 https://www.jianguoyun.com。

3. 比赛考场监控：使用腾讯会议系统进行监考及考场管理，每个赛队设置（主机位+辅机

位）双重机位。主机位（接收试题并用于正面监考）：一台或多台笔记本（或台式机+
外接摄像头和外接麦克风）不可以使用耳机。若电脑扬声器声音较小，可配置音响；辅

机位一个，用于监控现场环境，监控范围需包括主机位设备操作界面、参赛选手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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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活动区域清晰可见。设备均由参赛队伍自行准备。

4. 比赛评审：比赛结束后进行评审，于决赛结束后在大赛闭幕式及官网公布比赛获奖名单。

5. 证书发放：决赛结束后原则上 20 日内，比赛获奖证书从大赛执委会寄出。邮寄地址统

一按照报名表中的收件地址为准。

6. 本科组大赛联络人：本科组决赛按照大赛规章制度及赛制要求，由大赛执委会进行比赛

组织、监考及评审等工作。本科组参赛队伍名单详见附件。大赛执委会联络人于 11 月

17 日起开放联络）：刘老师 18502139521、李老师：17701617024.

三、线上比赛要求

1. 人员要求：所有队伍须独立进行比赛。同一参赛队伍内的所有成员须在同一考场，并按

相关要求进行准备和诚信比赛。无法在同一现场的其他队员，可进入同一队会议室参加

本场比赛，未参赛的成员取消获奖名额。支持同一队伍的成员异地比赛。指导老师及本

队伍之外的其他人员，均不得在场。如有校方安排的监考人员/技术保障人员，比赛过

程中监考/技术支持人员不得进场，统一在门外静候。

2. 会议准备：队伍需提前安装腾讯会议客户端。比赛开始前，大赛执委会工作人员将统一

安排线上签到并核验选手身份。

3. 账号准备：队伍需提前注册坚果云账号，用于在比赛中进行赛题文件下载及作品上传。

请在坚果云官网 https://www.jianguoyun.com 进行账号注册。一支队伍仅使用一个账号，

无需下载客户端。

4. 证件准备：所有参赛成员需每人携带自己的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同时携带盖章的比赛报

名表原件一份，并于比赛开考前展示，以便于监考人员在线核对参赛人员的身份。

5. 现场要求：每个赛队需在一个相对安静、独立，无干扰的教室或房间，现场光线明亮，

不逆光，保证满足监考设备的布置和使用要求。不同赛队，禁止在同一考场进行比赛。

6. 设备要求：要求使用带有摄像头的手机和手机支架、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或 pad 平板设

备，通过腾讯会议进入线上考场，摄像头分辨率须达 1080P 及以上，并保证设备电量

充足，提前准备好充电设备。

7. 网络要求：至少百兆宽带环境，应具有线宽带、WIFI、4G/5G 网络等两种以上网络条件，

建议 10Mbps 以上，手机建议单独配备上网流量卡，确保网络信号良好以满足比赛要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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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项开考迟到者则不能入场，如整支赛队缺席，则该赛项判为零分；

3. 比赛严禁代考、串考、闲杂人等进入考场或线上会议室；

4. 比赛中允许使用多台电脑，笔记本或台式机均不限；现场比赛用的电脑需提前接受检查，

不得使用辅机位电脑/手机进行监考以外的操作；

5. 比赛中允许查阅纸质资料；

6. 比赛中不可使用电脑中预备的模板、代码、模型、图表等有利于答题的文件及资料，仅

限使用比赛下发的文件及允许使用的赛项软件工具和坚果云平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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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坚果云之外的其他网页），不

允许使用百度、谷歌等网站搜索工具；

8. 比赛中可以使用空白 U 盘拷贝文件，需为空白 U 盘，所使用的 U 盘需提前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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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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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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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执委会联络人，并按照要求进行恢

复或启动应急预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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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如队伍比赛过程中需上厕所，或有任何异常状况需反馈，则需面向监考机位举手示意，

并与监考人员说明情况。如厕时间为 5 分钟，离场及返场前接受监考人员检查，不得

携带通讯工具或 U 盘出入考场。如需离场 5 分钟以上，则不得再次返回考场；

13. 比赛结束等待评分过程中，选手禁止操作电脑；评分时，选手按评审专家要求操作电脑，

不允许有额外操作。

五、评审规则

决赛评审分为线上即时评分和线下评分，每个赛项比赛结束后，由评审专家通过腾讯会

议依次对各赛队进行评分，评分时，赛队须按评审专家要求共享屏幕及操作电脑；同时，各

赛队仍需按赛题要求，将答题文件上传至坚果云，由评审专家进行线下评分和复核。成绩说

明：

1. 单个赛项总分 100 分，参赛队伍每个赛项成绩，为该赛项所有评审专家所打分数的平均

分；

2. 决赛综合成绩：参赛队伍的最终决赛总成绩，由决赛两个赛项所得分数相加而成。

六、奖项设置

（一）由主办方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颁发的大赛奖项证书，奖项设置如下：

综合成绩奖：

组别 奖项 获奖数量 获奖对象

本科组

一等奖 15 队

所有决赛参赛队

员

二等奖 35 队

三等奖

10 支决赛队+
各分赛区初赛获二等奖以上

（含），但未能进入决赛的队

伍

单项奖（各赛项分别评比）：

赛项 奖项 获奖数量 获奖对象

系统集成与调试、

生产系统分析与优化

一等奖 6队
决赛单赛项

参赛队员
二等奖 6队
三等奖 6队

数字孪生与仿真、

工业网络组网与安全

一等奖 6队（各分赛区该赛项第一名）
初赛单赛项

参赛队员
二等奖 6队（各分赛区该赛项第二名）

三等奖 6队（各分赛区该赛项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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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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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莱茵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Integrated
Competence

本科组

综合奖一等奖赛队参赛队员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Production Line
Planner

本科组

数字孪生与仿真

单项一等奖获奖队员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Production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ician

本科组

系统集成与调试

单项一等奖获奖队员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Machine Visual
Inspection Analyst

本科组

生产系统分析与优化

单项一等奖获奖队员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

工程有限公司

自动化系统工程师培训证书

本科组

综合奖一等奖、系统集成与调

试单项一等奖获奖队员

西门子工业软件

（上海）有限公司

Process Simulate 助理工程师认证

本科组

综合奖一等奖、数字孪生与仿

真单项一等奖获奖队员

摩莎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工业以太网助理工程师培训证书

本科组

工业网络组网与安全单项一

等奖获奖队员

七、举报与申诉

1. 比赛开始起至比赛结束后 2 小时内，各参赛队如有发现其他队伍存在作弊、抄袭等违规

行为，或发现不符合大赛要求和赛项规程规定的赛场管理、竞赛执裁、及工作人员的不

规范行为等，可及时进行举报；如发现因以上违规行为影响到本队伍的成绩与排名，可

及时进行申诉。

2. 举报或申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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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信。书面报告应对举报/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相关依据等

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非书面、无实名、无充分凭证、超时提交的举报信/申诉

信，均不予受理。

3. 监督仲裁委员会将在收到举报或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向举报人/申诉人

反馈复议结果。如经核实存在违规行为，将按规定对违规人员、赛队进行相应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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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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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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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赛项说明-本科组】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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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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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赛项说明（本科组）

赛项：系统集成与调试

1. 比赛时间：180 分钟。

2. 比赛形式：线上下发赛题，现场答题，答题结束后线上会议实时评分。

3. 软件及工具：电脑、西门子 Tecnomatix -Process Simulate v16.0 以上版本、西门子博图

v16、PLCSIMAdvanced 3.0、Python/Java/C#等工业 APP 开发工具不限、Office 软件、PDF

阅读器。

4. 赛题方向：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工业 APP 开发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对虚拟生产线进

行组装、编程和调试，实现生产管理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生产装备的集成，使虚拟产线

按规定流程运行。

5. 赛题范围：数字孪生模型的组装、配置、PLC 编程、工业 APP 开发、Web 开发、虚拟调试等。

6. 提交文件： Process Simulate 模型文件、PLC 项目打包文件、工业 APP 代码。

7. 评分规则：评委专家分别打分，取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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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生产系统分析与优化

1. 比赛时间：180 分钟。

2. 比赛形式：线上下发赛题，现场答题，答题结束线上会议实时评分结合线下评分。

3. 软件及工具：电脑、Office 软件、编程语言不限（Python、C++、Java 等），OpenCV 开发

包、机器学习算法包、PDF 阅读器。

4. 赛题方向：综合运用图像处理算法、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

识别产品加工、装配过程中的质量问题。

5. 赛题范围：机器视觉图像处理与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算法及应用、故障诊断与预测、基于

视觉的质量检测、计算机编程等。

6. 提交文件：分析结果，程序源代码（结果可复现）。

7. 评分规则：评委专家分别打分，取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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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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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组）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 大连理工大学 米奇妙妙屋
2. 上海大学 鹰击长空
3. 上海大学 笑出强大
4. 上海大学 啊队队队
5. 上海电力大学 GK 战队
6. 上海电力大学 上摆下寄
7. 上海电机学院 SDJU_KKIP 1 队
8.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小分队
9.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第二小队
10. 上海海事大学 火车头队
11. 广东工业大学 早知能寄
12. 广东工业大学 冲冲冲
13. 广东理工学院 藏龙卧虎队
1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翻斗花园队
15. 长春工业大学 不想丸辣
16. 东华大学 疯狂吃手手都写不队
17. 扬州大学 格物创新
18. 西安交通大学 三得利乌龙茶
19.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20. 西安交通大学 001
21. 西南民族大学 智能
22.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三带一队
23.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芜湖
24.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25.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26.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27.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28.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逐火三英桀队
29. 江汉大学 汪汪队
30. 江汉大学 喵喵队
31. 江苏大学 江大智造队
32. 汕头大学 一张王冠
33. 苏州大学 汪汪联盟队
34. 苏州大学 奥创纪元队
35.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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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桃园三结义
37.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ABC
38.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39. 武汉纺织大学 IAET
40. 武汉理工大学 智行合一
41. 武昌工学院 南天队
42. 武昌工学院 蓝天
43. 河海大学 踏浪者
44. 河海大学 摆烂小队
45.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46. 南昌航空大学 二仙桥
47. 南京工业大学 云创
48. 南京工业大学 浩瀚宇宙与海洋队
49. 智周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物
50. 南京理工大学 智润
51. 南京理工大学 我爱智造
52.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不可思议队
53. 浙江理工大学 维克特瑞队
54. 浙江理工大学 草莓奶冻
55.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56.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57. 厦门华厦学院 奇思妙想
58. 湖北工业大学 TOP
59. 湖南大学 通宵学习发际线与我作队
60. 湖南大学 岳麓山智能小分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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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