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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第一届“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 

应用技术大赛实施及流程方案 

一、竞赛目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适应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融合发展需求。探索科技赋能教育，创新引

领未来为理念，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创新教学模式。通过技能竞赛，着力推进相关专业课程

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二、组织机构 

本次竞赛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主办，苏州市职业大学承办，北京思灵机器人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协办并担任技术指导单位。根据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赛项技术规

则的有关规定，成立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项目组委会，并设办公室、技术专家

组、裁判组和监督仲裁组。 

主办单位：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承办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协办单位：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一）竞赛组委会 

主  任：孙立宁 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院长 

副主任：王继宏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 

陶亦亦 苏州市职业大学  副校长 

委  员： 

陈  洁 苏州市职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院长 

许其清 南京工程学院  教授 

周  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学院  副院长 

于  霜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  副主任 

王  争 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博士 

陈敬宣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主任 

李欣雨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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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设置 

1．执行委员会 

主 任：陆春元  苏州市职业大学机电学院 副院长 

委 员：王永超、马俊洋、董立冰、王锐、张忠君、石延超、赵彬、孙雷 

2.办公室  

主 任：  王永超  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经理 

成 员：  苏  建  苏州市职业大学机电学院  专业主任 

3.专家委员会 

组  长：  许其清  南京工程学院  教授  

副组长：  陈国栋  苏州大学  副教授   

成  员：   陆春元  苏州市职业大学  副教授   

4.设备保障组 

组  长：刘煜 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机器人技术支持部负责人 

副组长：高全富 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气专业组组长 

成  员：王锐、王永超、马俊洋、石延超、张忠君 

5.裁判组 

组  长： 周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学院  副院长  

6.监督仲裁组 

组 长:  于霜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    

成 员:  何爱华、王争、刘煜、高全富  

7.疫情防控组 

主  任： 王永超 

副主任： 马俊洋 

委  员： 闫以勋、李锋、张忠君、石延超 

 

三、竞赛项目、标准、组别 

（一）竞赛项目：第一届“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 

（二）竞赛标准：参赛组依据《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职业编码 2-02-07-13）国家职业

标准三级专业技术等级标准；《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职业编码 6-30-99-00）国家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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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三级专业技术等级标准。各组别命题在上述标准要求基础上，结合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

体化项目的职业技能要求，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的相关内容，评分规

则全面引入世界技能竞赛《专业规范》。技术方案和样题，在正式比赛前 30天公布。 

（三）参赛组别 

1．本项目竞赛设学生组； 

2．学生组采取团队比赛方式，每支参赛队由 2名学生选手组成； 

3．竞赛方式为操作技能竞赛。 

实操比赛以现场操作的方式进行，总时长 3 小时/组，选手按赛场提供的任务书，在赛场提

供的设备上完成设备组装、编程、调试等。 

 

四、赛前培训时间、地点 

（一）赛前培训时间：2021 年 8月 22 日-23 日 

（二）赛前培训地点：苏州市职业大学流韵楼 101 机器人实训中心 

（三）培训安排见附件 4； 

 

五、比赛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1 年 8 月 24-26 日，其中 8月 24 日报到。 

（二）地点: 苏州市致能大道 106 号国际教育园流韵楼（苏州市职业大学）。 

 

六、赛前培训及竞赛安排与流程 

本赛分赛前培训及正式比赛，具体安排为赛前培训为正式比赛前 2天进行，正式比赛时间为

3小时/组，竞赛流程共预计 3天，正式比赛 1.5 天，（根据参赛队情况，竞赛时间有可能延

长 0.5 天），如表 1所示。 

 

表 1 竞赛流程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参加人员 地点 

8月22日 9：00-17：00 

赛前培训 

（包含理论及实操） 

工作人员、参赛队 

苏州市职业大学

机器人实训中心 

8月23日 9：00-17：00 赛前培训 工作人员、参赛队 苏州市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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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理论及实操） 机器人实训中心 

20:00前 裁判、仲裁、委员报到 工作人员 

苏州市职业大学

学园饭店一层 

8 月 24 日 

08:00-12:00 参赛队报到，安排住宿，领取资料 工作人员、参赛队 

苏州市职业大学

学园饭店一层 

09:00-11:00 裁判培训会议 

裁判长、裁判员、监督组、

专家组 

苏州市职业大学

报告厅 

11:00-12:00 裁判工作会议 裁判长、裁判员、监督组 

苏州市职业大学

报告厅 

13:00-14:00 领队会 各参赛队领队、裁判长 

苏州市职业大学

报告厅 

14：00-16:00 开幕式 全体人员 

苏州市职业大学

报告厅 

16:00-16:40 熟悉赛场 各参赛队领队 

流韵楼101机器

人实训中心 

16:40 检查封闭赛场 裁判长、监督组 

流韵楼101机器

人实训中心 

18:00-20:00 晚宴 全体人员 

石湖金陵花园酒

店石湖厅 

竞赛 

第 1 日 

08:00 参赛队到达竞赛场地前集合 各参赛队、工作人员 

流韵楼101机器

人实训中心 

08:30-09:00 

1)大赛检录 

2）第一次抽签加密（抽序号） 

3）第二次抽签加密（抽工位号） 

1)参赛选手，检录工作人

员 

2)参赛选手、第一次加密

裁判、监督 

3)参赛选手、第二次加密

裁判、监督 

1) 流韵楼101机

器人实训中心 

2)一次抽签区域 

3)二次抽签区域 

09:00-12:00 正式比赛（第1场）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流韵楼101机器

人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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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午餐 

参赛选手、裁判、工作人

员、指导教师 

学园饭店 

13:30-14:00 

1)大赛检录 

2）第一次抽签加密（抽序号） 

3）第二次抽签加密（抽工位号） 

1)参赛选手，检录工作人

员 

2)参赛选手、第一次加密

裁判、监督 

3)参赛选手、第二次加密

裁判、监督 

1)竞赛场地前 

2)一次抽签区域 

3)二次抽签区域 

14:00-17:00 正式比赛（第2场）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流韵楼101机器

人实训中心 

竞赛 

第 2 日 

08:00 参赛队到达竞赛场地前集合 各参赛队、工作人员 

流韵楼101机器

人实训中心 

08:30-09:00 

1)大赛检录  

2）第一次抽签加密（抽序号） 

3）第二次抽签加密（抽工位号） 

1)参赛选手，检录工作人

员 

2)参赛选手、第一次加密

裁判、监督 

3)参赛选手、第二次加密

裁判、监督 

1) 流韵楼101机

器人实训中心 

2)一次抽签区域 

3)二次抽签区域 

09:00-12:00 正式比赛（第3场）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流韵楼101机器

人实训中心 

12:00-13:00 午餐 

参赛选手、裁判、工作人

员、指导教师 

学园饭店 

13:00-14:00 成绩汇总 裁判 

苏州市职业大学

报告厅 

14:00-16:00 闭幕及颁奖仪式 

参赛选手、裁判、工作人

员、指导教师 

苏州市职业大学

报告厅 

18:00-20:00 晚宴 

参赛选手、裁判、工作人

员、指导教师 

学园饭店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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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奖励办法 

 

(一)大赛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0%、20%、50%

（小数点后四舍五入），总分相同时，取并列名次。同时，本次大赛设优胜奖若干。 

 

(二)参赛队伍分别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奖金金额为： 

一等奖 6000 元/队； 

二等奖 4000 元/队； 

三等奖 1000 元/队； 

优胜奖代表队将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三)优秀指导老师奖励 

获得一、二、三等奖参赛选手的指导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 

 

八、选手报名条件 

（一）指导教师 

1. 需为从事相关专业或工种的在岗院校教师、实训指导老师、校办工厂的职工，不受

学历和职称、职业资格的限制； 

2. 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锐意进取，刻苦钻

研技术，勇于创新。 

（二）参赛学生 

1. 参赛学生须为 2021 年度高职全日制在校学生，性别不限； 

2. 每支队伍须下载报名表加盖学校或学院公章； 

3. 每队 2人参赛，年龄不超过 28周岁，年龄截止日为 2021 年 7 月 31 日； 

4. 每支参赛队伍须由 1名指导老师带队参加比赛。 

 

九、报名程序 

（一）名额分配 

每学校/单位限报 2支参赛队，每队选手配 1名指导教师。 

（二）报名方式 

1. 参赛单位填写《“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学生报名表》（附件 2）； 

2. 填写《“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报名汇总表》（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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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选手身份证复印件、近期大一寸彩色（白底）免冠电子照片； 

4. 报名单位于2021年7月31日前将参赛的选手报名资料、领队和指导教师的名单（电

子扫描版）报本项目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指定邮箱。 

邮  箱: dszwh@agile-robots.com 

（三）资格审核 

由组委会对选手参赛资格进行审查。 

1. 选手参赛资格审核由组委会负责，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审核； 

2. 参赛选手资格审核通过后其参赛资格才正式生效。 

 

十、参赛及赛前培训费用 

(一)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比赛耗材由赛场统一提供。比赛期间， 各参赛代表

队食宿由组委会推荐， 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赛前培训期间，各参赛代表队食宿由组委会推荐，食宿费用自理。 

 

十一、技术说明会安排 

技术说明会由技术专家组围绕本项目的比赛规则、考核要素、出题规范、试题主客观评

判的方法和比赛执裁注意事项等内容，向报名参赛队做技术说明。时间安排在正式比赛前

15 天内完成。 

 

十二、申诉与仲裁 

在选拔赛期间，出现争议，按以下程序处理： 

（一） 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发现竞赛过程中存在问题后，可由选手、

裁判员向裁判长反映。裁判长视情况，采取组织全体裁判员商讨或以简单多数表决

等方式确定处理意见并应及时告知问题申诉人。 

（二） 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对上述处理结果有异议，可通过领队向

监督仲裁组书面反映并举证。监督仲裁组经调查，形成处理意见后，告知当事领队，

并将处理结果记录存档。 

（三） 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对监督仲裁组的处理结果仍有异议，可

由领队在项目选拔赛结束前，书面向组委会提出申诉，由组委会做最终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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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永超/马俊洋 

电话：13370187881/18513956698 

邮箱: dszwh@agile-robots.com  

 

本实施方案条款的解释权归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项目组委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盖章） 

 

 

 

 

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项目组委会 

苏州市职业大学(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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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学生报名表 

学生姓名： 性  别： 年龄： 

照片 

身份证号： 学籍号： 

所在学校：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教师电话： 

指导教师电子邮箱： 

T 恤衫尺码 L(  ) XL(  ) XXL(  ) XXXL(  ) XXXXL(  ) 

校方或者学院意见： 

 

 

 

 

 

 

加盖公章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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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报名汇总表 

 

“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报名汇总表 

 

参赛单位（盖章）： 

 

领队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参赛队信息： 

参赛队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 邮箱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教师手机号 指导教师邮箱 

团队 1 

       

       

团队 2 

       

       

注：请务必填写正确的手机及邮箱资料，竞赛相关通知或文件将通过邮件发送。 



第一届“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介绍 

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庄北路 1 号天地邻枫 2 号楼 

电话：4001115240       邮件：dszwh@agile-robots.com 

附件 4：赛前辅导培训安排 

为切实做到“以赛带教、以赛促学，赛学结合”的理念，我们在大赛前，开展为期 2

天的赛前辅导培训，面向参赛队伍进行培训和实操培训。具备参赛资格的队伍届时可以前往

指定地点参加。 

时间 培训内容 

8 月 22 日 

上午 

1. 竞赛用操作台各模块说明 

2. 智能工业机器人操作说明及演示 

3. 智能视觉应用及案例教学 

下午 

1. 学员实际操作 

2. 现场答疑 

8 月 23 日 

上午 

1. 竞赛用操作台各模块说明 

2. 智能工业机器人操作说明及演示 

3. 智能视觉应用及案例教学 

下午 

1. 学员实际操作 

2. 现场答疑 

注：培训分理论与实操，2天内穿插理论与实操培训。



第一届“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介绍 

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庄北路 1 号天地邻枫 2 号楼 

电话：4001115240       邮件：dszwh@agile-robots.com 

附件 5：“思灵杯”全国工业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大赛平台介绍 

本次大赛设备由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大赛平台名称为工业智能机器

人应用技术大赛实训平台，设备型号为 SL-DS-01。 

赛项以工业生产现场需求为基本指导，兼顾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核心关键技术与基础原

理考核，以及综合应用考核。既能够提高选手的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基本技能、基础原理知

识点，又考核了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核心技术的综合应用技术。赛项充分展现了工业智能机

器人技术从方案设计、基础原理、核心部件选型、编程、安装调试、数据采集和综合应用在

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的全过程，更好的体现了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的

宗旨和意义。 

 

 

竞赛平台是按照高等院校的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相关专业，如自动化类、机械工程类、

计算机应用类的专业开设的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相关课程而设计。选用开放式平台，选用依

据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大类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紧密结合行业和企业需求，开放式平台操作

技能对接行业企业需求标准，贴合企业实际岗位能力要求。 

竞赛平台涵盖主流的工业机器人、视觉系统、自动化装置和智能物联网系统在工业智能

机器人技术、智能车间、机器人等场景，综合体现工业需求的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系统方案

设计、虚拟仿真、选型、编程、安装、调试、组网、数据采集、综合应用和大数据云平台等，

是典型的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单元中的应用系统。 

竞赛平台技术成熟，涵盖的工业智能机器人技术核心技术应用是既可满足学生创新要求，

又可作为常设的技能竞赛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