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的通知 

通过大赛增强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提高大学生针对实际需求进行起重机

设计和工艺制作的动手能力；扩宽大学生的科学视野。根据《全国大学生起重机

创意大赛章程》的精神制定本通知。  

一、大赛简介 

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是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分会主办，由武
汉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五所高校
作为主要发起单位，面向全国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开展的科技创新活动。
武汉理工大学负责本届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承办工作。 

二、参赛对象 

全国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均可参加。 

三、大赛的主题与内容 

1、大赛的主题 

第一届（2016年）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的主题为“最快最轻起重机”。 

2、大赛的内容 

设计、制作一台起重机，将图示所示放置在 400mm×300mm×200mm箱体中心

部位的 1 瓶 1.5L 容量矿泉水（农夫山泉），搬运至箱体右侧直径为 160mm 的圆

形区域地面上。 

 



3、评判规则： 

优胜奖以以下三种因素加权计算： 

整个搬离过程耗时长（40%）；搬离过程计时（单位：秒） 

重量（30%）；称重（单位：公斤） 

构造新颖奖（30%）；评委评分，评分越低越新颖 

 

 

优胜奖分数计算： 

综合得分=搬离耗时*40% + 总重*30% + 构造新颖*30% 

 

 

作品按照综合得分从低到高排序，综合分越低，优胜名次越好 

（注：（1）、只有矿泉水挂钩时，可以手工辅助，其它过程不得手工操作； 

（2）、从矿泉水挂好钩时开始计时，直立落入指定的区域时结束计时；） 

 

四、参赛条件 

1、参赛条件：全国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均可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

通过学校推荐报名参加，每个参赛队学生人数不得多于 5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

人。参赛队由所在学校统一向执委会报名。限制每位教师指导的作品进入全国决

赛的数量不超过 2项。 

2、各高校参加赛区预赛作品数量的上限：各高校应组织校内选拔赛，使全

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活动在学校层面上大面积地开展与普及，并最终推荐 5

项参赛作品参加决赛。 

五、参赛方式 

1、每个参赛小组确定一名组长，组长负责本小组参赛过程中的组织、联络

及答辩等工作； 

2、参赛方式：参赛队学生接到大赛通知后，即可按大赛主题和内容要求进

行准备，最终完成作品的设计与制作，各高校应在 2016年 10月 30日前完成校

级选拔赛，2016年 10 月 30日前按有关通知要求报送材料至全国大学生起重机

创意大赛官方邮箱 1016954390@whut.edu.cn。 

其中需要报送的材料包括： 

1）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作品报名表（见附件一）； 

2）完整的设计说明书和主要设计图纸（见附件二说明书模板）； 

3）作品的实物样机或放缩的实物样机； 

4）介绍作品功能的视频录像（3分钟之内）。 

3、报名表与设计说明书统一按照以下格式——“学校-学院-参赛队伍名称-

作品名称”进行命名（请严格按照报名时间提交，未按照相应文档命名格式提交



相关表格的，一律不予认可报名资格）。以电子版形式发到官方邮箱

1016954390@whut.edu.cn，电子版格式参见附件 1和附件 2。 

4、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全国决赛将于 2016年 12月在武汉理

工大学举行，具体时间将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专业分会官方网站上                 

进行公布。 

六、大赛时间推进表 

项目 时间 负责单位 

1，各高校组织报名、宣传以及校内选

拔工作 
2016年 5月-10月 各参赛高校 

2，各高校报送预赛选拔作品至大赛组

委会 
2016年 10月 30日前 各参赛高校 

3，大赛组委会根据各高校作品报送情

况，确定参加全国决赛的作品名单 
2016年 11月 大赛组委会 

4，举办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

大赛全国决赛 
2016年 12月 

大赛组委会 

武汉理工大学 

 

七、联系方式 

1．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执委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武汉理工

大学沈强，联系电话：027-86567321，邮箱：1016954390@whut.edu.cn。 

2．有关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的进一步信息将陆续发文通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专业分会官方网站上进行公布。 

 

 

 

 

第一届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全国组委会  

2016 年 5月 13日  

 

 

附件 1：第一届大学起重机创意大赛作品报名表 

附件 2：第一届全国大学起重机创意大赛设计说明书文档格式要求    

 

mailto:1016954390@whut.edu.cn


附件一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作品报名表 

参赛作品名称  

所在学校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通讯地址  

电  话  手机  Email  

参

赛

者 

 姓名 性别 班级 所学专业 签名 

1      

2      

3      

4      

5      

指

导

教

师 

 姓名 性别 职称 专业 签名 

1      

2      

作 品 内 容

简介 

（限 400 字

以内） 

 

 

 

 

 

 

 

 

 

 

 

 

 

 

 

 

 

编号   



主 要 创 新

点（限 200

字以内） 

 

 

 

 

 

 

推 广 应 用

价 值 （ 限

200 字 以

内） 

 

 

 

 

 

 

制作费用             元。 
是否已申请

专利 
是□/否□ 

参赛承诺 

本人代表本作品所有参赛者和指导教师承诺：已知晓并自愿接受本大赛章程、

评审规则和评审办法；本参赛作品没有抄袭他人创意、作品和专利技术；不以任何

方式干扰评审委员会的工作；服从大赛组委会最终裁决。如有违反，一切后果由本

参赛队承担。 

指导教师（签名）：                      

学院推 

荐意见 

 

 

 

 

负责人                  （签名或盖章）      （公   章）  

              年       月       日   

赛区评审

结果及推

荐意见 

 

 

 

 

 

         赛区组委会主任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全国决赛

评审意见

及结果 

 

 

 

决赛评审委员会主任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编号申报者不填写，由组委会统一填写；2）每个作品的参赛者不超过 5 人，

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本人须签名；3）制作费用主要包括：购买元器件和材料费、外协零

件加工费等，不含调研、差旅、资料、学生人工费；4）学校推荐意见一栏的负责人应为校

长、副校长或教务处长；5）本表请用小四号（或五号）宋体单倍行距填写，本表务必双面

打印在一张 A4 纸上，否则形式审查不合格。 

 



附件二：第一届全国大学起重机创意大赛设计说明书文档格式要求    

1. 总体要求 

全文控制在 10 页 A4 纸以内，不加封面。采用 Word 2000 及以上版本编排，

所用照片的像素控制在 600×400 以内，照片、CAD 图或建模图插在文档中（电

子版不超过 10M）。说明文档按以下顺序编排： 

（1）作品名称；（2）作者、指导教师及单位；（3）作品简介（4）正文；

（5）参考文献；（6）附件。 

正文自行组织，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研究背景（含国内外研究现状）、基

本理论（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创新特色、应用前景等。 

模型或 CAD 全图可放在附件中，局部图可插入正文中。 

2. 页面要求 

A4 页面，竖排，单面打印。页边距：上、下、左、右均为 2.5cm。 

正文采用小四号宋体，首行缩进，标准字间距，1.5 倍行间距。 

不要设置页眉。阿拉伯数字页码位于页面底部居中。 

3．图、表、公式要求 

插图按序编号，并加图名（位于图下方），五号宋体，采用嵌入型版式。图

中文字用小五号宋体，符号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坐标图的横纵坐标应标

注对应量的名称、符号/单位。 

表格按序编号，并加表题（位于表上方），五号宋体。采用三线表，必要时

可加辅助线。 

公式用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斜体，单倍行距，单独一行，居中放置，编

号右对齐。公式中用到的符号含义及单位应在下一行顶格进行必要说明。 

 

 

 

 

 



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是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分会主

办，由武汉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

五所高校作为主要发起单位，面向全国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开展的科技

创新活动。 

第二条 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以“启迪创意，推动创新”为指导思想，

通过大赛增强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提高大学生针对实际需求进行起重机设计

和工艺制作的动手能力；扩宽大学生的科学视野。 

第三条 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分会主办，

部分高校承办，赞助企业协办。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四条 大赛设立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组委会与大赛执委会。大赛组

委会，由主办单位、承办高校有关负责人与专家教授组成。大赛组委会设主任一

名，常务副主任一名，执行主任一名，委员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委员若干名，

聘期五年。大赛组委员会可聘请顾问若干名。 

组委会成员 

主任： 周  云     

常务副主任： 肖汉斌     

大赛顾问： 陶德馨     

组委会成员 肖汉斌 孟文俊 程文明 高顺德 张  氢 

执委会成员 

执行主任： 肖汉斌     

执行委员： 

 

曹旭阳 

王  欣 

孙远韬 

秦仙蓉 

张则强 

刘放 

文豪 

王全伟 

赵章焰 

张秋艳 

秘书长： 赵章焰     

秘书处委员： 曹旭阳 

（兼） 

孙远韬

（兼） 

张敏 马文娟 沈强 

第五条 大赛组委会工作职责： 

1．制定、审议、修改大赛章程和评审规则； 

2．聘任起重机研究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3．制定大赛主题与内容； 

4．确定获奖事宜； 

5．决议大赛的冠名权； 

6. 决议每一届大赛的承办单位； 

6、负责涉及大赛活动的其他重大事宜。 

第六条 大赛执委会工作职责 

1．确定大赛方案及实施计划； 



2．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大赛的全过程； 

3．制定大赛经费预算、合理使用大赛的运营经费； 

4．监督大赛相关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大赛职责和执行大赛规程。 

5. 每一届大赛的具体实施工作由承办单位承担； 

第七条 大赛的冠名与推广 

1．大赛可以冠名； 

2． 由大赛组委会确定冠名权，全国起重机创意大赛欢迎其他高校学生参加。 

第三章  参赛资格与作品申报 

第八条 全国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均可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通过

学校推荐报名参加，每个参赛队学生人数不得多于 5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 人。

参赛队由所在学校统一向执委会报名。限制每位教师指导的作品进入全国决赛的

数量不超过 2项。 

第九条 各高校参加赛区预赛作品数量的上限：各高校应组织校内选拔赛，

使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活动在学校层面上大面积地开展与普及，并最终推荐 5

项参赛作品参加决赛。 

第十条 参赛队学生接到大赛通知后，即可按大赛主题和内容要求进行准备，

最终完成作品的设计与制作，并向学校和执委会提交： 

1.全国大学起重机创意大赛作品报名表（包括纸质、电子文档）； 

2.完整的设计说明书和主要设计图纸（包括纸质、电子文档）； 

3.作品的实物样机或放缩的实物样机； 

4.介绍作品功能的视频录像（3分钟之内）。 

第四章 作品展示、出版和学术交流 

第十一条 参赛作品在现场展览或演示，供专家委员会评审和其它人员观摩。 

第十二条 执委员会在大赛期间，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如：

报告会、论坛、讲座、专家点评等，加强对起重机创意大赛的宣传。 

第五章 奖 励 

第十三条 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设立等级奖、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

老师三类奖项。 

第十四条 等级奖设特等奖（一名）、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奖比例由

大赛组委会根据参赛规模的实际情况确定，一般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等次

将分别约占进入决赛作品总数的 10%、20%和 70%。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大赛相关进程与重要的时间安排 

1.当年 5月发布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主题与内容的通知； 



2.当年 9月中旬完成校级选拔赛，并于当年 9月底按有关通知要求报送预赛

结果给执委会； 

3.当年 11月中旬在承办方高校举行，具体时间将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

工程分会官方网站上进行公布。 

第十六条 大赛不收取相关报名费，其他费用参赛高校自己承担。 

第十七条 本章程自大赛组委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全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组委会  

2016 年 5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