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通知

一、大赛简介

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是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的“中国

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系列专业赛事之一，其宗旨是通过大

赛增强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与工程

实践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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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视野，提升大学生对起重机在国民经

济各领域的应用意识。本赛事是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分会与

武汉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太原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同济

大学等五所高校作为发起单位，面向全国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

生开展的科技创新活动，已入选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2015—

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竞赛项目。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

工程分会和武汉理工大学承办。本届大赛获奖证书的落款为：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决赛将于 2021 年 8 月下

旬在武汉理工大学举行。

二、参赛队伍要求

2.1 参赛对象



全国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

2.2 参赛队伍

1）参赛队伍通过学校推荐报名参赛；

2）每个参赛队的学生人数不得多于 5人；

3）各高校应组织校内选拔赛，号召和组织在校学生积极参与中

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活动，并推荐不多于 5个参赛作品参加全国

总决赛；

4）鼓励外籍学生组队参赛，成员不超过 1名中国籍学生的外籍

队不占用高校参加全国总决赛名额；鼓励高校间学生联合组队参赛，

联合组队参赛的参赛队不占用高校参加全国总决赛名额。

2.3 指导老师

每支参赛队伍的指导教师不多于 2人，且每位教师指导的参赛作

品进入全国总决赛的数量不超过 2项。

三、比赛方式

根据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控制情况，“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起

重机创意大赛”总决赛将选用线上或现场两种比赛形式之一，具体比

赛方式将后续通知。

四、赛程安排

时间 赛程

2021 年 1 月 31 日 正式发布竞赛通知



2021 年 7 月 16 日 大赛预报名截止

2021 年 7 月 16 日- 8 月 9 日 各预报名高校自行组织校内赛

2021 年 8 月 10 日 全国总竞赛正式报名截止

2021 年 8月 27 日- 29 日 全国总决赛

五、奖项设置

（1）作品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

（2）团体奖：最佳组织奖。

奖项名额根据最终参加决赛的作品总数按一定比例确定。

六、大赛的主题与内容

6.1 大赛的主题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的主题为“智能堆码起重

机器人”。

6.2 大赛的内容

设计、制作一台起重机器人（以下简称作品），基于机器视觉，

对固定取物区具有特定颜色及形状标识的搬运物品进行识别，通过自

主有序的控制方式将物品从取物区按通行规则搬运到堆码区。具体内

容如下：

（1）搬运物品



搬运物品为可装 12 盒盒装特仑苏牛奶的箱体，箱体外形尺寸为

280mm×160mm×150mm，箱体上表面有提带（比赛时将提带凸起，相对固定，

方便摘挂取物装置），提带宽度为 15mm，箱体横卧内置 5 盒盒装特仑苏牛奶，

如图 2 所示，搬运物品总质量约为 1.1 kg，。

图 1. 特仑苏牛奶箱（12 盒装）外形

图 2. 箱内横卧内置的 5 盒盒装特仑苏牛奶

（2）比赛内容

比赛整体场地布置如图 3 所示的矩形区域，整体面积为 3000mm×5000mm，

分取物区、通行区与堆码区。

每个待搬运的物品本体上及其物品前方地面均配有由不同颜色和形状结合

而成的标识（如图 4所示），标识采用红和蓝两种颜色，与三角形、圆形、方形



三种形状组合而成，即三种形状各两种颜色共 6种标识。

每组比赛开始前，由现场参赛选手随机连续抽取 6个标识，从而给出 6个待

搬运物品摆放的排列组合顺序（在图 3 左侧按照由上至下摆放），同时将每个待

搬运物品对应一致的标识牌摆放在物品正前方对应的标识摆放位置，供比赛作品

识别。取物区地面识别标识牌厚度小于或等于 1mm，需要满足稳定粘贴的要求。

比赛场地标识规格及位置规定如图 4所示（包括随机标识组合示意、取物区

标识颜色及形状规定、地面上的取物区物品标识位置轮廓线、搬运物品本体上标

识区域、堆码区物品位置标识示意、障碍标识规定）。

在取物区和堆码区之间为通行区，设置有两个障碍物（A、B）及其之间形

成的连线，比赛作品在搬运物品过程中，其搬运物品整体必须通过该段连线。障

碍物为空心圆柱体，外径 100mm，高度 400mm，厚度 3mm，材质为铝管。

图 3. 比赛场地情况平面图



图 4. 比赛场地标识规格说明

堆码区设置 3个目标堆放区，分别标识为等边三角形、圆形、方形目标堆放

区。对于所有作品的比赛，目标堆放区的标识均相同，即如图 3 所示的等边三

角形、圆形、方形排列。比赛作品必须按搬运物品的形状标识，将其堆放在对应

形状的目标堆放区内，每个目标堆码区面积均为 360mm×240mm，所有被堆放

的物品外形不能超出目标堆码区。同时，要求比赛作品在每个目标堆放区堆码物

品时，蓝颜色标识的物品堆码在下层，红颜色标识的物品堆码在上层，且堆码区

形状标识按照由上到下固定为三角形、圆形和方形，为黑色线条、10mm 线宽的

不具有内部填充颜色的标识。

（3）比赛规则

比赛用时：比赛总时间为 4分钟。

出发起始点：出发起始点如图 3所示，为取物装置的初始位置，取物装置最

低点位于单层物品的上顶面齐平位置作为取物装置的初始高度。

控制规则：作品必须采用全自动控制模式，不能使用人为遥控操控作品，否

则不得参赛。

通行规则：比赛作品搬运物品过程中，搬运运物品必须穿过A、B两个障碍



物连线分割的两个区间，且不得触碰障碍物圆柱体，搬运物品的最底面不能超过

障碍物的最高端面；作品返回取物区的路径不作规定；

堆码规则：按形状标识将物品堆码在对应形状标识的堆码区，蓝颜色标识物

品堆码在下层、红颜色标识物品堆码在上层。

其他规则：比赛过程中不得用手接触比赛作品和搬运物品；触碰取物标识与

堆码区标识不扣分。比赛全过程不允许在地面拖拽物品。比赛作品应具有起升装

置与取物装置。比赛作品应为自由独立体，允许采用结构型轨道作为行走导向，

但不得与地面粘接。作品本体与地面接触的部分不得超出比赛场地，空中部分允

许超出。比赛作品应自带电池电源，不得采用外接的电源或其它动力源。参赛队

伍可自行在比赛场地铺设用于自动循迹的反光带、磁条等辅助设施，但要求所有

准备工作在 3分钟内完成。

（4）计分规则

综合得分=搬运物品数量分×40%+比赛作品重量分×20%+创新分×40%。

其中：

搬运物品数量分：在比赛规定时间内，按比赛规则每成功搬运 1 个物品到

堆码区且按堆码规则堆码叠放计 25 分，比赛结束时按成功搬运物品数量累加得

分即为搬运物品数量分，每次违反比赛规则的搬运将认定为搬运不成功，不计分。

成功搬运是指同时满足以下 2个条件：1）搬运过程中按通行规则要求穿过A、B

两个障碍形成的连线且不触碰障碍物圆柱体（由评委组目测判断是否触碰，并按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判定）；2）物品按堆码规则的颜色和形状要求进行堆码

叠放且所有被堆放的物品外形不能超出目标堆码区（由评委组目测判断是否超出

目标堆码区，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行判定）。若比赛用时尚未结束已搬完



全部 6个物品，则剩余时间按已用时间搬运物品数量折算累加数量分，进行累加

计分。例如，在 4 分钟以内完成，搬运物品数量分=25×n+25×n×（4–实际完

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n为实际有效搬运物品数量。

比赛作品重量分：对每个比赛作品进行称重（单位：千克），以 15 千克为

极限重，比赛作品重量分=（15–比赛作品重量）×10。如果搬运物品数量为 0，

则比赛作品重量分计 0分。

作品重量包括本体、电源、传感器等所有与作品完成相关的物体重量。

创新分：评委组对每个作品根据其构造的新颖性、搬运工作完成的效果等内

容进行综合评分，评分范围为 0-100 分，去掉评委的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值

即为创新分。

比赛作品按照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序，综合得分越高，优胜名次越好。

七、比赛方案说明

7.1 场地制作方案

基于比赛公平的需要，各参赛高校的场地布置将由主办方统一制

定详细的制作方案，然后由各高校按照制作方案进行统一的场地布置，

以确保比赛场地的一致。场地制作方案将在主办高校 2020-2021（2）

学期正式开学后一个月内发布。

7.2 线上录制说明

若全国总决赛采用线上比赛方式进行时，将由主办方统一制定详

细的线上参赛说明，并在总决赛前一个月发布。



八、参赛方式

（1）所有参赛作品以高校为单位，每个参赛高校指定 1名负责

人，负责本校所有参赛队伍的组织、联络等工作；

（2）参赛队伍接到大赛通知后，即可按大赛主题和内容要求进

行准备，按时完成作品的设计与制作。各高校须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

前提交预报名表（附件 1），在 2021 年 8 月 1 日前完成校级选拔赛，

并于 2021 年 8月 8 日前按通知要求提交正式报名表扫描件（PDF文

件格式）（附件 2）至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专用邮箱：

qzjcyds2021@163.com。未按时和按规定格式提交的，一律不予认可报

名资格。其它需要报送的材料在参赛方式确定后另行通知。

（3）总决赛阶段在 2021 年 8 月 27 日— 29 日完成。具体时间

由主办方确认正式报名情况后另行通知。

九、联系方式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组委会联系专用电子邮箱：

qzjcyds2021@163.com；领队QQ群：735492252；咨询电话：13396062042

（陶老师）。

mailto:qzjcyds2021@163.com


十、其他说明

1. 根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相关要求，报名参加“中国大学生

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系列专业赛事的在校学生须事先注册成为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学生会员，并在提交参赛报名表时填写学生会员号。

（1）注册学生会员不收取任何费用，无需缴纳会费。

（2）学生自行在线注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学生会员。相关链接

为：http://member.cmes.org/app/common/application

点击上述链接，可查看学生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3）学生自行在线注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学生会员时，在“选

择活动分会”一栏中请下拉选择“物流工程分会”；“推荐单位”也请

下拉选择“物流工程分会”。

2. 参加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大赛决赛的优秀作品将有机会获

得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依托中国工程院）主办的中国创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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