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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技术”项目竞赛规程 

 

 
一、 项目名称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技术 

二、 竞赛目的 

随着《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的推进，加快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是落实工业化

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打造制造强国的重要措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技术”赛项为落实《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精准

对接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人才需求，满足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支撑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设置而成。 

本赛项针对传统制造生产系统向智能制造单元技术升级的实际问题，以智能制造

技术应用为核心，以汽车零部件加工打磨检测工序的智能制造单元为背景，让选手实

践从系统功能分析、系统集成设计、成本控制、布局规划到安装部署、编程调试、优

化改进等完整的项目周期，考察参赛队的技术应用、技术创新和协调配合能力。本赛

项旨在推动智能制造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条件、考核评价、师

资队伍建设上的改革，提升高职院校适应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的实习实训条件，提升

高职院校智能制造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推动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 

三、 竞赛方式、时间和内容 

1. 竞赛方式 

以学校为单位组织报名参赛。竞赛以团体赛方式进行，每个学校所报参赛队不超

过 2支。每支参赛队由 3名选手组成，其中队长 1名。每队限报 2名指导教师。参赛

选手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籍学生、五年制高职四、五年级在籍学生，参赛选手

须为 1994年 5月 1日后出生。大赛期间，各参赛院校要为选手和指导老师购买意外伤

害保险和医疗保险。 

2. 竞赛时间 

各参赛队按照竞赛任务书的要求，在 4小时内完成竞赛任务。 

3. 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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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项以汽车行业轮毂的生产制造为背景，采用智能制造技术完成制造单元系统

的改造与集成，充分体现“两化融合”对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的技术应用。 

竞赛内容以智能制造单元的系统集成与应用为核心，将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

立体仓库、智能传感等作为终端，利用工业网络将 MES系统和 PLC组成控制网络，结

合云端数据服务实现远程监控和流程管控，完成“端—网—云”的集成。竞赛过程

中，选手通过方案设计、硬件搭建、系统集成与调试等任务，完成智能制造单元搭

建，满足定制化的制造加工过程。工业机器人从立体仓库拾取待加工轮毂，放置到数

控机床中选择适当程序完成加工工序，工业机器人实现打磨抛光加工，利用传感器检

测加工效果，MES系统对制造过程信息和设备状态实时采集和可视化，智能终端利用云

端实现安全的制造数据远程监控和流程控制，优化工序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四、 竞赛规则 

1．赛场提供竞赛组委会指定的竞赛设备。各种与大赛相关的软件和资料由大赛

组委会提供，参赛队不得使用自带软件和资料。比赛所用工具、量具、仪表请选手自

带，不得使用电动工具。 

2.比赛时间为 4小时，参赛选手在竞赛项目指定的竞赛平台上完成比赛任务。竞

赛过程中，选手休息、饮食或如厕时间都计算在比赛时间内，比赛过程中不安排任何

形式的场外指导。 

3．参赛队在比赛前由抽签来决定比赛场次和工位，并按规定时间进入比赛区和

封闭区。每场比赛采用相同的比赛任务。 

4.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进入竞赛场地，确认现场条件，按统一指令开始比赛。赛

题以任务书的形式发放，参赛队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竞赛任务,并按任务书要求提交

竞赛结果。 

5.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可提出设备器件更换要求。更换的器件经技术人员检测

后，如为非人为损坏，经裁判长同意后给予适当的补时；如人为损坏或经检测后器件

正常，每次扣 3分。因设备自身故障导致选手中断比赛，由大赛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

出裁决。 

6．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不得自行离场，不得携带手机、无线上网卡、移动存储等

违禁物品。 

7.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并接受裁

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参赛队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比赛结束时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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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记录，参赛队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8.参赛选手应穿着没有学校名称和标识的工作服和电工绝缘鞋进场比赛，选手在

竞赛过程中需佩戴安全帽（由赛场提供）。 

9.比赛结束，参赛队须经裁判员同意后方可离开。 

五、 评分方法及奖项设定 

1.评分标准的制订原则 

参照智能制造技术相关行业企业规范，以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

国家职业标准》、《电气设备安装工国家职业标准》、《可编程序系统设计师》、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中规定的国家职业资格高级工的技能操作要求，依据选手完成

竞赛任务的情况，按照竞赛标准进行现场评分。评价方式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

结合，工艺评价与功能评价相结合，能力评价与职业素养评价相结合，本着“科学严

谨、公平公正、可操作性强”的选择制定评分标准。赛项总成绩满分为 100分。 

2.评分方法 

（1）赛项裁判组负责赛项成绩评定工作，设裁判长一名，全面负责赛项的裁判和

管理工作。 

（2）参赛选手根据赛项任务书的要求进行操作，注意操作要求，需要记录的内容

要记录在比赛试题中，需要裁判确认的内容必须经过裁判员的签字确认，否则不得

分。 

（3）赛项裁判组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透明、无异议”的原

则，根据裁判的现场记录、参赛队选手的赛项任务书及评分标准，评定成绩。 

（4）名次按比赛成绩由高到低排列，比赛成绩高的参赛队名次在前；比赛成绩相

同，以完成工作任务总时间较短的参赛队名次在前；比赛成绩与完成时间均相同，则

职业素养分高的参赛队名次在前；若以上都相同，则取“机械安装及电气接线”模块

部分分数高的名次在前。如还相同，由裁判长现场召开裁判会决定。 

（5）评分方式结合世界技能大赛的方式，以小组为单位，裁判相互监督，对检

测、评分结果进行一查、二审、三复核，确保评分环节准确、公正。成绩经工作人员

统计，组委会、裁判组、仲裁组分别核准后，由教育厅统一安排公布。 

3.评分细则框架 

本赛项采用结果评分和现场评分两种方式，满分 100分，具体评分细则框架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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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分指标及权重分配框架 

一级指标 比例 二级指标 配分 评分要求 
评分方

式 

系统设计方

案合理性 
5 

所设计的布局方式合理，

控制结构满足任务要求，

设计合理可控，通信协议

统一 系统集成方

案设计 

约

15% 

仿真模拟 10 

可在三维环境中仿真整体

工艺动作流程，工业机器

人的动作均在工作范围之

内，各单元间无干涉碰撞 

结果评

分 

机械安装 4 

单元安装牢固、单元内机

械零件安装牢固、安装方

式及精度满足工艺要求 

电气接线 4 

线路连接牢固、线路捆扎

满足工艺要求、线路走线

合理美观 

硬件搭建及

电气接线 

约

10% 

控制网络 

搭建 
2 

网络接线牢固，线缆通信

正常，走线合理美观，捆

扎满足工艺要求 

结果评

分 

控制系统组

态设置 
5 

根据所提供的硬件设备功

能和 IO接线信息，完成

控制系统组态设置，实现

控制系统对各分部 IO的

合理控制 

执行单元的

集成改造和

编程调试 

5 

直线导轨可根据需求准确

移动到指定位置，无碰

撞，与工业机器人动作配

合合理 

工具单元的

集成改造和

编程调试 

5 

工业机器人可准确拾取和

放回所使用的工具，并可

以根据实际要求完成工具

动作 

仓储单元的

集成改造和

编程调试 

5 

工业机器人能否完成所有

的仓储物料从立体仓库的

拾取动作 

制造单元的

集成改造 

约

45% 

加工单元的

集成改造和

编程调试 

5 

工业机器人可以将所需加

工的轮毂零件放置至机床

进行工装装卡并选择加工

程序执行，同时防护门可

配合打开和关闭，夹具可

配合夹紧和释放，指示灯

可显示加工状态 

结果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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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单元的

集成改造和

编程调试 

10 

工业机器人手持工具对零

件进行打磨工序，根据工

艺要求选用合适打磨工具

对指定位置进行打磨，加

工效率满足要求 

检测单元的

集成改造和

编程调试 

5 

视觉系统可以对零件进行

识别分辨加工效果，并将

信息传输到工业机器人中 

分拣单元的

集成改造和

编程调试 

5 

根据检测结果可准确的将

零件分拣到指定道口中，

动作连贯定位准确 

总控系统通

信及流程控

制调试 

10 

完成执行单元的网络联调

编程，实现所有工序流程

的自动化控制，可对异常

情况进行判断和处理 
控制网络的

集成调试 

约

20% 
MES系统数

据采集与可

视化 

10 

MES系统可采集生产过程

数据和设备状态信息，通

过检测页面进行图形化显

示，提供生产流程的人机

交互接口 

结果评

分 

云端数据服

务通信调试 
4 

根据通信协议确定数据传

输结构，将部分关键生产

数据发送到云端进行存

储；将总控系统中流程控

制编程对接云端接口，可

实现在认证通过的前提下

对设备工作流程状态通过

远程进行介入干预 

云端数据服

务的调试 
约 5% 

远程终端 

调试 
1 

设置通信参数，从云端读

取生产数据并显示，并可

完成生产任务下达实现自

动生产 

结果评

分 

1 技术应用合理性 

1 工具操作规范性 

1 耗材使用环保性 

1 功耗控制节能性 

职业素养 5% 

安全 

规范 

纪律 

1 现场安全、文明生产 

现场评

分 

 

4.奖项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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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印发 2018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的通知》（皖教职成〔2017〕9号）执行。 

 

 

六、 申诉与仲裁 

1．申诉 

（1）参赛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软件、工具和材料备件，有失公正的检

测、评判、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可向赛项仲裁工作组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 2小时内提出，超过申诉时间将不予受理。申诉时，应

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相应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告应对申

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

的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

赛选手、领队签名。 

2．仲裁  

（1）组委会下设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以

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公平、公正。 

（2）仲裁组在收到申诉后，6小时以内给予回复。 

（2）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

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