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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竞赛主题简介：

普及工业 4.0 概念，通过模拟智能制造中的智能分拣环节，帮助参赛选手学习机器人与

传感器知识，掌握编程技能，培养编程思维。

1) 选手需要亲手实践配置，现场协作与编程，能够对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进行真

实考核。

2) 引进轻量级桌面机器人作为参赛平台，推广高科技产品的教育方向应用，探索全新教

育模式。

Dobot Magician 作为一款成熟的机械臂产品，已经在多所高校及众多教育机构中

得到应用。此次结合工业 4.0 搭建智能工厂，是在目前 Dobot Magician 机械臂在生产

中的实际应用（目前）的基础上的升级实践以及全新教学探索。

Dobot Magician 用于竞赛优势：

轻量级：桌面级尺寸，灵活方便，易于搬运及搭建。

标准化末端夹具：可更替末端夹具，参赛者可以通过更换末端实现不同功能及不同展

示效果。提供充分能动性。

图 1 智能分拣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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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竞赛场地及竞赛任务

2.1 联队竞技赛（高校赛）任务概述

联队竞技赛（高校赛）以模拟智能制造中的生产场景，由参赛队伍控制两台机械臂与一

条迷你传送带共同组成，通过智能程序控制通过机器人及机器人视觉完成物料的上料、分拣。

每组参赛小组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1) 上料：控制机械臂从原料码放区域内获取物料，并通过传送带进行传送；

2) 筛选：对来料进行检验，并根据相关的检验规则识别不良的物料，将不良物料放在临时

物品存放区域；

3) 码放：将合格的来料根据颜色堆放到对应颜色的分类码放区域。

2.2 竞赛场地规格：

场地长宽为 600mm x 1400mm。其中中机器人摆放区域大小为 158x158mm，自动物品区域

可以放置不同种类的加工原料。分类码放区域的大小为（60mm×120mm），分为红色、绿色、

蓝色区 3 个部分，临时存储区用于存放不良物料，传送带摆放区域（700mm×140mm）。

图 2 智能分拣赛场地图

1. 【基础物料】的基础规格为 25x25x25mm【图一】，颜色为红、绿、蓝三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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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积木块

2. 原材料区域有部分【不良物料】，不良物料可以是非红绿蓝之外的任何颜色，默认是黄

色，在比赛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更换其它颜色物块作为替代。其尺寸与基础物料规格一

致。

【不良物料】—黄色，25×25mm

2.3 比赛规则与计分

2.3.1 比赛木块准备

比赛将使用 40 块木块，其中红、蓝、绿×12、不良品木块×4（具体比赛中使用的颜色可根

据现场情况调整，默认是黄色），参赛队需要手动把所有木块按照 5×4×2 的规格随机码放

在原料区，码放的物料堆的木块分布不允许有明显的规律性。裁判如对物料码放有疑问，有

权要求参赛队伍重新整理码放物料堆。

图 4 原料区物块摆放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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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1. 物块摆放的精确度和精细程度会影响上料机械臂抓取的准确程度，需要选手多练习摆放

以提高比赛时机械臂抓取成功率。

2. 物块有时候会出现粘住的情况，导致机械臂抓取的时候会把物块下面的物块也带起来。

如果需要的话，参赛者可以在赛前把物块的接触面用透明胶覆盖以改善这种情况（或者

也可以在两层中间放一张纸，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手动把纸张拿开）。

2.3.2 比赛流程

1. 搬运机械臂从原料区抓取物块，放置在传送带上。

2. 传送带把物块运送到分拣码垛机械臂端，分拣机械臂抓取物块，同时使用摄像头识别物

块颜色。

3. 根据颜色识别的结果，把良品物块堆放在对应颜色的分类码放区域，不良物料则需要剔

除出来，按规则堆放在临时存放区域。

Tips:
1. 摄像头颜色识别效果会受到环境光的干扰，需要参赛者在赛前准备过程中使用上位机软

件观察、测试摄像头成像效果。当有强光，导致木块明显反光颜色无法区分时，需更改

摄像头的曝光参数；或者使用道具遮挡强光，改善成像环境。

2. 建议参赛者在环境光条件变化或读取不准确的情况下，重新标定颜色特征，改善摄像头

识别准确率。

2.3.3 比赛计分

参赛队伍需要编程控制上料机械臂以及分拣机械臂，在 6 分钟内，正确码放尽量多的物料到

相应颜色的码放区域，通过正确堆叠的物料数获得得分。

1. 不限制堆叠形式，但是物料必须全在规定区域内。赛制上鼓励选手多尝试更高的堆叠，

所以越上层的物块，得分越高。（演示视频中的堆叠方式仅供参考）

2. 只有物块完全处于相应颜色的物料码放区域内才算堆叠成功（只针对第一层物块，更高

层的物块则以能稳定停留在其下层物块为成功标准），如果有木块未能全部在指定范围

内，不得分。堆叠高度最大限制为六层，堆叠成功的物块计分表如下（超过六层按照六

层得分计算）：

物块所处层数 计分

一 1
二 2
三 3
四 4
五 5
六 6

解俊杰
现在只有两层，而且是随机码放，也可以在两层中间放一张纸，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手动把纸张拿开——上面这个内容可以你根据情况看要不要写在这里

Zhou Teng
已添加

解俊杰
第一层的得分呢？另外最好有图片进行示意另外说明一下堆叠高度的限制

Zhou Teng
已修订，图片之后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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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得分示意图

3. 假如有错误颜色、或者不良物料堆叠在了物料码放区的物料堆上，不扣分，但是上面所

有的层数在计分时-1 层。

4. 不良物料应码放在临时物品区内，不限制码放形式，但是都必须位于该范围内，每成功

码放一块计 2 分。

5.
附加得分：技术创新评分：

技术创新评分 主要针对与参赛队伍的技术实现方案进行评定，对于非常规的，有创

新价值的实现方案进行加分鼓励。鼓励分数为 0-10 分，由竞赛组委会根据参赛队伍

提交的技术报告，及技术实现情况综合评定。须由参赛队伍在赛事活动开始前提交技

术报告发起申请，未提交技术报告的视为放弃。

- 技术创新评分可以是夹具结构创新、算法创新、综合方案创新等方式。

- 技术报告限定篇幅为 2-4 页，可以另附文档解释说明关键源码。

裁判委员会会综合技术报告与竞赛实现 综合评定得分。

附加得分：

调试时间得分：参考 3.2 节

解俊杰
这个识别错误难免的，这一条还是改一下，避免往上都不得分的情况，还是改一下

Zhou Teng
扣一分，同时其上所有层数计分时-1层。

解俊杰
看一下鼓励分数是不是太多了看一下一般完成情况下的话，得分是多少

Zhou Teng
改为0-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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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竞赛赛制及竞赛流程

3.1. 参赛

每只参赛队伍可由 1 名指导老师与 2-4 名参赛选手（学生）共同完成比赛。参赛所使用

设备及场地由参赛队伍自行准备。

- 各参赛平台统一使用指定的硬件平台：Dobot 机械臂、传送带及相关指定的视

觉套件。

- 参赛队伍须使用 Arduino IDE，各类图形化编程软件及 DobotStudio 完成相关软

件完成程序开发及机器人的自动化控制。

- 参赛队伍可以 针对机器人夹具、传感器、核心控制器等进行创新设计，跟换

夹具、增加或更换传感器等完成相关任务。但不允许增加额外的机械结构改变

生产规定的流程（增加滑轨、托盘、改变传送带等方式）使比赛失去公平性。

可创新发挥部分

机械臂夹具 摄像头 ARDUINO Mega 兼容控制器

参赛队伍可以根据具

体赛事任务，自行设计

制作机械臂末端夹具完

成竞赛任务。

（必须使用 PIXY、OPENMV
两种视觉方案之一，可增加 2
个以内额外其他的传感器（限

定：超声波、红外、限位开关）

辅助完成比赛）

（以组委会提供为准，参赛学

生可根据自己熟悉的技术选

用合适的控制器完成比赛。）

3. 2. 竞赛时间节点说明

智能分拣赛

1）赛前准备

各参赛队伍根据比赛内容，在线下完成相关任务的调试。

2）调试时间：

参赛队伍根据竞赛要求，完成相关竞赛设备的搭建，已经根据竞赛现场公布的竞赛

条件完成相关程序、代码的调试。

调试时间为：60 分钟。

硬件设备安装不计入调试时间，调试时间由软件调试算起。提前完成调试的队伍可向组

解俊杰
队伍人数你和李文良确认一下

Zhou Teng
已确认，2-4人

解俊杰
现在的规则相当于比赛条件都提前公布好了，到时候调试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了所以调试时间，还有调试奖励的分数需要重新评估

Zhou Teng
调试时间改为60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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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申请提前进行竞赛裁判。

时间附加得分：

-若在 20 分钟内完成赛事准备的队伍，可以获得积分奖励，计分表格如下：

完成时间 计分奖励

00’00” - 10’00” 15
10’01” - 15’00” 10
15’01” – 20’00” 5

准备时间超过 60 分钟的，每超出 1 分钟，扣 1 分；准备时间不得超过 100 分钟；

（注：参赛队伍完成调试准备后，向裁判示意，记录完成调试时间。具体开赛时间以

裁判决定开始。调试时间结束后，参赛队员不可以对设备进行会干扰比赛结果的人为

操作。）

4）比赛时间：

- 当裁判准备好，示意参赛队伍开始比赛时，参赛队伍有最后一个额外的 3 分钟

时间将设备启动、物料复位至指定状态，准备好启动。

- 竞赛时间为 6 分钟。

- 分钟倒计时结束后，后续相关的机器人动作执行结果等不计入成绩。竞赛结束

后，裁判根据当前比赛结果进行分数统计。

其他说明

1. 所有参赛队伍都有且只有一次被动重赛的机会，该重赛有最多十分钟的调试时间。

如果两次都失败，则以得分最高的一次计分。（被动重赛是指由于软硬件问题导致的比赛被

迫中断才可以重赛）

2. 参赛队伍需要确保自己的程序进行保存，避免由于电脑死机、重启等原因造成程序

丢失、无法进行比赛。

3. 由于非程序与操作原因造成的意外机器故障等原因迫使比赛任务终止的情况下，可

以向裁判申请重新运行比赛程序，完成比赛任务；

4. 以上比赛规则并非完全之细则，以上规则未明确之处，或与比赛规则补充通知有冲

突之处，以比赛补充通知为准。

5. 竞赛规则之未明确细则，由大赛裁判长按统一标准，进行临时判罚约定；

6. 竞赛组委会对此比赛具有最终解释权。

解俊杰
看一下时间奖励的得分是否合理，不要太多了稍微有点区分度就可以了

Zhou Teng
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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