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参加 2019 年“西门子杯”中国 
智能制造挑战赛江苏分赛区竞赛的函 

 

各高等学校教务处：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原全国大学生控制仿

真挑战赛、全国大学生工业自动化挑战赛）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和中国仿真学会联合主办，是在教育部与西门子公司战略合

作框架下的 A 类赛事，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资助项目。自 2006 年发展至今，大赛已经成为目前国内智

能制造领域规模最大的学生类竞赛之一。大赛分校赛、分赛

区竞赛和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其中江苏省内高校（含普通

本科高校、独立学院、高职高专院校）统一参加江苏分赛区

竞赛。2019 年江苏分赛区竞赛由苏州市职业大学和苏州健雄

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承办，其中苏州市职业大学承办智能制造

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流程行业自动化方向（原过程控制

设计开发赛项）和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离散行

业自动化方向（原逻辑控制设计开发），苏州健雄职业技术

学院承办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信息化网络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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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育部 2019 年第十三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竞赛简介 

 

一、 竞赛介绍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中国仿真学会主办。大赛创办于 2006 年，在全国近 600 所

高校的支持下，已经成为国内智能制造领域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学生竞赛之一。 

竞赛方向涉及智能制造领域中的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和智能应用等，主

要面向全国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机械工程、仪表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讯工程、

计算机科技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本科生，和全国自动化类、机电设备类、机械

设计制造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及通信类等相关专业的高职、高专、技师院校学生。 

2006 年至 2011 年，竞赛名为“西门子杯”全国大学生控制仿真挑战赛。2010 年，

竞赛被纳入《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 2010 年度大学生竞赛资助项目》，列入《2010

年度大学生竞赛资助项目名单》。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教授曾多莅临竞赛现场指导并

参加竞赛相关活动。2012 年至 2016 年，竞赛更名为“西门子杯”全国大学生工业自动化

挑战赛。2011 年教育部与西门子签订《教育合作备忘录》（2011-2016），明确将竞

赛列为合作主要项目之一。2012 年，竞赛成为中国-欧盟工程教育论坛唯一支持的大学

生竞赛项目。2015 年，竞赛被纳入教育部《2015 年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和国家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联合基金项目》。2015 年，中国与德国两国领导人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举办 2016 中德青少年交流年的联

合意向性声明》，竞赛被纳入 2016 年中德青少年交流年活动。 



2016 年，竞赛更名为“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2016 年教育部与西门子续

签《教育合作备忘录》（2016-2021）明确双方继续共同举办竞赛。2017-2018 年，竞

赛成为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联盟的核心赛事（简称金砖大赛），

金砖大赛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金砖各国教育主管部门的领

导下开展进行。2017 年至今，竞赛同时被纳入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成果。2019

年，进入高教学会竞赛排行榜项目。 

CIMC竞赛对工程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推进方面的不懈努力也赢得了广泛的品质口

碑，竞赛得到全国参赛院校和省教育厅的积极支持，安徽省教育厅、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甘肃省教育厅、广东省教育厅、河北省教育厅、黑龙江省教育厅、湖北省教育厅、宁夏

自治区教育厅、山东省教育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辽宁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山

西省教育厅、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教育领导单位对竞赛给予充

分支持，主办省赛或发布竞赛通知。 

 

二、 赛项简介 

优秀人才培养是挑战赛一直秉承的理念与宗旨。在中国制造 2025 时代背景下，智

能制造已经成为国家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进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新

工科建设等教育培养计划，为制造业全面升级、智能制造全面推广，培养、选拔急需的

优秀人才成为挑战赛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2019 年“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在

原有赛项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优化，进一步更新工程人才培养模型，紧密围绕智能制造关

键技术展开，并在部分赛项直接邀请企业专家命题，让参赛师生直面现实生产中的技术

难题。2019 年竞赛赛项分为“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与“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两大

类别。 



 

（一）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培养的是参赛选手的创造力与研发能力，培养目标是产

品经理与研发工程师。涉及到的方向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硬件研发、智能软件研发、数字

建模仿真、人工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智能机器人研发等等。“智能制造创新研

发类”赛项包括 3 个赛项，具体为： 

 

1.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自由探索方向（原智能创新研发赛项） 

赛项背景：为实现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领域需要大量具备商业头脑、

进取精神的技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工程人才。本赛项设立目的是面向中国制造业急需的产

品经理、研发型工程师，培养参赛者的商业意识、创新意识、产品规划、设计与研发能

力，激发其去了解和掌握产品研发的流程和管理方法，锻炼其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与技

术的能力。 

2019 年赛题思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企业市场需求、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等，

由专家组确定创新研发的方向与范围。参赛者在此范围内，确定研发项目，完成产品市

场调研、创意设计、产品设计（采用 Solid Edge 实现）、产品开发、原型机制作等。

比赛流程包括：原型机展示与评测、互动 PK、方案答辩等。 

 

2.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企业命题方向（原企业命题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势在必行的。然而目前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

自动化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多困难与问题，尤其是技术研发人才短缺等。本赛项从企业真



实需求出发，由企业给出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赛者根据具体需求进行问题解析、

方案设计以及设备研发等，一方面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培养、提高参赛者

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2019 年赛题思路：赛题来源于制造业企业在升级改造中面临的真实问题，由多家

企业根据题目模板直接命题，经专家组审核后，形成正式赛题。参赛者作为乙方，自由

选择要完成的项目（题目），完成需求分析、测试用例设计、方案设计、产品建模仿真、

样机研发、样机测试等。比赛流程包括：原型机展示与评测、互动 PK、方案答辩等。 

 

3.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协作机器人方向（原协作机器人赛项） 

赛项背景：工业机器人的普及是中国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新型协作机

器人在保证整体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和作业安全的前下，以优秀的人性化、智能化来灵

活地辅助人愉快工作，更好地实现企业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在可预见的将来，协作机

器人的开发、应用必将在制造业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本赛项设立的目的，正是为了

培养协作机器人方向相关人才，锻炼培养参赛者人因工程素养以及人机交互设计、规划、

操作、维护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2019 年赛题思路：以制造业中典型的需要人机交互、人机协作的生产环节为背景，

参赛者自主设计一套完整的人机交互、人机协作生产的方案，并进行现场应用实施与评

测。具体包括：需求分析、测试用例设计、方案设计、方案测试、现场实施与评测、方

案答辩等。 

 

（二）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包括 4 个赛项，每个赛项均分为本科组、高职组。

本科组重点培养参赛选手的设计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控制算法、排产调度、智能网关、

工艺优化、工程设计以及工程方案实施等等。高职组重点培养参赛选手的应用实施能力，

包括但不限于控制方案设计、工程实施，故障排查等等。具体为： 

 

1.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流程行业自动化方向（原连续过程设计开发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目前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

化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多困难与问题。该赛项以流程行业中某个生产过程的升级改造为背

景，参赛队以乙方角色参与生产过程的升级改造。该赛项分为本科组与高职组。 

2019 年赛题思路（本科组）： 针对放热反应器工艺流程，根据环境及题目要求，

参赛队需要完成工艺分析、工艺优化（含开车步骤设计）、仪表选型、控制系统设计、

安全联锁系统设计、现场接线（总决赛）、控制方案实施（自动开车）、异常处理（总

决赛抗扰动测试）、方案答辩（总决赛）等。针对流程行业，培养一流的具备工艺设计、

优化、算法研发、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设计、开发人才。 

2019 年赛题思路（高职组）：针对放热反应器工艺流程，根据环境及题目要求，

参赛队需要完成工艺分析、控制系统设计、现场接线（总决赛）、控制方案实施（自动

开车）、异常处理（总决赛抗扰动测试）等。针对流程行业，培养一流的具备控制系统

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应用实施人才。 

 

2.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离散行业自动化方向（原逻辑控制设计开发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目前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

化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多困难与问题。该赛项以某个离散行业为应用背景，参赛队以乙方

的角色参与到离散行业的生产中。该赛项分为本科组与高职组。 

2019 年赛题思路（本科组）： 

1） 初赛应用环境为电梯仿真对象。 

2） 决赛应用环境为某离散行业生产线（小型工业 4.0 智能制造综合实验装置）。 

针对上述应用环境以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综合分析、生产优化、控制算法

设计、控制方案设计、控制方案实施、异常处理、答辩等。针对离散行业，培养一流的

具备流程分析、设计、优化、算法研发、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

的设计、开发人才。 

2019 年赛题思路（高职组）： 

1） 初赛应用环境为电梯仿真对象。 

2） 决赛应用环境为某离散行业生产线（小型工业 4.0 智能制造综合实验装置）。 

针对上述应用环境以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综合分析、控制方案设计、控制

方案实施、异常处理等。针对离散行业，培养一流的具备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

处理等综合能力的应用实施人才。 

 

3.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离散行业运动控制方向（原运动系统设计开发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目前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



化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多困难与问题。该赛项以离散行业实际产线中运动系统为应用背景，

参赛队以项目乙方的角色参与竞赛。该赛项分为本科组与高职组。 

2019 年赛题思路（本科组）：竞赛环境分为抽象实验对象与实际生产对象两类，

均为实物对象。其中，抽象对象（圆盘同步）考察选手对基础运动控制系统的开发能力。

实际生产对象来源于在造纸、印刷等行业中有着广泛应用的物料卷绕系统。 

针对上述应用环境以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对象特性及控制需求分析、控制

算法设计、优化、控制系统设计、选型与调试、控制系统实施、异常情况处理等。针对

离散行业运动控制方向，培养一流的具备运动系统分析、优化、智能算法开发、模块研

发、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设计、开发人才。 

2019 年赛题思路（高职组）：竞赛环境分为抽象实验对象与实际生产对象两类，

均为实物对象。其中，抽象对象（圆盘同步）考察选手对基础运动控制系统的开发能力。

实际生产对象来源于在造纸、印刷等行业中有着广泛应用的物料卷绕系统。 

针对上述应用环境以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对象特性及控制需求分析、控制

系统设计、选型与调试、控制系统实施、异常情况处理等。针对离散行业运动控制方向，

培养一流的具备运动系统分析、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应用实

施人才。 

 

4.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信息化网络化方向（原工业信息设计开发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目前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

化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多困难与问题。该赛项以制造业实际工业通信网络为应用背景，参

赛队以乙方的角色参与到项目中。该赛项分为本科组与高职组。 



2019 年赛题思路（本科组）：以工业 4.0 数字化工厂网络的应用为背景，参赛队

需要根据所提供的工厂描述和具体通讯技术需求完成：厂区布局分析、技术需求分析、

网络结构设计、优化、信息安全设计、设备选型、网络结构实施、网络功能实现、通信

验证等。培养一流的具备工业网络及工业信息安全系统分析、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

等综合能力的设计、开发人才。 

2019 年赛题思路（高职组）：以工业 4.0 数字化工厂网络的应用为背景，参赛队

需要根据所提供的工厂描述和具体通讯技术需求完成：厂区网络结构实施、网络功能实

现、通信验证等。培养一流的具备工业网络及工业信息安全系统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

合能力的应用实施人才。 

   

三、 赛程赛制 

（一） 参赛范围与条件 

大赛方向涉及智能制造领域中的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和智能应用等，主要

面向全国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自动化、机械工程、仪表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讯

工程、计算机科技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和全国自动化类、机电设备

类、机械设计制造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及通信类等相关专业的在校高职、高专、技

师院校学生。 

 

（二） 参赛报名 

1. 报名网址：http://www.siemenscup-cimc.org.cn 

2. 报名时间： 2019 年 3 月 1 日-5 月 31 日 

3. 报名与组队规则： 

http://www.siemenscup-cimc.org.cn/


1）  参赛者以参赛队为基本单元参与竞赛过程。每支参赛队由 1-3 名参赛选手和 1-2 位指

导教师组成。请通过大赛官网注册报名、选择赛项、组队。 

2） 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分别设置本科组（含研究生）与高职组（含高专、技师院校）两

个组别；创新研发类赛项不分组。 

 每位同学只能加入 1 支参赛队，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多支不同赛项的参赛队伍。 

 每支队伍只能选择 1 个赛项（“企业命题方向”赛项的每队只能选择一个选题参赛）。 

 每支队伍必须指定 1 位教师为第一指导教师。第一指导教师所在学院为本队伍所在

学院。指导老师负责赛前指导，不得直接参与比赛现场的正式比赛环节。 

 创新研发类赛项每支队伍至多允许 2 名研究生，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至多允许 1

名研究生。 

 创新研发类赛项的指导教师建议为不同学科或专业的在校老师。 

3） 每支队伍报名组队成功后，需下载报名表，加盖学校或学院公章，以此作为参赛凭证。

建议各队伍于官网上传报名表扫描件备份。 

4） 竞赛报名截止后，所有赛项参赛队伍不得更换赛项（及选题方向），不得更换、增加参

赛成员以及指导老师。 

5） 根据《竞赛章程》规定，各分赛区及竞赛组织机构中相关赛项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本赛项

指导老师带队参赛。 

 

（三） 赛程安排 

1. 竞赛筹备：2018 年 12 月 1 日-2019 年 2 月 28 日 

1) 组织建设 



成立全国与各分赛区竞赛组织机构，召开工作协调会议，讨论并通过本届竞赛各类

文件。各赛区开展赛区建设、设备筹建、人员协调等工作。 

2) 赛题和样题发布 

a) 全国竞赛组委会组织开展竞赛命题，会同专家组进行赛题审议。 

b)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发布竞赛赛题。 

c)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发布竞赛样题。 

2. 报名组队：3 月 1 日-5 月 31 日  

参赛师生通过官网报名组队。 

3. 校赛与晋级： 

1） 校赛：3 月 1 日-5 月 31 日 

a) 校赛原则 

 为进一步提升参赛队竞技水平，提升竞赛质量，促进竞赛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

全国参赛学校，全国竞赛秘书处鼓励各参赛学校积极开展校赛。 

 校赛由本校自行组织，建议由教务处或权威部门牵头，积极鼓励相关专业师生参与。 

 校赛内容应当与大赛相关赛项具有技术关联性，结合智能制造技术、自动化技术开

展，鼓励学生积极参赛并锻炼提升个人能力，本校相关专业教师提供相应的技术指

导。 

 校赛评比应当遵从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精神，各校积极为获奖队伍给予相应奖

励与表彰。 

b) 关于校赛负责老师 



 每所参赛院校设立 1 名校赛负责老师，由本校参赛队伍与校赛组织部门共同商议决

定人选。校赛负责老师主要负责校赛信息上传、推选初赛队伍名单报备，以及竞赛

期间与分赛区秘书处、全国竞赛秘书处的对接工作。 

 校赛负责老师需本人在大赛官网申请成为本校“校赛负责人”，申请后在本年度不能

更换，且个人信息将会在本校参赛师生的个人主页中显示以便于参赛联系。 

2） 提交本校推选的初赛队伍名单：3 月 1 日-6 月 5 日（仅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 

a) 提交方式 

各院校校赛负责老师必须在 6 月 5 日前，在大赛官网的校赛栏目通过“晋级”方式备

案本校通过了校赛选拔准备参加全国分赛区初赛的队伍名单。（校赛负责教师备案的初

赛队伍是获得本校推送初赛资格，队伍还需提交初赛参赛方案，并且方案通过审核后方

可获得正式初赛资格。具体要求请参见本章本项第 4 条提交与审核初赛方案。6 月 5 日

后，所有参赛学校不论几支队伍报名，如果校赛负责教师没有推送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

项的晋级初赛队伍名单，则本校所有本类赛项的队伍将被视为放弃参加全国初赛。） 

b) 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的推选名额 

 每个赛项每个学院推送参加全国初赛的队伍数≤5 支，分赛区承办高校的每个学院≤

6 支。（二级学院，不含研究生院，以第一指导教师所在学院为准。） 

 当某个学院在某赛项在官网报名参加本校校赛的队伍达到 10 支或以上时，则本学

院本赛项可额外获得 1 个推选名额。 

c) 创新研发类赛项的推选名额 

暂不限推选名额。因此校赛负责老师暂无需在官网进行筛选推送操作。 

4. 提交与审核初赛参赛方案：6 月 



 所有参加全国初赛的队伍，均需通过官网提交初赛方案，由本队指导老师在个人主

页审核。方案审核通过的队伍（除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自由探索方向），方可

获得全国初赛的参赛资格。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自由探索方向（原智能创新研发赛项），方案审核通过

后，会进行专家线上初审，通过初审的队伍，方可获得全国初赛的参赛资格。初审

时间另行通知。 

5. 全国初赛：7 月  

 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的初赛将在各分赛区进行，参赛队伍请在报名结束后留意官

网的赛区分配通知。 

 创新研发类赛项的初赛形式，另行通知。 

6. 全国总决赛晋级名单公布：8 月初  

7. 全国总决赛：8 月 

 

四、 奖项设置 

1. 全国初赛 

各分赛区初赛分别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所有奖项的证书由全国竞

赛组委会颁发。 

2. 全国总决赛 

 设队伍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奖队伍由全国竞赛组委会颁发证书，获奖队伍

名单将在媒体及网络上予以公布。 

 设个人单项奖，对于竞赛中某些单项表现突出的参赛者，可由专家组集体讨论通过

设立单项奖予以鼓励。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的部分赛项将根据该赛项规则设立并颁发奖金。 

3. 分赛区组织奖 

根据分赛区承办学校所在省份的参赛规模与本赛区所有参赛师生反馈综合评选，向分

赛区颁发年度优秀组织奖、杰出组织奖。 

4. 优秀指导教师奖 

对参赛队竞赛成绩优秀、并在比赛过程中给予参赛学生充分指导的指导老师，评选若

干名并颁发证书，以资鼓励。 

 

五、 全国竞赛秘书处联系方式 

1. 官网：http://www.siemenscup-cimc.org.cn   

2. 微信：siemenscup / CIMC 智能制造挑战赛 

3. 微博：siemenscup 智能制造挑战赛 

4. 座机：010-64124641 

5. 邮箱：siemenscup@163.com 

 

• 本文件最终解释权归“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竞赛组委会所有。 

http://www.siemenscup-cim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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