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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先行，“智”汇引领——2018智能制造创新大赛  

参赛指南 

一、大赛背景 

数字先行，“智”汇引领——2018 智能制造创新大赛  

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同时

也是《中国制造 2025》的制高点、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发展智能制造，对推动

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数字先行，“智”汇引领—— 2018 智能制造创新大赛由汉诺威米兰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与智汇工业（www.ilinki.net）联合发起，旨在面向工业企业、科

研院所及相关专业院校的广大参赛者提供一个智能制造领域智能化、信息化、数

字化创新技术成果及技术经验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平台，希望通过大赛发现、培

育一批走在智能制造前列的创新人才，进一步助力未来制造，推动中国智能制造

的发展。  

 

 

二、比赛方案 

（一）2018 智能制造创新大赛主题 

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助力未来制造 

 

 

 

 

 

 

 

 

http://www.ilinki.net/


 

（二）组织机构 

2018 智能制造创新大赛下设大赛组织委员会，负责本届大赛的组织管理工

作。另外，大赛设专家委员会，负责大赛评审及指导工作。 

（三）参赛细则 

比赛主题：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助力未来制造 

比赛形式：团体赛。参赛队伍可从官方报名并下载统一表格，提交参赛项目

概念描述，参赛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结合智能制造创新主题，方案构想及目

的、方案设计、模型设计等部分，由评审委员会进行初选。在既定时间内，组委

会将会公布入选分赛区的参赛项目名单，入选分赛区的团队需准备实际作品模型

Demo 在现场展示，并在分赛区论坛上做参赛作品主题演讲。每个分赛区优秀作

品 1-2名进入总决赛现场进行展示，入围决赛团队未经批准不得更换作品主题。 

本次大赛设华北分赛区、华中分赛区、华南分赛区及总决赛（华东）四个赛

区，每个参赛团队仅限在一个赛区报名，各赛区参赛主题要求及赛事时间如下表

格，入围分赛区及总决赛的项目需将作品以实际 Demo 形式现场呈现，大赛组委

会提供为进入分赛/总决赛的团队提供 3-4 平米展示区（含参赛作品宣传背景板

统一标准喷绘），参赛团队根据组委会提供的展示区大小准备参与展示的 Demo。 

各赛区参赛主题及参赛时间地点： 

赛区 参赛主题 参赛作品展示&演讲 

5.9-5.11 

华北赛区 

驱动系统及零部件、机械基础

设施感应技术、控制系统、工

业自动化软件等 

展示时间：5.9-5.11 

展示地点：北京展览馆——2018北京国

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 

演讲时间：5.11上午 9:00-12:00 

6.5-6.8 

华中赛区 

工业机器人本体，核心部件

及其他智能装备、工业自动

化核心智能硬件、工业自动

化智能制造技术及检测相

关、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基于工业 4.0 的整体解决

方案 

展示时间：6.5-6.8 

展示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2018

中国（武汉）国际自动化与机器人展览会 

演讲时间：6.7上午 9:00-12:00  

6.27-6.29 

华南赛区 

驱动伺服、智能装备、工业

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机

械传动系统、机器视觉、工

业物联网等 

展示时间：6.27-6.29 

展示地点：深圳会展中心——2018华南

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演讲时间：6.29上午 9:00-12:00 

9.19-9.23 

华东赛区&总

决赛 

综合以上三个赛区主题内容 

展示时间：9.19-9.23 

展示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2018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演讲时间：9.21上午 9:00-12:00 

*更多内容请参见大赛官网 



 

参赛对象：参赛以团队报名，每个团队 1-3人赛，要求参赛团队具备较强的

技术创新能力，参赛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代表：企业、高校、创业团队： 

智能制造企业：智能制造领域供应商、系统集成商、平台服务商、创业企业； 

高校代表：高校教师、学生团队，年龄 18岁以上。 

参赛要求：本次大赛自愿报名参加，为鼓励优秀方案和技术的交流，各参赛

队伍提交的技术方案及文档将提供给大赛组委会用于宣传、分享等。 

相关费用：本次大赛分赛和决赛期间涉及人员差旅、作品 Demo 托运费用等

由参赛单位自行解决。 

 

（四）奖项设置  

大赛分为按照提交作品类型分为创新产品设计类和创新解决方案类两个组

别，分别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大区赛组委会为获奖团队提供

荣誉表彰、宣传推广及奖品奖励。 

*有关奖项设置视实际参赛规模调整。 

 

（五）大赛流程 

1、华北赛区 

（1）报名： 

报名华北赛区的团队请于 4月 26日前将《2018 智能制造创新大赛参赛方案

书》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service@ilinki.net ； 

（2）入围：大赛组委会将于 4 月 30日前在大赛官网公布入围华北赛区的参

赛团队名单； 

（3）准备：入围华北赛区的参赛团队于 5 月 4 日前与组委会确认准备完成

现场参赛所需准备的文档资料及现场展示的实际作品 Demo； 

（4）开赛：参赛团队于 5 月 9 日-5 月 11 日在北京展览馆——2018 北京国

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动力传动展现场展示作品 Demo并于 5月 11日上午论坛期间

进行参赛演讲；大赛组委会将于 5月 14日在大赛官网公布华北赛区成绩。 

2、华中赛区 

（1）报名： 

报名华中赛区的团队请于 5月 18日前将《2018 智能制造创新大赛参赛方案

书》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service@ilinki.net ； 

（2）入围：大赛组委会将于 5 月 20日前在大赛官网公布入围华中赛区的参

赛团队名单； 

（3）准备：入围华中赛区的参赛团队于 5 月 25日前与组委会确认准备完成

现场参赛所需准备的文档资料及现场展示的实际作品 Demo； 

（4）开赛：参赛团队于 6 月 5 日-6 月 8 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2018

中国（武汉）国际自动化与机器人展览会现场展示作品 Demo 并于 6 月 7 日上午

论坛期间进行参赛演讲；大赛组委会将于 6 月 11 日在大赛官网公布华中赛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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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3、华南赛区 

（1）报名： 

报名华南赛区的团队请于 5月 25日前将《2018 智能制造创新大赛参赛方案

书》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service@ilinki.net ； 

（2）入围：大赛组委会将于 5 月 30日前在大赛官网公布入围华南赛区的参

赛团队名单； 

（3）准备：入围华南赛区的参赛团队于 6 月 8 日前与组委会确认准备完成

现场参赛所需准备的文档资料及现场展示的实际作品 Demo； 

（4）开赛：参赛团队于 6 月 27日-6月 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2018华南

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现场展示作品 Demo并于 6月 29日上午论坛期间进行参赛

演讲；大赛组委会将于 7月 2日在大赛官网公布华南赛区成绩。 

4、华东赛区&总决赛 

（1）报名： 

报名华东赛区的团队请于 7 月 6 日前将《2018 智能制造创新大赛参赛方案

书》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service@ilinki.net ； 

（2）入围：大赛组委会将于 7 月 20日前在大赛官网公布入围华东赛区的参

赛团队名单； 

（3）准备：入围华东赛区的参赛团队及其他三个赛区入围总决赛的参赛团

队于 7 月 27 日前与组委会确认准备完成现场参赛所需准备的文档资料及现场展

示的实际作品 Demo；  

（4）开赛：参赛团队于 9 月 19日-9月 23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18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现场展示作品 Demo 并于 9 月 21 日上午论坛期间进行

参赛演讲； 

（5）颁奖典礼：大赛组委会将于 9月 21日上午论坛上组织颁奖活动，并于

9月 25日前在官网公布华东赛区&总决赛成绩。 

 

三、评审说明 

（一）评审组织 

由智能制造领域科研院所、知名企业、高等院校等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设评审组长一名，负责各赛区专家组成人员的聘任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二）评审方式 

报名团队提交参赛作品方案文档，评审委员会制定评分标准并根据作品的应

用性和创新性进行审核，得分高者获得获得分赛区的参赛资格；进入分赛区和总

决赛的团队，作品评分包括两部分组成： 

（1）各赛区作品现场展示时观众投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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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题演讲专家评审现场评分； 

最终结果由参赛团队所得总分决定。 

 

（三）仲裁 

为保证本次大赛的竞赛过程与评奖工作的公正性，组建仲裁委员会，在分赛

与决赛期间均接受监督，对本次大赛过程的公正性与评奖结果坚持执行异议制

度。本次大赛仲裁委员会人员由组委会、大赛管理组、专家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 

异议须由参赛参赛以书面形式提出，签署本人姓名，注明参赛队伍所在单位、

通信地址。大赛组委会必须对提出异议的参赛团队及所在单位严格保密。 

大赛组委会将充分尊重比赛结果和评奖结果，如在比赛中出现异议由仲裁委

员会协调解决。 

 

四、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女士、甄女士 

电  话：10-62314658，17301246735 

邮  箱：service@ilinki.net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号方兴大厦 9层 

备  注： 

报名需提交：见附件《2018智能制造创新大赛参赛方案书》电子档一份； 

报名邮件主题以“单位-团队名称-参赛领域”命名，提交至组委会指定邮箱

service@ilinki.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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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智能制造创新大赛 

参赛方案书 

参赛单位★   

参赛单位网站   

通讯地址★ 
省 市 区/县 

  

团队成员 1★ 

（队长） 

姓名  电话  

邮箱  职位  

团队成员 2★ 
姓名  电话  

邮箱  职位  

团队成员 3★ 
姓名  电话  

邮箱  职位  

指导教师（仅院校

团队填写） 

姓名  院系   

固定电话  手机  

手机  专业或研究方向  

报名赛区★ □华北赛区       □华中赛区       □华南赛区      □华东赛区 

报名组别★ □创新产品设计类                  □创新解决方案类       

参赛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项目方案构

想及目的 

产品设计/解决方案的基本构想及目的 

创新描述 

针对产品设计/解决方案的创新点进行描述 



 

项目方案设

计及模型设

计 

产品设计/解决方案描述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设计思路、设

计原理、实现过程涉及到的技术、模型设计等，必要时请给出

相关图示说明 

Demo现场

展示需求 

比如：Demo大小样例，参与展示对现场环境的要求等 

★为必填选项 

注： 

1、以团队为单位提交《2018智能制造创新大赛参赛方案书》可通过电子邮件报

送 至 大 赛 组 委 会 邮 箱 service@ilinki.net ， 也 可 以 通 过 大 赛 官 网

（www.ilinki.net）进行在线报名信息填报； 

2、各赛区报名截止时间不同，请参赛团队务必仔细阅读《2018智能制造创新大

赛参赛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