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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同立方杯”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自动化产线装调虚拟仿真技能大赛 

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同立方杯”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自动化产线装调虚

拟仿真技能大赛 

赛项组别：中职组、高职组、职工组 

赛项归属产业类型：加工制造类 

二、竞赛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满足企

业持续增加的用人需求，探索职业院校自动化及机电设备类高技能人才

实训教学的新模式，充分发挥技能竞赛的引领作用，推进相关专业课程

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一）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通过竞赛，在高度拟真的工业环境中完成知识目标与技能目标的培

养，适用于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等相关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 培

养学生在线路敷设、气路连接、系统设计、参数设置与调试、编程等方

面的专业技术能力；引领院校相关专业建设和课程创新，利用竞赛资源为

院校教学服务。 

（二）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通过竞赛，推动全国职业院校自动化及机电设备类专业课程的教 

学改革与优化，促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入推广，紧贴产业需求

为社会培养从事自动化生产线调试、维修与管理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三）推进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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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虚拟仿真等现代信息化技术，解决了自动化及机电设备类专业

课程教学资源单一、体验感差、远程教学难、远程更新难等问题，提升

教学质量，有利于探索与推进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三、竞赛内容 

本赛项以工业生产需求与教学融合为导向，坚持行业用人、岗位需

求、技术进步以及教学改革为原则，以实际工作任务为载体，营造虚拟

的训练情景，在同立方自主研发的自动化产线装调虚拟仿真软件上完成

供料、加工、分拣、搬运与仓储虚拟仿真任务。旨在考察参赛选手的器

件间的线路连接、气路连接、PLC 控制、变频器使用、机器人离线编程

与仿真等能力。 

 
考核一：供料站仿真考核项目 

根据赛题要求，在虚拟仿真软件中完成线路连接、气路连接。并结

合指定的PLC 编程软件完成供料站的 PLC 编程与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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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二：加工站仿真考核项目 

根据赛题要求，在虚拟仿真软件中完成线路连接、气路连接。并结

合指定的 PLC 编程软件完成加工站的PLC 编程与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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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三：分拣站仿真考核项目 

根据赛题要求，在虚拟仿真软件中完成线路连接、气路连接、变

频器控制技术。并结合指定的 PLC 编程软件完成分拣站的PLC 编程与

调试功能。 

 
 

考核四：机器人搬运仿真考核项目 

根据赛题要求，借助指定的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在虚拟仿真

软件中实现物料搬运的离线编程与仿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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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五：机器人仓储仿真考核项目 

根据赛题要求，借助指定的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在虚拟仿

真软件中实现物料仓储的离线编程与仿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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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时间安排与流程 
（一）竞赛时间 

各竞赛选手在 2 小时内，独立完成规定的所有竞赛任务。 

（二）竞赛流程 

序号 时间 内容 

1 / 下载、安装、注册软件，结合比赛场地网络

因素，推荐提前准备 

2 08：00-08：20 确认竞赛赛题（由赛项专家组随机抽取中职

组、高职组、职工组的正式赛题） 

3 08：20-08：35 显示选择结果 

4 08：35-08：55 下载竞赛赛题 

5 08：55-09：00 竞赛赛题压缩包解压密码发放 

6 09：00-11：00 开始正式竞赛，并提交竞赛结果 

7 11：00-11：30 竞赛证明文件上传 

8 13: 30-24: 00 成绩查询 

9 13: 30-14: 30 申诉申请 

10 14: 30-16: 30 仲裁处理 

11 20:00 获奖公布 

 

五、竞赛试题 
（一）赛项组委会下设的赛项专家组负责本赛项赛题的编制工

作。赛题编制遵循公平、公正原则。 

（二）在赛前 3 天左右举行赛前说明会和技术交流会，公布竞赛

样题，进行竞赛说明和答疑，并组织赛前技术交流。 

（三）在正式竞赛开始前，由赛项专家组分别确认中职组、高职

组、职工组的正式赛题。 

六、竞赛规则 

（一）竞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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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项采用以各院校为单位组队，个人竞赛制。 

（二）参赛资格 
 

1、中职组参赛选手须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籍学生，含技工学

校。不限选手性别，年龄不超过21周岁（年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以2021年

5月1日为准）。 

     2、高职组参赛选手须为普通高职高专院校全日制在籍学生，含技

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本科院校中的高职类全日制在籍学生以及初中

起点五年制高职的四、五年级学生。不限选手性别，年龄不超过25周岁

（年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以2021年5月1日为准）。 

     3、职工组参赛选手为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教师及

行业从业人员。 

（三）报名要求 
 

1、报名通道 

 

①登陆深圳市同立方科技有限公司官网报名： 

http://www.icubespace.com 

②、扫码关注“同立方科技”微信公众号报名 
 

 

 

 

 

 

 

 

 

2、参赛选手自主报名，不限定同一学校参赛人数； 

3、学生组参赛选手报名时须填写指导教师，每名参赛选手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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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超过2名，经报名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指导老师。职工组不需要

指导老师。 

4、请确保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

不实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 

（四） 赛前准备 

1、本次大赛要求参赛选手自备电脑，自选场地，且保障所选场地

安全、设备运行正常、网络全程畅通。 

2、电脑推荐配置请参考“八、技术平台——（一）电脑推荐配

置”说明。 

3、参赛选手需要提前下载竞赛版仿真软件，并登录。登录时，必

须使用竞赛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否则无法正常登入。下载地址及

软件版本请参考“八、技术平台——（二）软件”说明。 

4、电脑上装配必要的办公软件、解压缩软件等，以便解压文件，

查看PDF 文档等。 

5、竞赛过程中需要拍照留证，需提前协调好指导教师或家人在竞

赛过程中对参赛选手的竞赛过程进行拍照留证。 

（五）正式竞赛 

1、正式竞赛前，参赛选手需要完成场地、电脑、软件等准备； 

2、正式竞赛前35分钟，由竞赛裁判组向中职组、高职组、职工组

织分别发送正式竞赛赛题（压缩包文件），参赛选手需在 20 分钟内下

载压缩包文件至个人电脑，因网络或其它原因导致未在该时间段内下载

成功的视为自动放弃比赛； 

3、正式竞赛前 5 分钟，由竞赛裁判组向中职组、高职组分别发送

正式竞赛赛题（压缩包文件）的解压密码，解压完成后等待正式开始竞

赛。 

4、正式竞赛过程中，因不可抗力或未预计的因素导致竞赛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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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予补考。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故障、网络故障、供电故障、环境安

全变化等情形。 

5、正式竞赛截止前，系统显示 10 分钟倒计时，参赛选手可选 

择提前停止作答并提交结果；竞赛截止时系统自动关闭答题通道并

自动提交结果。系统在提交结果后，将在当日13:30公布本选手成绩； 

6、竞赛结束后 10 分钟内，参赛选手需要将竞赛证明文件和拍摄

的留证照片。竞赛证明文件和拍摄的留证照片做成一个压缩包文件， 

压缩包文件命名为“姓名+手机号码+学校名称”。参赛选手在“自动化

产线装调虚拟仿真教学软件2021”的“答卷证明”区上传自己的压缩文

件。 如对竞赛过程及结果有异议，此压缩包文件将作为申诉的指定材

料之一，如果未在指定时间内上传竞赛结果文件则视为自愿放弃申诉权

利。 

提交压缩包的名称：“姓名+手机号码+学校名称”压缩包包含的内

容： 

（1） 文件夹 1 的名称：Robot+手机号（如：Robot13100709999） 
 

        
 

（2） 文件夹 2 的名称：PLC +手机号（如：PLC13100709999） 
 

①西门子程序样例 

        

②GX Developer程序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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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GX Works2程序样例 

         

（3） 文件夹 3 的名称：场景+手机号码（如Scene13100709999） 
 

将场景文件放入文件 3 中，场景文件的后缀为“.cc3d”。 

 
 

（4） 文件夹 4 的名称：姓名+手机号码（如爱因斯坦13100709999） 
 

将留证照片放入文件 4 中，照片格式仅限“.png”，

“.jpg”， “.jpeg”。 

 

（六）结果公布 
 

1、个人成绩查询：竞赛当天 13：30 参赛选手可登录“自动化产线装

调虚拟仿真教学软件2021”竞赛版软件查看个人成绩。 

2 、获 奖 名 单 查 询 ： 竞 赛 当 天 20 ： 00 在同立方科技

官网：http://www.icubespace.com 以及同立方科技微信公众号平台公

布获奖名单，中职组、高职组、职工组分开进行排名，相同奖项按照姓

氏拼音首写字母排序。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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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cubesp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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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负责赛项的裁判和管理工作。赛项裁判组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科学、规范、透明、无异议”的原则开展评定工作。 

2、本赛项总成绩满分 100 分，评分采取软件系统自动评分

+ 裁判组复核的方式，具体流程为：参赛选手在竞赛结束前，在

软件中点击提交，软件系统根据选手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动评

分并上传， 之后由裁判组进行人工复核，完成最终成绩评定。 

3、若竞赛成绩相同，则根据参赛选手的竞赛结果提交时间

进行名次评定。 

4、成绩经工作人员统计，由裁判组、仲裁组分别核准后，

最终将竞赛所有资料交大赛组委会汇总，所有裁判员未经组委会

同意不得泄露赛题和成绩。 

八、技术平台 

（一）电脑推荐配置 
 

1、CPU：Intel i5 9代及以上性能 

2、内存：16GB 及以上内存 

3、显卡：2GB 及以上独立显卡 

4、操作系统：windows7/10专业版操作系统 

5、显示器:13 寸及以上显示器 

6、分辨率：1920×1080（推荐） 

 

（二） 软件 
 

1、虚拟仿真软件（指定） 

本次竞赛统一使用深圳市同立方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动化

产线装调虚拟仿真教学软件2021”。 

软件下载地址：http://projects.icubespace.com/cxgame2021/game，



- 12 -  

下载通道开启时间 2021 年 5月 9 日。 

2、PLC 编程软件（自备：以下二选一） 

①西门子PLC编程软件（推荐）：Siemens TIA Portal V15（编程软

件）+ S7-PLCSIM Advanced V3.0（PLC仿真软件） 

②三菱PLC编程软件（推荐）：GX Developer8.86+GX Simulator7.16 

3、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推荐） 

Robotstudio 6.06 + Robotware6.06。 

 

软件安装前注意事项： 

1）电脑中安装S7-PLCSIM Advanced V3.0后，Siemens TIA 

Portal V15可不安装在虚拟机中。 

2）电脑不能正常安装三菱的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时，才建议

用GX Works2。因为GX Works2的通讯会存在一定的延时，需要联系工

作人员进行调试。 

3）Robotstudio的安装路径必须是非中文路径，电脑用户名也不

能是中文。 

 

九、奖项设置 

（一）参赛选手奖励 
 

本次大赛按中职组、高职组、职工组，分别设立一、二、三等

奖、优秀奖。以实际参赛选手总数为基数，一等奖占比5%、二等奖占

比10%、三等奖占比20%、优秀奖占比3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二）指导教师奖励 
 

中、高职组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参赛选手指导老师获得“优

秀指导老师奖”，由主办方授予“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并颁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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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证书。 

（三）赛场组织奖励 
 

根据各院校赛场组织情况由组委会判定获得“优秀赛场组织奖”

的院校。 

十、竞赛须知 

（一）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应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规

程， 做好赛前的技术准备和竞赛准备。 

（二）在竞赛阶段，参赛选手须独立完成竞赛任务，不允许指

导教师对参赛选手进行指导，禁止弄虚作假。 

（三）竞赛结束时间到，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一切竞赛内容操作, 

及时点击提交，并上传竞赛证明文件，不得拖延竞赛时间。 

（四）参赛选手对竞赛过程有异议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仲

裁组提出申诉。 

十一、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竞赛过程中若出现违规现象或对结果有异议，可向仲裁 

组提出书面申诉。 
 

（一）申诉主体为参赛选手。 
 

（二）申诉启动时，选手从“自动化产线装调虚拟仿真教学软件

2021”中的“我要复议”下载申诉报告模板并填写，并由导师签字，

扫描成电子档，在“我要复议”处上传。书面报告应对申诉事件进行

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没有在“我要复议”处上传申诉报告的或没

有按照要求填写申诉报告的申诉不予受理。 

（三）提出申诉应在公布成绩后 1 小时内上传申诉报告，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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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予受理。 

（四）赛项仲裁组在结束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

将复议结果告知申诉方。 

（五）申诉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仲裁结果。申诉方可随

时提出放弃申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