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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競賽簡介： 
 

1. 競賽目的： 
 

普及工業 4.0 概念，通過模擬自動化生產線的搭建和調試，幫助參賽選手學 

習機器人與感測器知識，掌握程式設計技能，培養程式設計思維。選手需要親手實

踐配置， 能夠説明提升動手能力與創新能力。同時，通過類比整個自動化流水

線配置，鍛 煉系統性思維，培養全域思考的大局觀和策略分析能力。通過程式

設計，需要使得系 統進行配合，完成多機協作。有利於參賽選手瞭解現代工業

化無人生產的概念以 及每個環節，實現從點到面的教育意義。  

 

 

 

2. 競賽內容： 
 

 賽事基於越疆 Dobot Magician 機械臂，搭建模擬工業 4.0 產線，通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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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ot Magician 實現原料分揀，原料加工，原料組裝，成品裝盒等過程， 實 

現無人化流水線生產的模擬過程。在指定的場地內搭建自動化流水線，模擬整 

個生產過程，以單位時間內的投入產出依據作為勝負判定的依據。原材料通過 

傳送帶傳送至生產區，機械臂需自動完成物料的取放；在物料被送至生產區後， 

機械臂需要配合顏色感測器，從中選出不合格原材料（顏色不同）；合格原材 

料選出後，機械臂需要將不同原料組裝起來，並在原料表面用鐳射雕刻上特定 

圖樣，模擬加工過程；雕刻好的物料需要完成裝盒後送至成品區。全過程需由 

機械臂自動完成，模擬工業 4.0 的無人化生產過程。  

 

 

 

3. 競賽特色： 
 

1）模擬智慧工廠，普及工業 4.0 概念，符合國家《中國製造 2025》發展要求。 

本賽項啟用 Dobot Magician 作為模擬工廠主力，模擬真實無人化工廠的 

生產，由機械臂自行完成包括物料的取放、檢測、定制化加工、裝配、生產、 

倉儲等一系列流程的生產任務。要求參賽選手充分瞭解機器人與感測器知識， 

擁有良好的動手能力和全域性思維。 符合國家《中國製造 2025》對人才培 

養的要求。  

   

2）引進羽量級機械臂 Dobot Magician 作為類比工廠主力，推廣高科技產品的 

教育方向應用，探索全新教育模式。   

  

3）Dobot Magician 用於模擬智慧工廠優勢： 羽量級：桌面級尺寸，靈活方便，

易於搬運及搭建。  

標準化末端夾具：可更替末端夾具，參賽者可以通過更換末端實現不同 

功能及不同展示效果。提供充分能動性。  

 
 

Dobot Magician 作為一款成熟的機械臂產品，已經在多所高校及眾多教育 

機構中得到應用。此次結合工業 4.0 搭建智慧工廠，是在目前 D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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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ian 機械臂在生產中的實際應用（目前）的基礎上的升級實踐以及全 

新教學探索。  
 

二、  競賽內容——小學組比賽規則 
 
賽事設計以智慧製造為主題，類比智慧制過程中的不同生產環節，普及工業 4.0 概念，推廣 

智慧製造理念，為未來的製造業升級，做人才儲備。 

 

1. 小學組方案一 

1.1 參賽人群： 

全日制小學在校學生，年齡在 8-14 歲（2004 年 6 月 1 日之後出生） 

 

1.1 任務介紹： 

在生產當中，機器人的應用是自動化生產線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通過應用 

機器人，代替人工，可以重複、自動化的完成指定的任務。機器人上下料，是生 

產當中的常見工作單元，其主要功用在於使用機器人將物品從 1 個指定位置，自 

動拿到另外一個指定位置。如上料過程中，將物料從物料框中，搬運到傳送帶上； 

或下料過程中，將加工好的產品按要求擺放在指定的盒子中。 

 

此任務中，模擬生產下線碼放，參賽選手需要根據比賽現場提供的場地（所 

有參賽隊使用相同的場地任務），在 2 小時內編寫並調試任務程式，利用機器人 

示教再現功能或通過程式設計方式，對機器人進行程式設計，使用機械臂將原料

區不同顏 色的物料指定的盒中，按要求完成擺放，完成產品下線裝盒的機器人

動作程式設計。  

1.2 競賽場地 

傳送帶上有 綠茶、草莓、香蕉三種口味的單包包裝的餅乾，在之前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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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流水線設置為將依次擺放三種口味的餅乾包三個。餅乾包到達傳送帶末 

端位置時，會在待裝盤區（橙色區域）累積；要求使用機械臂將三種顏色的餅乾， 

完成餅乾的自動裝盒。一盒餅乾中由 9 塊單包的餅乾組成，每種口味分別 3 塊， 

且同口味的餅乾放置在同一個格子中。 

其中，傳送帶部分為該項任務的預置條件，無需進行程式設計或操作；傳送

帶會 以恒定速度運行，大約每 8-10 向待裝盤區輸送一塊袋裝餅乾。 

 
 

 場地共有紅、綠、黃 3 種顏色的正方體木塊，分別代表草莓、綠茶、香蕉口味的 

餅乾； 

 餅乾盒中 對應的底色分別指示相應口味的餅乾包； 
 

 比賽場地示例： 

 

 

 
 

 

 

1.3 競賽評分： 
 

物料得分：放置正確位置的物料每得分 10 分（放置錯誤、放置在外側的物 

料不得分）； 

節拍控制（要求機械臂能夠按照餅乾到達的速度，儘量協調抓取擺放的時間， 

避免物料累積置託盤區域之外）： 

（1） 託盤區內累積的物料個數小於等於 2 個，附加 10 分； 
 

（2） 託盤區內累積的物料個數大於 3 個，- 10 分； 

機械臂 

傳送帶 待裝盤區 餅乾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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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代理 全佑電腦 

 

 

 
 

比賽期間，不允許用手觸碰機器人，若要求重新啟動機器人，每重啟一次扣 
 

10 分。 
 

每輪總分=物料得分+節拍控制得分-  運行重啟次數×10。 比賽可以進行兩輪； 

比賽總得分為兩輪比賽成績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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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賽內容——國、高中組比賽規則： 
 

1. 參賽人群： 
1） 年齡為 12-18 周歲，全日制在校國、高中學生  

 

2. 任務介紹： 
 

智慧製造中，其中重要的一個維度是網路集成。銷售端，能夠通過網路，下 

達客戶需求，而智慧工廠，則能夠為按照訂單，進行小批量個性化產品訂單 

的加工生產與出庫。  

 本次競賽主題以類比定制化木制手機殼為參賽內容，兩種不同顏色的木制手 

機殼，已完成原材料的基本加工，堆放於半成品區。當工廠接受到小批量個 

性化訂單時，將通過電腦，向生產單元下達生產任務，由生產單元，自動取 

料，完成剩下的加工步驟，和檢測步驟，並裝盒出庫；  

  整個生產過程包括以下生產工序：  

1） 訂單介面：需要設計交互介面，用於接受訂單；在競賽中，以清單形 

式，根據競賽當天公佈的具體生產內容，完成訂單內容的錄入，類比 

訂單的接收； 訂單內容：其中包括紅色、綠色手機殼分別對應的數

量，以及兩類產 品所要對應的雕刻圖案；   

2） 原材料取放：半成品的紅、綠兩種手機殼分別堆放半成品區，參賽選 

手，根據訂單數量，控制機械臂需自動完成物料的取放； 取放要滿

足合適的節拍以適應後續的生產節奏；  

3） 半成品檢測：  

原材料在碼放，及生產倉儲過程中，可能出現錯誤或發生變質，再次 

生產加工時，要確保物料的品質，需對物料進行檢測； 已知，在覆核

之前的半成品生產過程時，發現其中紅色生產半成品中 由於之前的一

個噴塗生產環節出錯，產出一個黃色的半成品，在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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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需進行檢測，將該錯誤物料檢測出來，堆放在生產線旁，按作 

廢處理；  

4） 定制化加工：  

訂單可以由幾種不同的可選雕刻圖形，需要訂單錄入的內容，完成對 

半成品的繼續加工，在半成品內容上完成雕刻； 雕刻圖案分別為：正

方形，三角形，十字型，三種，由選手預置具體 的雕刻路徑在程式中；  

5） 檢測下線  

雕刻加工後的成品，需要通過電腦視覺對雕刻效果進行檢測，確認 雕

刻效果之後，合格的產品方能下線；檢測完成後，由下料區機器人 對

生產後的成品，按不同的顏色，進行分類碼放； 在本次生產中，我們

以 LED 燈模擬對雕刻的成品進行拍照、檢測的過 程，雕刻完成成品到

達指定的檢測點時，通過 LED 燈發光照射 1 秒模 擬檢測過程。  

 場地設計：  

1）比賽場地分為自動生產區；  

2）兩類生產半成品放在對應的半成品區域，比賽時會以對應的貨架分別存 

放不同顏色的木塊，用以代替待加工的半成品手機殼；  

3）上料區、雕刻加工區、下料區均由學生，自行設計安排擺放機械臂及傳 

感器在生產線上所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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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場地設計參考：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總代理 全佑電腦 

 

 

隔離欄 

裁判評分區 

 
雕刻加工區  

A 類半成 

品 

 
B 類半成 

品 上 

傳送帶 

 

料區 

自動生產區 

成品 

下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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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設備及道具：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總代理 全佑電腦 

 

條目 說明 

桌面級高精度機械臂 （1）最大運動直徑：300mm 
（2）重複定位精度：0.2mm 
（3）負載：500g 
（4）一體化集成外設介面： 

通用：IO>10 步進電機

介面：2 
12V 電源介面：2 

（5）具有 3D 列印、鐳射雕刻、圖形化程式設

計、 藍牙通信等多種功能 

迷你傳送帶： 50cm * 10cm *8cm 高，步進電機驅動 

移動平臺 全向移動平臺，可搭載機械臂，並於機械臂通 

信，含遠端操控設備（同時完成移動平臺於機 

械臂的遠端操作），含圖傳平臺即時傳輸視頻圖 

像；含有物品放置平臺，尺寸：340mm*460mm 

感測器套件 紅外距離感測器、顏色感測器、導線若干 

氣動套件 迷你氣泵盒、吸盤配件若干； 

鐳射 能夠完成相應的雕刻任務； 

  
Dobot Magician 產品介紹：  

 
Dobot Magician 是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發的第二代高精度四軸消費 

級桌面智慧機械臂。於 8 月 16 日正式推出市面。該機械臂具有高重複定位精度， 

只需要更換末端夾具，就能夠實現吸取、夾取、寫字畫畫、鐳射雕刻、3D 列印 

等多種功能。500g 的負載，多功能的末端，參賽選手可以採用不同的方式搬運， 

分揀物料。鐳射頭可以實現雕刻，模擬生產環節。0.2mm 的精度能夠勝任組裝及 

裝盒任務。如果有特殊需求還可以利用 Dobot Magician 的 3D 列印功能，實現定 

制末端夾具。選手可以根據自己的比賽方案選擇台數，搭建產線。  

http://www.keji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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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規則及評分： 
 

1. 參賽說明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總代理 全佑電腦 

 
1).比賽為 6 人賽；  

2).比賽當天，各組參賽隊員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生產線的搭建調試；  

3). 賽前，各參賽小組可根據搭建方案，對傳送帶，機器人、感測器等相 

關設備進行配置、類比，並完成控制程式的調試；  

 

2. 計分規則 
 

任務 條目 評分要點 計分規則  

任務 上料  按照制定訂單內容， 按要求的個數將相 單個計分 5  

一  將相應數量的 A、B 兩 應的物料放置在傳 

類半成品放置在傳送 送帶上  

帶上；      

  多放  單個扣分 10 

分  

任務 檢測  檢測出不合格的物料  正確檢測不合格並 合併計分 50  

二  放置在產線側邊  

錯誤的拿出物料  單個扣分 10 

分  

任務 加工  再正確的半成品上完 雕刻正確的圖案在 單個計分 20  

三  成正確的雕刻  半成品上    

任務 檢測 成品到達指定位 成品到達指定位置 單個計分  

四  下線  置時，LED 燈照射檢 時，亮起 LED 照射  5 分  

測，檢測完成後，按 分類正確 且 正 確 單個計分 5 

要求碼放  碼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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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附加說明: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總代理 全佑電腦 

 

1）雕刻合格：雕刻圖像完整，且圖形完全在半成品物料面內； 雕刻內容

錯誤：未按照制定的幾何圖形要求進行雕刻；  

2）成品碼放：碼放高度不得高於 3 層；不同的成品需要分別碼放；若未 

按以上要求碼放的部分，則不計此部分數量的成績；  

3）得分一致時，根據相應的運行流程，完成整個生產過程，用時較少者 

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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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評分表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總代理 全佑電腦 

 
 

Dobot 工業 4.0 模擬挑戰賽評分統計表（ 組） 

任務 項目 個數 分值 實際得分 

任務 1 上料正確  5  

 多上料  -10  

任務 2 正確檢測 —— 50  

 錯誤拿出  -10  

任務 3 雕刻合格  20  

任務 4 LED 照射檢測  5  

任務 5 產品碼放  5  

 其他備註    

 用時    

 總得分    

 隊伍排名    

 裁判簽名    

 覆核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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