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电子学会文件
川电会〔2020〕29号

关于举办 2020 年第六届

四川省大学生智能硬件应用设计技能大赛

暨四川省青少年智能硬件创新应用设计大赛的通知

四川省各高校、高职大专、中职及中学学校：

智能硬件是“互联网+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是指具备信息采集能力，并可

实现智能感知、交互、大数据服务等功能的新兴互联网终端产品。在手机、电

视等终端产品实现智能化之后，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智能交通、健康医疗、

以及其它小微领域产品在内的五大类智能硬件产品的市场规模迅速增长。预计

到 2025年，中国智能硬件市场规模将突破 7000亿元。

为了顺应智能硬件产业的发展趋势，增强青年学生对智能硬件产品学习和

研究兴趣，激发创新热情，为我国智能硬件产业培养后备人才，四川省电子学

会将举办“2020 年第六届四川省大学生智能硬件应用设计技能大赛暨四川省青

少年智能硬件创新应用设计大赛”（简称“智能硬件大赛”）。

“智能硬件大赛”曾为四川省双创周及相关活动周重要子活动之一，至今已

成功举办 5届，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

教 20条）》、《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四川省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本届大赛在以高校学生为主的同时，也将面向中学辐射，主要

用以促进职业教育人才的培育和职业教育发展。

同时，在智能硬件各行业应用中，占据智能硬件强大能力的“磁性材料”应

用和人才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本届竞赛，还是四川省第二批次紧缺人才平台

建设：“四川省紧缺领域电子信息材料专业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的主要

活动内容之一。

在本届竞赛活动中，高职组、高校组获得奖项的作品，还将有机会推荐到

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教育部仪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主办，上海大学机

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上海唐辉电子有限公司、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等承办的：

“唐辉电子-爱普生”杯第六届中国智能仪器仪表设计大赛国赛项目。

现将活动详细方案通知如下，请各高校、高职及有条件的中学积极报名参

与。

附件 1: 2020 年第六届四川省大学生智能硬件应用设计技能大赛暨四川省

青少年智能硬件创新应用设计大赛方案

附件 2: 2020 年第六届四川省大学生智能硬件应用设计技能竞赛暨四川省

青少年智能硬件创新应用设计大赛参赛队员报名登记表

四川省电子学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附件 1:

2020 年第六届四川省大学生智能硬件应用设计技能大赛

暨四川省青少年智能硬件创新应用设计大赛方案

一、竞赛名称

2020 年第六届四川省大学生智能硬件应用设计技能大赛暨四川省青少年

智能硬件创新应用设计大赛

二、指导单位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三、主办单位

四川省电子学会

四、承办单位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四川省电子学会智能硬件公共实验室

五、协办单位

深铭易购 百科荣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六、平台建设

本届“智能硬件大赛”是“四川省紧缺领域电子信息材料专业教师技艺技能传

承创新平台（四川省第二批次紧缺人才平台建设）”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

七、国赛推荐

本届“智能硬件大赛”高职组、高校组获奖作品，将有机会推荐作为“唐辉电

子-爱普生”杯第六届中国智能仪器仪表设计大赛参赛项目。

八、支持媒体

四川科技报、集成电路应用、信息产业报道、太赫兹科学与电子信息学报、

电子报



九、支持单位

机智云 成都国际音响展 1024 机器人俱乐部 宜宾格莱特科技 金川电

子

十、竞赛决赛会议时间

2020 年 12 月 12 日

十一、竞赛决赛

由于疫情影响，本届竞赛决赛由线上答辩，具体实施方案后续通知。

十二、竞赛组织机构

（一）大赛组委会

主任委员：

杨晓波 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四川省电子学会理事长

副主任委员：

刘 忠 乐山职业学院院长

杨 阳 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

邹喜华 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卢台生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副校长

邱永成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常务副院长

黄应强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陈方亮 四川空隙教育总经理

刘勇军 世纪鼎利西南大区总经理

唐旭辉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执行院长

程晓伟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向 涛 四川省电子学会秘书长

秦培均 天津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自动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电子学

会防雷专委会主任

委员：

贾正松 四川省信息职业学院电子信息系主任



熊建云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王自敏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材料专业教授

闫雪梅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电子信息系主任

林 鑫 百科荣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西南总经理

熊 峰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助理、教务处长

钱康亮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工程技术学院副院长

李天祥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鼎利学院执行院长

罗 勇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鼎利学院副院长

王俊海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鼎利学院副院长

（二）大赛执委会

主任：

魏 昭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副院长

委员：

潘宏彬 四川省电子学会副秘书长

沈 红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新新材料与化工能源学院院长

严新发 成都纺织专科学校电气信息工程学院专业负责人

刘洪涛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负责人

王 宇 绵阳职业学院招就处

李 彬 四川航天职业学院竞赛负责人

王霏宇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专业主任

陈明平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电子系副主任

胡 钢 四川省信息职业学院电子信息系教研室主任

陶薇薇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文信学院专业负责人

何 恒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专业负责人

兰 虎 四川广元市高级职业学校主任

王海彬 宜宾长宁职业职业技术学校副书记

徐文平 宜宾南溪职业职业技术学校主任



何小波 四川省剑阁职业技术学校主任

唐 渊 四川宣汉职业中专学校专业负责人

李家波 宜宾江安职业技术学校主任

李于江 宜宾长宁职业技术学校主任

黄 磊 宜宾屏山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负责人

邓明军 宜宾高县职业技术学校主任

孙小娟 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负责人

唐 李 四川安岳职业教育中心专业负责人

（三）大赛执委会办公室

主任：

秘 涛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教务处处长

副主任：

谭 斌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信管系副主任

邱 威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院办主任

十二、参赛范围

（一）参赛对象

1、四川省有正式学籍的高校在校大学生（含本科、专科生、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学生）（参赛时请携带并出示本人学生证和身份证，以核实身份）。

2、特邀周边邻近省份高校在校生（参赛时请携带本人学生证和身份证，以

核实身份）。

3、特邀四川省有正式学籍的在校中职、中学学校学生（参赛时请携带本人

学生证或学校学籍证明和身份证，以核实身份，可异校组队）。

（二）参赛人数

以团队形式参赛，每个参赛团队限 5 人（每人只能参加一个团队）。每所高

校最多不超过 5 支队伍，中职、中学不超过 2 支队伍，社会机构组队中学生队

每个机构不超过 2 支队伍。

（三）指导教师：每支参赛队伍最多可设 2名指导教师。



（四）参赛类别

1、产品孵化设计组

本组参赛作品已经具备一定功能，或全部功能，硬件设计已趋完善的作品。

2、功能创意组

本组参赛作品还处于初创阶段，但能通过视频设计、PPT 讲解设计意图，

设计意图为智能硬件实施范畴。

十三、大赛流程

赛事分为学校选拔和决赛两个阶段。

（一）学校选拔：各高校自行组织，评选出进入决赛的队伍，将参赛作品

送组委会预审，通过的参赛项目方可进入决赛会议。

（二）决赛形式：现场集中竞赛

1．决赛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12月 8 日

2．决赛报名邮箱：31409957@qq.com（邮件命名格式：学校名称 2020

年

智能硬件设计大赛会议报名表，报名表见附件 2）

3．决赛报到时间、地点：2020年 12月 11 日下午 14:00-17:00，详见群消

息。

4．决赛竞赛时间：2020年 12月 12 日

5．决赛比赛地点：网络会议答辩

6、颁奖典礼时间、地点：2020年 12月 12 日 16:30：网络会议

十四、决赛

（一）决赛

时间：2020年 12月 12 日 9:00-16:00

对象：所有预审通过参赛队伍

参赛作品：已完成智能硬件作品，视频介绍，作品应用领域及相应佐证素

材（论文、专利等）。

方式：采用作品演示+答辩模式，即每支参赛队伍选出一位作品演示人员，



一位主要讲解人员，和一位主答辩人员。如小于 3 人参赛队者，可由参赛队员

自行安排。

在演示答辩区，参赛队伍进行不超过 20 分钟的演示+答辩环节（视频展示

5分钟，演示 5 分钟，答辩 10 分钟）。

注：任何选手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扰乱或破坏竞赛现场，一经发现，将直接

取消该代表队或选手的参赛资格。

（二）竞赛描述

智能硬件定义为：基础智能硬件为具有一定感知，并有执行输出的硬件设

备，高级智能硬件为具有主动识别与控制、远程信息采集与控制的互联网+硬件、

物联网硬件、智能家居硬件等。只要满足上述硬件条件，结合实际用途，具备

实用功能，附属某个行业领域，均可报名参加本项赛事。

竞赛通过参赛队对其设计的智能硬件作品的应用、功能、性能等进行全面

介绍，实并结合作品演示，行业属性、创新性、作品原创部分展示及作品相关

知识答辩，以获得通过专业网站对该类作品项目进行创新、可行性等多方面平

衡、评估，最终给出各参会队得分及排名情况。

各参赛选手答辩时自带所需展示工具及展示环境，如需会议现场提供的仪

表、工具等，请提前与组委会联系。

（三）竞赛涉及知识范围

电子技术、单片机技术、嵌入式技术、安卓应用技术、IOS 应用技术、物

联网应用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智能材料研究与应用等。

（四）可选智能硬件平台或方案，但不仅局限以下平台

机智云 Arduino 小米智能硬件 百度智能硬件平台 阿里云智能硬件平台

啃萝卜智能硬件平台 腾讯物联智能硬件开放平台

（五）成绩评定方式

1、竞赛满分为 100 分。

2、团队比赛的评分成绩=原创查询得分+创意设计得分+作品演示得分+答辩

环节得分。



3、评分标准

评分模块 考查点 权重 描 述 评分标准

原创查询

得分

设计作品

的原创度
10%

通过专利、知网、网络及相关知识产权

库对作品创意进行查询，是否属于原创，

或原创度占作品多少

根据模板

符合度现场评分

创意设计

得分

参赛作品

原创设计得分
40%

通过作品展示，对创意设计进行评测，

主要从行业领域，刚需度、可推广度、

市场前景等方面进行评析

根据模板符合度

现场评分

作品演示

得分

参赛作品完善

度、演示效果、

功能实现度

30%

通过作品演示，对作品功能进行评测，

主要从作品功能展示、实现效果、作品

工艺等方面进行评析

根据模板符合度

现场评分

答辩环节

参赛作品技

术、设计等角

度进行

20%
通过评审专家对作品、参赛队员就参赛

作品技术、设计等角度进行评析

根据模板符合度

现场评分

（六）注意事项

1、由于智能硬件开发与设计，可能需要与互联网接入，如作品需要接入互

联网，请参会选手自备网络接入设备。

2、禁止将智能硬件平台提供的公版直接拿入会议比赛，一经查实，将直接

取消参会资格。

3、禁止使用网络及电子干扰设备，攻击或干扰工具扰乱其他参会作品正在

进行的演示和答辩。

4、参赛队伍必须服从主办和承办方的统一安排，遵守会议纪律。如比赛完

毕后对现场答辩、所评奖项有疑议，请在比赛后 1 小时内向组委会进行申诉，

核实竞赛数据。

5、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必须爱护比赛仪器，注意用电安全。如有因操

作失误引起的仪器损坏，由参赛队员负责赔偿。

十五、奖项设置



（一）根据各参赛队伍预审（含投票统计折算）和现场决赛得分加权和为

各队的最终得分，按得分高低排列顺序，颁发相应奖项。

（二）本次竞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参赛队总数为基

数，特、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5%、10%、20%、30%（小数点后四

舍五入）。获奖团队将获得相应荣誉证书。

（三）获得奖项的参赛队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并颁发对应荣誉证书。

（四）2020年 12月底四川省电子学会将通过官网、微信平道公布获奖名单。

十六、持续项目支持

（一）参赛获奖项目可推荐参加每年成都市项目转化。

（二）参赛选手可优先被吸收为四川省电子学会会员。

（三）参赛获奖选手，可根据自己参赛获奖等级、自愿申请，获得四川省

电子学会认证的“四川 ICT 高端技术专业人才”、“高级人才”、“中级人才”、及“初

级人才”证书。

（四）参赛获奖选手，可根据自己参赛获奖等级、自愿申请，经过考核获

得中国电子学会颁发的“电子工程师”证书。

（五）获奖项目将有机会在支持媒体上推荐及作品论文发表。

十七、其他事项

（一） 竞赛由四川省电子学会全程监控。

（二） 本项竞赛为四川省电子学会纯公益科普活动，考虑今年疫情影响，

不能现场答辩，故此今年不向所有参赛队伍收取任何费用。

十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15828380167 电子邮箱：31409957@QQ.com

mailto:31409957@QQ.com


附件 2:

2020 年第六届四川省大学生能硬件应用设计技能大赛

暨四川省青少年智能硬件创新应用设计大赛参会队员报名登记表

学校或系部（盖章）：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邮编： 通信地址：

序号 参赛项目

指导教师

（一题不超过 3 名）

参赛队员

（一题不超过 5 名）

队名 项目简介

（200 字以内）

备注：请竞赛负责人、指导老师加 QQ群： 2020年智能硬件设计应用技能大赛

群号：1034988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