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河北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 “小型人形智

能机器应用”（高职组）比赛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小型人形智能机器应用

赛项组别：高职组

赛项归属产业：装备制造业

二、竞赛目的

本赛项对接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方向，围绕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进行赛项技术设计，旨在促进

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生产、社会生活服务等多场景中的推广应

用，加快智能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及其人才培养。赛项基于人工

智能特征要素及其多种关键技术融合，以智能机器人为载体，进行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展现智能机器人的人机交互及识别、环境感知、运动控制能

力，着重体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生产、公共服务、智能巡检等多领域中

智能机器人的最新落地应用，以适应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新态势

和发展需求，促进参赛选手的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开发、人工智能训练等

综合职业能力的提升。

三、竞赛项目行业、职业技术标准

高职机器人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通信工程、信

息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机械自动化、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所规定的教学内容中涉及到机器人技术、机器

视觉技术、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编程语言、机器人建模、机器

人建模与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要求。

赛项所涉及专业的岗位面向包括机器人研发与安装与调试与维护岗

位。

GB/T 16655-2008《机械安全集成制造系统基本要求》



GB 28526-2012《机械电气安全 安全相关电气、电子和可编程电子控

制系统的功能安全》

GB/T 29825-2013《机器人通信总线协议》

GB/T 26154-2010《装配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

GB/T 12643-2013《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GB/T 37242-2018《机器人噪音实验方法》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职业编码：2-02-10-09）

人工智能训练师 （职业编码：4-04-05-05）

智能硬件装调员 （职业编码：6-25-04-10）

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职业编码：4-04-05-07 ）

四、赛场环境和设备

（一）竞赛场地

赛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赛位之间互不干扰，从任何一个赛位的任一

位置，目光不能直视到其他任何赛位上的电脑屏幕。

每个赛位面积在20㎡左右，赛位内布置电脑桌2个、5G路由器1个、

竞赛场地一套（双赛道），场内裁判席1个。赛位间进行隔离，现场保证

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必要时设置抽风装置；提供稳定电源。

（二）竞赛设备

赛场设备主要配置清单详见表1。

表1小型人形智能机器应用平台主要配置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1 人形机器人套装 1 套

2 遥控器 1 支

3 综合竞赛任务场景 1 套

4 智能编程训练平台 1 套

5 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1 套

① 人形机器人套装

人形机器人套装

1.尺寸：高度≤36cm。



2.材质：铝合金与PC/ABS塑胶材质。

3.控制方式：支持2.4G群控，支持两种步态算法，慢走≥5厘米/秒，

快走≥15厘米/秒。

4.处理器：采用高性能STM32核心，搭载128M储存卡，可储存多个动

作组，开关内置，充电接口内置，应带有过载保护，支持MPU6050姿态检

测，支持UART接口。驱动器：可同时控制≥17个数字舵机，且机器人带

有≥17路过载保护。

5.开发平台：Raspberry Pi。

6.自由度：支持≥17个自由度，头部1个关节，肩部1个关节（共两

只），手臂2个关节（共两只），腿部4个关节（共两只），脚步1个关节

（共两只）。

7.舵机：

7.1 支持≥17个强扭矩伺服舵机；

7.2 出线方式：副轴出线结构：4级传动结构，副轴采用中空嵌套结

构，保证转动平稳性的同时，方便走线;

7.3 运动范围≥180°，精度≤1°，速度≥461°/S，噪音≤50db.

8.电池电压=7.4V，容量≤2500mAH。

9.音频输出：机体应带有MP3模块和扬声器，支持音乐播放。

10.内置传感器：包含六轴陀螺仪、摄像头等。

11.基础功能：支持左侧翻、右侧翻、大鹏展翅等高难度动作，支持

舞蹈、足球、拳击等动作。

② 遥控器

OLED屏幕

人体工学设计

双全向摇杆

群体控制

电量保护，闲置自动休眠

一键切换状态



一键紧急停止

一键返回主菜单

③ 综合竞赛任务场景

竞赛场地图：310cm*280cm

竞赛场地道具：

障碍墙：长：50cm，宽：4cm，高：8cm

障碍物：直径：2cm，高2cm

（非）易燃物放置台：长35cm，宽17cm，高20cm

易燃物：红色，直径5cm，高20cm

非易燃物：绿色，直径5cm，高20cm

资源块：长7cm，宽7cm，高7cm

人脸图像：

（例）

④ 智能编程训练平台

1.智能编程设备主要提供给选手完成编程任务

可视化终端：≤22 寸；

中央处理器：Inteli5 或同等以上处理器；

内存：≥4G；

硬盘：≥500GB 可用空间；

显卡：显存≥2GB；

能流畅使用相关工程软件；

主要用于编程任务的实现及机器人软件的使用；

配套工位编程桌。

2.路由器：5G路由器

适用频段：2.4GHz+5GHz



⑤ 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图形化编程软件提供图形化编程界面，使用Blockly积木编程，可以

用一块块图形对象构建出应用程序，每个图形对象都是代码块。可以将

它们拼接起来，创造出相关功能，然后将相关功能组合起来，构建出程

序。

图形化编程软件

专业的仿真终端软件，支持SSH、Telnet、VNC、RDP、Serial、XDMCP

等协议，同时还集成了网络抓包、端口扫描等运维实用工具。使用此软

件可以通过SSH协议链接到树莓派进行终端操作。



编程软件

或使用其他支持lua、python3的代码编程软件。

五、重要说明

1.各参赛队比赛选手穿戴好绝缘鞋、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

2.禁止私自携带和使用移动存储设备、通信工具及参考资料。

3.操作完成后，不要关闭任何设备，不要对设备随意添加密码，离

开时将试卷留在考场。

4.不要损坏赛场准备的比赛所需要的竞赛设备、竞赛软件和竞赛材

料等。

5.提供的材料根据大赛试题所列，已满足每队使用需求，各参赛队

不允许自带耗材。

六、竞赛方式与内容

（一）竞赛方式

1.竞赛采取团队比赛方式，每个参赛队由2名选手组成，2名选手须

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籍高职学生,本科院校中高职类全日制在籍学

生也可报名参加（五年制高职学生报名参赛的,只能是四、五年级学生），

不得跨校组队。每支参赛队设领队1名,可配不超过两名指导教师，指导

老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每校参赛队不应超过两支。

2.竞赛项目采用具体的工作任务要求、同样的工作条件。比赛分批

次进行，参赛队比赛的先后顺序由赛前抽签确定。



3.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以现场操作的方式，根据竞赛技术文件的

具体要求，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利用赛场提供的设备和技术资料，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

（二）竞赛内容

由参赛队按工作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以下工作任务：

1.理论测试

参赛选手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理论题测试。

2.小型人形智能机器应用实操测试

2-1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及操作方式

根据任务书要求，利用提供的可视化软件，对人形机器人标准姿态

进行调试和信道配置，完成指定信道遥控器控制；通过可视化软件操作，

完成遥控器按键动作绑定，实现人形机器人的指令功能操作。

2-2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场景服务

根据任务书要求，通过设备编程和调试，完成人形机器人在学校、

家庭场景中的动作设置、语音设置；结合人形机器人自定义动作编程、

人脸识别、颜色识别、语音输出等功能，完成相应服务场景人工智能应

用任务。

2-3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巡检

根据任务书要求，通过编程和调试，模拟学校或社区场景，完成人

形机器人障碍通过、险情警报、危险物拆除等巡检任务。

2-4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搬运

根据任务书要求，通过人形机器人调试和编程，实现人形机器人抓

取搬运、智能定位、标的物智能识别等功能，完成人形机器人高效精准、

无人化、智能化服务等典型应用场景任务。

2-5职业素养与安全意识

考核参赛选手的安全操作规范，设施设备、工具仪器使用规范，卫

生清洁习惯，穿戴规范，工作纪律，文明礼貌等表现。



七、竞赛流程

具体的竞赛日期，由2022年河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及赛区

执委会统一规定，本赛项竞赛3天，选手第一天上午报到，下午召开赛前

说明会和场次抽签活动、并安排选手熟悉赛场；第二、三天进行正式比

赛，并安排赛后说明会。（详细流程以竞赛指南为准）

八、竞赛规则

（一）竞赛时间

理论测试任务时间为60分钟；实操测试任务为调试和演示两部分，

每组参赛选手的调试时间为100分钟，演示时间为20分钟。竞赛过程中选

手可举手示意需要休息、饮食和如厕，必需在裁判员许可后由工作人员

陪同下进行，其时间均计算在竞赛时间内。

（二）比赛入场

1.竞赛需采取多场次进行，由赛项组委会按照竞赛日程表组织各领

队参加公开抽签，确定各队参赛场次，参赛队按照抽签确定的参赛时段

进入比赛场地参赛，不得自行调整。

2.参赛队按竞赛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选手凭参赛证、学生证和

身份证（三证必须齐全）比赛前 30 分钟到赛项指定地点接受检录，进

场前 15 分钟抽签决定赛位号，赛位号由参赛选手抽取，抽签结束后，

参赛选手同一时间按照抽取的赛位号进入各自赛位，迟到 15 分钟者取

消比赛资格。

（三）比赛过程

1.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人员的统一布置和指挥，首先需

对任务书、比赛设备、选配部件、工量具等物品进行检查和测试， 如有

问题及时向裁判人员报告。

2.参赛选手必须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才能进行比赛。

3.参赛选手所携带进入赛场的参赛证件和其它物品，现场裁判员有



权进行检验和核准。

4.比赛过程中选手不得随意离开工位范围，不得与团队外的其它选

手交流或擅自离开赛场。如遇问题时须举手向裁判员示意询问后处理，

否则按作弊行为处理。

5.在比赛过程中只允许裁判员、工作人员进入现场，其余人员（包

括领队、指导教师和其他参赛选手）未经组委会同意不得进入赛场。

6.比赛过程中，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按照电工职业资

格安全标准的要求，且参赛选手须穿电工绝缘鞋进场比赛，确保人身和

设备安全，并接受现场裁判和技术人员的监督和警示。因选手造成设备

故障或损坏，无法继续比赛，裁判长有权决定终止比赛。因非选手个人

因素造成设备故障，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如果确定为设备故

障问题，裁判长将酌情给予补时。

（四）比赛结束

1.在比赛结束前，裁判长提醒比赛即将结束，选手应做好结束准备，

结束哨声响起时，宣布比赛正式结束，选手必须停止一切操作。

2.参赛队若提前结束竞赛，应由选手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竞赛终止

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参赛队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3.比赛中有计算机编程内容的，需按比赛试题要求保存相关文档，

不要关闭计算机，不得对设备随意加设密码。

4.比赛结束后，选手应立即上交答题纸、比赛任务书等，并迅速有

序的离开赛场，到选手休息室等待裁判评分。

5.裁判员评分结束后，裁判员与参赛选手一起签字确认。

6.参赛选手评分确认后将赛场按要求整理干净，经现场裁判员检查

许可后方可离场。参赛选手不得将比赛任务书、图纸等与比赛有关的物

品带离赛场。

（五）其他

1.任何选手在比赛期间未经赛项组委会的批准不得接受其它单位和



个人进行的与比赛内容相关的采访。

2.任何选手不得将比赛的相关信息私自公布。

3.参赛选手、领队和指导教师违反竞赛规则，取消比赛资格并进行

通报。

4.其它未涉事项或突发事件，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或决定。

九、评分标准

（一）评分方法

按竞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参赛队的名次。竞赛成绩相同，完成任务

所用时间少的名次在前；竞赛成绩、完成任务用时全部相同时，进行加

赛。

（二）评分标准及分值

满分100分，分为A、B六个模块，详细评分细则如下：

模块 试题任务 比例 评分要求 评分方式

A 理论测试 20%

单选题 结果评分

多选题 结果评分

判断题 结果评分

B 实操测试 80%

运动控制及操作方式 结果评分

人工智能场景服务 结果评分

人工智能巡检 结果评分

人工智能搬运 结果评分

安全生产与职业规范 过程评分

十、防疫准备

1.所有参赛人员（参赛选手、指导教师、裁判员（长）及专家等）

报到时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河北健康码绿码、大数据行

程码绿码、14天内体温健康登计表、疫情防控承诺书、身份证复印件，

并测量体温37.3℃以下方可参赛。

2.赛前28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赛前21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赛前21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及上述3类人员密接者有密切接触史，赛前 14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县

(市、区)旅居史，赛前14天内有发热（体温≥37.3℃）、干咳、乏力、

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的不可参赛。

3.所有参赛人员来程及大赛期间需全程佩戴口罩。

（根据承办校属地疫情防控情况变化，以上防疫要求可能发生调整，

具体要求详见赛前报到须知）

十一、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软件，有失公正的评判、

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 2 小时内提出，超时不予受理。申诉时， 应

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相应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书面申诉报

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

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

的申诉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选手、领队签名。

3.赛项仲裁工作组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审查，2 小

时内书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如受理申诉，要通知申诉方

举办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如不受理申诉，要说明理由。

4.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

攻击工作人员，否则按有关法规处理。

（二）仲裁

赛项组委会下设仲裁工作组，赛项仲裁工作组接受由代表队领队提

出的对裁判结果的申诉。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2 小时内组织

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赛项仲裁工作组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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