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智能装备仿真赛道

--数字工业仿真方向（智能硬件系统仿真设计专项组）竞赛

方案

一、赛事说明

竞赛内容主要基于物联网智能硬件的感知、控制和无线通讯 3大功能，通过

IoT 平台，完成对物联网智能硬件的非现场状态感知和控制。综合考察选手对硬

件、传感器、无线通讯等物联网技术的系统了解和应用。

二、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2022 年 5 月-9 月

2.作品提交截止：2022 年 9 月 15 日

3.初赛时间：2022 年 9 月

4.省赛区决赛时间：2022 年 10 月

5.全国总决赛时间：2022 年 11 月

具体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大赛官网和微信公众号。

三、参赛对象及要求

1.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在校学生，以团队形式参赛，每

个团队参赛人数为 2-5 人，设队长 1名，指导教师 1-2 名。

2.所有参赛团队成员及指导教师需登录大赛官网进行注册报名。

四、竞赛内容及任务说明

1.竞赛内容

以命题赛的方式开展，命题以典型常见的物联网智能硬件系统应用场景为背

景，参赛队伍根据命题要求，从给定命题中，任选其一，设计并实现一套物联网

智能硬件系统作品。具体命题如下：

（1）命题 1：智慧城市——噪声管理

背景：近年来广场舞文化盛行，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社

交及锻炼方式，同时也给部分群众和城市管理者带来了一些困扰。为此，有关部



门希望能远程监控广场的噪声大小，以便灵活高效地进行管理。

要求：根据以上背景，设计一套物联网智能硬件系统，采集噪声大小，并通

过 WiFi 将数据上传至 IoT 平台, 通过终端展示并控制物联网智能硬件，假定业

务流程，便于城市管理者执法或提醒市民群众自觉守法。

例 1：当分贝大于 70dB 时，通过终端控制物联网智能硬件上的红色 LED 闪

烁，提示人们声音过大。

例 2：当晚上 22:00 后，大于 60dB 时，终端显示红色，进行预警，提示管

理人员关注。

（2）命题 2：智能家居——IoT 智能小风扇

背景：智能家居作为一个新生产业，时下正处于成长期，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也开始逐步改变。在炎热的夏天，风扇是人们常用的取凉方式之一。然而遥控器

往往不翼而飞，不得不起身操作风扇按键，为惬意的生活，平添了一丝繁琐。

要求：针对以上背景，设计一套物联网智能硬件系统，可以通过手机，远程

控制风扇（可用小电机代替），除控制开关、风速大小外，还可以自行设想一些

消费者希望的功能。

例 1：风扇开关、风速改变时，风扇有反馈，如指示灯亮灭，蜂鸣器发出声

响等。

例 2：风扇如果具有自然风模式，往往更受消费者喜欢，其本质是一种时大

时小的风速变化。

2.任务说明

任务一、系统规划设计

根据所选命题命题，完成物联网智能硬件系统的方案规划设计，主要包括：

系统的总体架构、关键器件的选型、原理图设计及说明。以上统称设计文档，主

要目的是阐述清楚设计的系统架构和逻辑原理。

任务二、硬件的搭建

根据所做系统规划设计，完成物联网智能硬件的搭建，搭建内容包括： 实

现主控及通讯模块与传感器、外设的电气结构的可靠连接、搭建硬件的模拟使用

场景。主要目的是实现系统规划设计中的硬件电气连接，并搭建模拟的使用场景



（比如用纸壳模拟的广场、用电机模拟的风扇加上必要的结构支撑）。

任务三、通信程序编写

根据所做系统规划，完成主控单元与传感器、外设的通讯与控制，IoT 平台

的连接、终端的设计搭建等。该过程主要在云平台进行功能的建立与添加，平台

会提供指导说明，以确保学生在仔细阅读理解的情况下，能完成该项任务。

任务四、系统调试

完成系统调试，能够通过传感器采集相应的环境参数，将参数上传至 IoT

平台，通过控制终端展示该环境参数。根据终端展示的环境参数，远程控制物联

网智能硬件动作或达到阈值后自动动作。即实现设计文档中的功能。

3.工具说明

完成以上四个任务需要依托以下物联网智能硬件系统。此系统包含 5大模块，

参赛选手可以选择如下模块，以实现物联网智能硬件系统的开发。

序号 模块 说明 图片示例（供参考）

1
主控及通

讯模块

基于 Espressif（乐鑫科技）

的 WiFi SOC 开发板

2 传感器
温湿度、光电、压力、烟雾

等各种传感器

3 外设 按键、LED、LCD、摄像头等

4 IoT 平台 提供设备连接及用户管理 云世科技提供支持

5 控制终端 APP、小程序、Web 页面等 云世科技提供支持

以上 5大模块的框架如下图，主控及通讯模块通过传感器了解外界环境状况，

并将数据上传至 IoT 平台，将环境状态展示至终端，再通过终端或主控及通讯模



块，控制外设做出动作，以改变或维持环境状况。

传感器

主控及通讯

模块

外设

IoT 平台

终端

五、报名及缴费

竞赛采取注册参赛的形式，报名要求如下：

1.5 月 1 日后参赛单位和个人可登录大赛官网填写参赛报名信息。

2.请参赛者报名后按照 300 元/作品的标准缴纳大赛报名费。参加决赛的个

人需缴纳会务费，缴费标准待决赛执行方案确定后详见大赛官网。

3.大赛的详细内容及进展情况，将在大赛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更新，请

各参赛者及时关注。为做好参赛组织工作，建议各参赛单位选派一名工作人员负

责与大赛组委会的日常联络。

4.费用可在大赛官网或公众号上直接支付，也可采用汇款方式。

汇款信息如下：

账 户：北京信诚博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亚运村支行

账 号：110916013610902

汇款时请备注“智能硬件+学校名称+汇款人姓名”。

六、对参赛作品/内容的要求

各参赛者需要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前登录官网注册报名并将参赛作品上传

到大赛官网。

（一）初赛

对报名参赛人员进行资格审定、作品内容审核。

1.参赛需要提交的作品有：设计文档和演示视频。



（1）设计文档

主要包括：系统的总体架构、关键器件的选型、原理图设计及说明。主

要目的是阐述清楚设计的系统架构和逻辑原理。

（2）演示视频

视频长度 3-5 分钟，MP4 格式，大小 200MB 以内；包括但不限于重要制

作过程、作品操作和演示过程等。

以上文件打包成一个文件包，以“智能硬件+学校名称+作品名称+姓名（队

长）”形式命名后，上传到百度云盘，生成链接，把链接地址上传至大赛官网。

2.特别提醒：大赛组委会将对提交的参赛作品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对作

品原创性和创新性进行审核。如有违规，一经查实，取消参赛资格。

（二）省赛区决赛

对通过初赛评审的作品按照标准进行网络评审。评审结果将于评审结束

后 3个工作日内在大赛官网公布。

1.所有作品以截止日期前收到的文件作为初赛和省赛区决赛评审依据。

组委会对逾期提交文件的按照弃赛处理。

2.评审按照分数高低确定排名。评审遵循大赛章程要求。

（三）全国总决赛

通过省赛遴选出的优秀作品，组委会将通知作者携带实物作品参加现场

决赛，进行现场展示。每个参赛队伍需要在 5分钟内进行作品展示和说明，

最后回答专家提问。

1.总决赛作品可以在提交的省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作品完善后，将参赛作品打包成一个文件，以“智能硬件+总决赛+学校名

称+作品名称+姓名（队长）”形式命名后，上传到百度云盘，生成链接，于决赛

前7日把链接地址上传至大赛官网。

2.比赛顺序按照抽签顺序进行。

3.陈述形式说明

鼓励参赛队伍围绕参赛作品设计思路选择恰当的演示形式；作品陈述不设

人数限制，凡报名参赛队选手均可参加（指导老师不可参与）。陈述过程可辅以



视频、PPT等配合说明。

七、评分规则

本专项赛包括系统规划设计、硬件搭建、通信程序编写、系统调试、现场演

示五个任务。初赛及省赛区决赛包含 1-4 项任务，满分为 100 分。全国总决赛

包含 1-5 项任务，满分 120 分。

序号 任务 分数/分 说明 其他

1 系统规划设计 20

紧扣命题，解决命题中的

问题，选者合适的方法，

设定合理的业务流程。

2 硬件搭建 40

实现传感器、外设、主控

及传输单元的电气连接，

搭建模拟的场景

3 通信程序编写 20 完成本地程序的编写

4 系统调试 20

完成物联网智能硬件与

IoT 平台及终端的连接，

并运行物联网智能硬件系

统

5 现场表现 20
根据现场演示及答辩表现

评分

仅全国总

决赛涉及

1.初赛与省赛，根据 1-4 项任务的完成程度进行评分。

2.全国总决赛，采用现场评分的方式进行，需带作品至现场演示，根据 1-5

项任务进行评分。

八、赛制及奖项说明

竞赛为初赛、省赛区决赛和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竞赛采用邀请制，各省拟

邀请 4-6 所院校参赛，推荐 24 支参赛队伍。

初赛由大赛组委会和省赛区办公室联合进行，通过初赛进入省赛区决赛的名

单将会在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官网公示。省赛遴选出的优秀作品参加全国总决

赛。



省赛区决赛的奖项按照全国总决赛的相关规定设置。省赛设置一二三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等奖项，由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颁发证书；全国总决赛设

置一二三等奖、优秀指导教师奖、最佳组织奖，由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颁发证书。

九、培训及其他说明

1.针对以上 2个命题，后续将各提供 1个完整的示例，包括作品和规定的文

档，供比赛选手参考。

2.组委会将针对参赛内容等事项安排相关培训，请密切关注大赛官网和公众

号。

3.如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决赛无法正常举行，组委会将酌情变更举办地或

比赛方式，希望各参赛单位和广大参赛者能够理解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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