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首届 3D 打印与智能制造技能大赛决赛通知

各有关院校、企业：

2017年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首届3D打印与

智能制造技能大赛总决赛定于 2017 年 8月 22 日-26 日在浙江省

杭州市隆重举办。依据竞赛技术说明会工作会议确定的内容及金

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的相关精神，现将决赛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决赛时间和地点

（一）国际选手报到时间：2017 年 8 月 22 日

（二）国内选手报到时间：2017 年 8 月 23 日 9:00-14:00

（三）开幕和比赛时间：2017 年 8 月 24—25 日

（四）闭幕时间：2017 年 8 月 26 日上午

（五）比赛地点：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开发区学源街 68 号）

二、报到安排及注意事项

（一）国际集中接站时间：2017 年 8 月 22 日

（二）国内集中接站时间：2017 年 8 月 23 日 9:00-13:00

（三）接站地点：萧山机场、杭州城站和杭州东站

国际选手报到地点：杭州曙江大酒店（江干区下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 2 号大街 1 号）

（五）国内 3D 打印选手报到地点：杭州万商国际酒店（江

干区下沙经济开发区银沙路 199 号）

（六）国内智能制造选手报到地点：杭州铂宫酒店（江干区

下沙经济开发区天城东路 145 号）

（七）每个参赛队指定一人办理报到和入住手续。提前入住

的代表队请联系：王海东（15021066006）。

（八）请各参赛队自行统一服装。

（九）组委会统一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三、缴费安排

组委会决赛期间对参赛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及比赛期间

的交通、住宿、餐饮由组委会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具体事宜

详见《3D 打印与智能制造技能大赛组织方案》（附件 1））

四、信息确认

请各参赛机构认真确认已经提交的《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

名信息表》，如有变更，请务必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前和大赛组

委会确认。信息确认联系人（电话）：周海燕（13366353668）

请各参赛机构认真填写《3D 打印与智能制造参赛食宿安排

回执表》（附件 2），酒店床位紧张，请务必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前将食宿安排回执表发至组委会邮箱：jinzhuan2025@163.com。

五、3D 打印国际赛报名

2017 年 8 月 24 日组织“3D 打印国际赛”，代表队遴选范围

为晋级决赛的 30 只代表队，具体参赛代表队数量根据报名情况

mailto:jinzhuan2025@163.com


抽签决定，各代表队自愿报名参加，“3D 打印国际赛”比赛成

绩不计入最后国内决赛成绩。国际赛单独表彰，如申请参加，请

务必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前和大赛组委会确认。

3D 打印国际赛申请联系人（电话）：吴林（15810967716）

五、联系方式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首届 3D 打印与智能制

造技能大赛组委会

联系人：陈杰文（15801092768） 周海燕（13366353668）

吴 林（15810967716） 何 勇（13126952338）

电 话：010-82895227-800/806/807

邮 箱：jinzhuan2025@163.com 官方 QQ 群：472969630

附件 1.3D 打印与智能制造技能大赛组织方案

附件 2.3D 打印与智能制造参赛食宿安排回执表

附件 3.3D 打印与智能制造技能大赛参赛团队信息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组委会

2017 年 08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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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首届 3D 打印与智能制造技能大赛决赛

组织方案

一、举办机构

政策指导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

承办单位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技能发展工作组

联合承办单位

1.智能制造生产线运营与维护大赛

北京企学研教育科技研究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克新兴科技有限公司

2.3D 打印造型技术大赛

北京企学研教育科技研究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维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克新兴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北京中机赛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汇天威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旭上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数林软件有限公司

二、决赛时间和地点

（一）国内报到时间：2017 年 8 月 23 日 9:00-14:00

（二）开幕和比赛时间：2017 年 8 月 24—25 日

（三）闭幕时间：2017 年 8 月 26 日上午

（四）比赛地点：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开发区学源街 68 号）

三、食宿缴费安排

组委会决赛期间对参赛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及比赛期间

的交通、住宿、餐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一）3D 打印赛项食宿（含三餐、比赛期间交通）标准：

人民币 340 元/人·天。

（二）智能制造赛项食宿（含三餐、比赛期间交通）标准：

人民币 320 元/人·天。

（三）食宿费用由上海易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收取并统一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食宿费用建议报到时缴纳现金或提前转账，

规定不能缴纳现金的单位请于 8 月 20 日前汇款，汇款账号信息

如下：

单位名称：上海易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银行上海市临沂路支行

税 号：91310115572707220E

账 号：452068092753

联 系 人（电话）：张弘（18521567633 微信同号）

三、3D 打印造型技术决赛组织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参加人员 地点

8 月 22

日
全天

裁判、仲裁、监督报到

国际选手报到
工作人员 住宿酒店

8 月 23

日

09:00-14:00
参赛队报到，集中接站、安排住

宿，领取资料
工作人员、参赛队 住宿酒店

9:00-17:00 国际选手赛前培训 国际选手 杭职院

09:00-12:00 裁判培训会议
裁判长、裁判员、监督

组、专家组
会议室

13:00-14:30 裁判工作会议
裁判长、裁判员、监督

组
会议室



15:00-16:00 领队会，场次抽签 各参赛队领队、裁判长 会议室

16:00-16:40 熟悉赛场 各参赛队领队 竞赛场地

16:40 检查封闭赛场 裁判长、监督组 竞赛场地

17:00 参赛领队返回酒店 竞赛场地

8 月 24

日

5:50-6:20 早餐 所有人员 住宿酒店

6:20-7:00 发车前往杭职院 所有人员

7:00 到达开幕式场地集合 所有人员 杭职院

08:10 到达竞赛场地前集合
国际赛各参赛队、工作

人员 竞赛场地前

08:10-8:30 国际赛，大赛检录、抽签

国际赛参赛选手、检录

工作人员、加密裁判、

监督
竞赛场地前

8:30-12:30 国际赛竞赛阶段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赛场

12:30-13:00 竞赛结束，场地清理 工作人员 赛场

14：00-17:00 评分 裁判 评分工作室

8 月 24

日 08:00-17:00 全天答辩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赛场

8 月 25

日

7:00-7:30 早餐 参赛人员 住宿酒店

7:30-8:00 发车前往杭职院 参赛人员

8:00-8:30 国内比赛选手，大赛检录、抽签

参赛选手、检录工作人

员

加密裁判、监督
竞赛场地前

8:30-14:30 竞赛阶段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赛场

14:30-15:00 竞赛结束，场地清理 工作人员 赛场

15:30-20:00 评分 裁判 评分工作室

8 月 26

日

7:00-8:00 早餐 所有人员 住宿酒店

8:00-8:30 发车前往杭职院 所有人员 杭职院



8:30-9:00 竞赛点评 专家组长 杭职院

9:00-11:00 大赛闭幕式 参赛选手、裁判 赛场

13:00 集中送站 所有人员 住宿酒店



四、智能制造生产线运营与维护决赛组织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参加人员 地点

8月22日 全天
裁判、仲裁、监督报到

国际选手报到
工作人员 住宿酒店

8月23日

09:00-14:00
参赛队报到，集中接站、

安排住宿，领取资料
工作人员、参赛队 住宿酒店

09:00-12:00 裁判培训会议
裁判长、裁判员、监督

组、专家组
会议室

13:00-14:30 裁判工作会议
裁判长、裁判员、监督

组
会议室

13:00-16:00 国际选手赛前培训 国际选手 杭职院

15:00-16:00 领队会，场次抽签 各参赛队领队、裁判长 会议室

16:00-16:40 熟悉赛场 各参赛队领队 竞赛场地

16:40 检查封闭赛场 裁判长、监督组 竞赛场地

17:00 参赛领队返回酒店 竞赛场地

8月24日

5:50-6:20 早餐 所有人员 住宿酒店

6:20-6:50 发车前往杭职院 所有人员

7:00 到达开幕式场地集合
上午不参加操作技能

比赛的所有人员 杭职院

7:00 到达竞赛场地前集合
上午参加操作技能比

赛的选手
竞赛场地前

07:00-07:30
1)大赛检录

2)工位号抽签

1)参赛选手，检录工作

人员

2)参赛选手、加密裁

判、监督

1)竞赛场地前

2)抽签区域

07:30-12:30 实操比赛（第1场）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竞赛场地

12:30-13:30 午餐
参赛选手、裁判、工作

人员、指导教师

参赛选手：竞赛场

地

其他：酒店

13:30-14:00
1)大赛检录

2)工位号抽签

1)参赛选手，检录工作

人员

2)参赛选手、加密裁

判、监督

1)竞赛场地前

2)抽签区域



日期 时间 事项 参加人员 地点

14:00-19:00 实操比赛（第2场）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竞赛场地

7:30-17:00 全天答辩 参赛选手、裁判 答辩场地

8月25日

6:00-6:30 早餐 所有人员 住宿酒店

6:30-7:00 发车前往杭职院 所有人员

07:00
参赛队到达竞赛场地前

集合
各参赛队、工作人员 竞赛场地前

07:00-07:30
1)大赛检录

2)工位号抽签

1)参赛选手，检录工作

人员

2)参赛选手、加密裁

判、监督

1)竞赛场地前

2)抽签区域

07:30-12:30 实操比赛（第3场）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竞赛场地

12:30-13:30 午餐
参赛选手、裁判、工作

人员、指导教师

参赛选手：竞赛场

地

其他：酒店

13:30-14:00
1)大赛检录

2)工位号抽签

1)参赛选手，检录工作

人员

2)参赛选手、加密裁

判、监督

1)竞赛场地前

2)抽签区域

14:00-19:00 实操比赛（第4场）
参赛选手、裁判、专家、

仲裁、监督
竞赛场地

7:30-17:00 全天答辩 参赛选手、裁判 答辩场地

17:00-20:00 评分 裁判 评分工作室

8 月 26

日

7:00-8:00 早餐 所有人员 住宿酒店

8:00-8:30 发车前往杭职院 所有人员 杭职院

8:30-9:00 竞赛点评 专家组长 杭职院

9:00-11:00 大赛闭幕式 参赛选手、裁判 赛场

13:00 集中送站 所有人员 住宿酒店



五、表彰与奖励

1.3D 打印造型技术大赛第一阶段初赛设作品奖，以赛项第

一阶段提交作品为基数，创意一等奖占比 10%，创意二等奖占比

20%，创意三等奖占比 30%，其它作品颁发优秀奖。按获奖等级

颁发荣誉证书。

2. 3D 打印造型技术大赛决赛设团体奖，以赛项第二阶段实

际参赛队总数为基数，优胜一等奖占比 10%，优胜二等奖占比 20%，

优胜三等奖占比 30%，其它选手颁发优秀奖。按获奖等级分别颁

发奖杯、奖章及荣誉证书。

3．3D 打印国际赛设团体奖，国内外选手同台竞技，分开排

名，一等奖占比 10%，二等奖占比 20%，三等奖占比 30%，其它

选手颁发优秀奖。按获奖等级分别颁发奖杯、奖章及荣誉证书。

4. 智能制造生产线运营与维护大赛决赛设团体奖，以赛项

实际参赛队总数为基数，优胜一等奖占比 10%，优胜二等奖占比

20%，优胜三等奖占比 30%，其它选手颁发优秀奖。按获奖等级

分别颁发奖杯、奖章及荣誉证书。

5.获得优胜一等奖第一名的团队推荐晋级第三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6.获得优胜奖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7.本届大赛另设最佳组织奖、最佳大赛文明奖、竞赛支持奖

若干名，突出贡献奖若干名。按类别颁发奖牌和证书。



六、赛事观摩

本竞赛设置了两个正赛区，两个表演区，一个展示区，观摩

人员在指定区域观赛，详见赛场指示牌。

（一）观摩对象

对赛项竞赛内容和过程感兴趣的行业企业协会专家和参赛

单位代表等。

（二）观摩方法及纪律

1.两个正赛观摩区，观摩人员可在规定时间，以小组为单位，

在赛场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进入赛场观摩。在正赛观摩区中严

格遵守以下纪律：

 观摩人员必须佩带代表证；

 观摩时不得议论、交谈，并严禁与选手进行交流；

 观摩时不得在工位前停留，以免影响考生比赛；

 观摩时不准向场内裁判及工作人员提问；

 观摩时禁止拍照；

 凡违反以上规定者，立即取消观摩资格；

2.两个表演区和展区观摩，观摩人员禁止大声喧哗。

七、注意事项

（一）大赛动态和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金砖国际赛报名交流

QQ 群：472969630。



（二）参赛学生需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参赛。若证件不齐全，

禁止参赛，提醒各位选手提前办理相关证件手续（身份证证件丢

失需提供当地公安机关证明、学生证丢失需提供本校教务部门开

具的证明）；

（三）其他相关信息报到时详见《竞赛指南》。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首届 3D 打印与智能制造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7 年 8 月 7 日



附件 2：3D 打印与智能制造参赛食宿安排回执表

详见附表

3D 打印&智能制造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食宿安排回执表.xls



附 件 3：

智能制造生产线运营与维护赛项决赛（中方）参赛单位

序号 院校名称 序号 院校名称

1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6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7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3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2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海洋信息工程学院

4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29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5 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0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1 惠州市技师学院

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32 私立华联学院

8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33 广西科技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

9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34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0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35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11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36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37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13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38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14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9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15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4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6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1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17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18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3 贵州首钢水钢技师学院

19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4 东莞市技师学院

20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45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21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46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22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7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2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24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9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5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D 打印造型技术赛项决赛（中方）参赛单位及作品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1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零界 VR眼镜

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IRON MAN 可穿戴式铠甲

3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多环境智能探测“蜘蛛”机器人

4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3D 打印创新设计正弦波教具

5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双驱动自由小车

6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RidingCool 主动进气式夏凉座

7 淮海工学院 多层镂空可转动特色玲珑球

8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自动化机械手臂

9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水陆两栖勘探履带车

10 西北工业大学 五体-仿生机械水母

11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假肢

12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多功能自发电握力器

13 福建工程学院 3D 打印无线传感机械假肢

14 山东职业学院 多功能手摇榨汁机

15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倾斜拨盘式硬币分类器

16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透过林间树叶的钟声

1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米”—cooking helper

18 广东白云学院 盲文日历

19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便携式多功能 DIY 工作箱

2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WaWa 仿真挖掘机拼装模型

21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茶润金砖”茶具

22 宁夏大学 早教奶瓶

23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摩天轮式立体停车库

24 西南科技大学 Gyroid-数学与艺术的演绎

25 广东省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山水加湿器

26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饭盒

27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壁虎杯”

28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储氢电池电极材料混合处理装置

29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智能跳跃机器人

30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向日葵



3D 打印与智能制造大赛决赛国际参赛人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家

1 Ian Van Zyl 男 南非

2 Ronald Masheane Masheane 男 南非

3 Moses Dibomo Mokhatholane 男 南非

4 Nkosithandile Khwesta Mhlongo 男 南非

5 Prince Mandla Mnyakeni 男 南非

6 Meshack Mokgalaka 男 南非

7 Given Dzunisani Chabalala 男 南非

8 Sean Nicholas Poole 男 南非

9 Mbulelo Terrence Zilani 男 南非

10 Julian Denver Attwell 男 南非

11 Johannes Hendrik Louw 男 南非

12 Sarel Pretorius Havenga 男 南非

13 Zacharia Dinoko Moalahi 男 南非

14 Sybrand Johannes Coetzee 男 南非

15 Masabata Agnes Tlali 女 南非

16 Hester Magaretha Van der Linde 女 南非

17 Sebolelo Nomvete 女 南非

18 Ncedisa Mjikeliso 女 南非

19 Kwaaiman Sinaye Mgidi 男 南非

20 Naphtaly Eseria Mokgotsane 男 南非

21 Hein Weyers 男 南非

22 Sergei Shabelnikov 男 俄罗斯

23 Grigorii Shkolnikov 男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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