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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 
 

机械科〔2020〕86 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 

设计创新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强国战略，落实工信部等部门关于《制造业设计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2 年）》部署要求，促进机械工

业设计水平和能力提升，助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联合行业和社会相关力量，共同

组织开展 2020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大赛）。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和主旨 

（一）大赛主题：设计创新、智造未来 

（二）大赛主旨：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新发展理

念，按照《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的部署要求，旨

在通过搭建政府指导、行业服务、企业院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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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工业设计创新平台，加强前沿设计理论理念、先进设计与先进

技术传播，加强行业、企业、院校间的交流合作与人才培养，加

强服务工业设计创新资源整合与产业体系构建，加快促进机械工

业设计水平与设计成果转化能力提升，助推行业转型升级，加快

步入高质量发展。 

二、项目设置、参赛对象及参赛方式 

（一）项目设置 

设产品组和概念组两个组别。 

产品组：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已实现产业化两年及以上的

实物产品。 

概念组：指具有一定前瞻性，面向未来且尚未产业化的概念

作品。 

范围涉及种植施肥、田间管理、收获机械等农业装备；起重、

运输、土方等工程机械；工业自动化仪表、科学仪器等仪器仪表；

机器人、智能 AGV、增材制造等智能化装备等四大类。 

（二）参赛对象 

1.产品组：主要面向全国机械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职工。 

2.概念组：主要面向机械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职工，相关高

等院校和职业院校（技工学校）教师；相关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

（技工学校）在校生。 

（三）参赛方式 

本届大赛以企业、科研院所和院校为参赛单位（其中高校也

可以院系进行申报；集团企业也可以二级单位进行申报）。 

同一单位最多可申报 3 支参赛队，每支参赛队人数原则上不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tEs10PWUJDX26FDhCNBXEMc9Q-018vIYQ4otvK_llhDvFyRq0CX2IuoEM__Nw2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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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人;每支参赛队只限申报一个参赛作品。另外，多家单位（不

超过 3家）联合申报，由作品主要完成单位负责申报。 

三、大赛时间及赛制安排 

（一）大赛时间：自 7 月中旬正式启动，于 12月底举行决赛。 

（二）赛制安排 

第一阶段：选拔赛 

各相关行业、各参赛单位进行内部选拔，选派选手或组成参

赛团队。 

第二阶段：报名及提交作品 

2020 年 7月中旬-10 月 31日，各参赛协（学）会等组织单位、

各参赛单位，组织网上填报参赛信息，并按照作品提交要求上传

相应附件（报名表需加盖公章，由工作联系人统一邮递到大赛办

公室）。 

第三阶段：资格初审及初赛评审 

资格初审：提交作品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参赛作品的资

格和作品材料审核（审核不合格的参赛作品予以退回，并可以在

资格初审期间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重新提交后审核不合格的作

品视为作品不合格，不得进入下一轮评审）。 

初赛评审：2020年 11 月，由评审委员会组织线上初赛评审并

推荐决赛作品；对晋级决赛作品进行公示；12 月上旬下发决赛通

知。 

第四阶段：决赛与现场活动 

2020 年 12 月 20日前，晋级参赛队做决赛准备。 

2020 年 12 月下旬举行决赛。由评审委员会对产品组、概念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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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级决赛作品进行现场评审和组织答辩，按照规定推荐各奖项获

奖名单。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行颁奖典礼、专业论坛、展览展示等现场

活动。 

四、奖项设置与表彰奖励 

（一）奖项设置 

大赛按照初赛作品总数的 30%-40%评审出晋级决赛作品。决赛

按照决赛作品总数的 10%、20%、40%，分设金奖、银奖、铜奖，经

过决赛现场评审和答辩等环节确定。 

对荣获金奖作品的指导老师设优秀指导老师奖；对积极组织

参赛单位设优秀组织奖；对给予大赛特殊贡献单位设特别贡献奖。 

（二）表彰奖励 

1.大赛组委会举行表彰大会，对荣获本届大赛各类奖项的作

品选手、集体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对荣获大赛（概念组和产品组）金奖的作品，指导并优先

推荐参加工信部组织的“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评选; 

3.对荣获大赛（产品组）金奖的企业，按照工信部有关管理

办法要求，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资格认定； 

4.对荣获大赛产品组金奖的获奖作品，且符合机械工业科技

进步奖申报条件的，优先推荐参加“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评选； 

5.对荣获大赛产品组金奖的企业团队或班组，符合条件的按

程序优先推荐参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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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 

承办单位：机械工业出版社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协办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智能制造分会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湖南大学 

中国工业报社 

方源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冠名单位：遨博(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重庆西门雷森精密装备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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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 

人 员 名 单 

 

名誉主任： 

         王瑞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主    任： 

         于清笈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副 主 任： 

         刘建新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副主席 

         陈海娟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机械工业 

出版社副社长 

盛梦龙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 

委    员：    

温顺如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工作部主任 

王晓洁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机械工作部部长 

洪暹国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苏子孟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  彤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晓明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温舜方  中国工业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 

饶  薇  机械工业出版社艺术设计分社社长 

顾泉荣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魏洪兴  遨博（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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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评审委员会主任名单 

 

主  任：何人可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 

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分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温舜方 中国工业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 

余隋怀 西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 

设计协会副会长 

 

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仲裁委员会主任名单 

 

主  任：于清笈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副主任：洪暹国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苏子孟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  彤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名单 

 

主  任：刘前军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智能制造分会执行秘书长 

副主任：饶  薇 机械工业出版社艺术设计分社社长 

王志强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兼北京赛育达 

科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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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参赛指南 

 

一、作品要求 

（一）基本要求 

1、资格要求：同一件（系列）作品只能参加一个赛项；已获

得国家部委及以上单位组织的全国性大赛的获奖原作品不得申报

本次大赛。 

2、作品技术要求：所有参赛作品需符合创新引领性、技术综

合性、经济实用性、安全环保性和材料规范性的基本要求。其中： 

（1）创新引领性：是指设计理念先进，设计路线科学合理，

具有独创性、前瞻性。设计成果对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突

破性进展具有促进作用，对行业发展具有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2）技术综合性：是指集成应用多种技术和工艺，材料、结

构、功能优化合理，人机交互及形态、色彩搭配舒适合理，能够

体现艺术与技术的结合。 

（3）经济实用性：是指近两年市场发展良好，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明显，在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具有较大进展，能够

引领社会发展和消费需求。 

（4）安全环保性：是指对人身健康、生命财产、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管理等具有保护作用。遵循绿色设计原则，在材料、制

造、流通、使用、回收等过程中充分体现出节能降耗、生态环保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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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材料规范性：是指材料完整，数据准确、客观、翔实，

图片、动画、文字表述清晰规范。 

（二）作品提交材料要求 

1、产品组 

①上传盖章参赛报名表扫描件：完整填写参赛作品报名信息，

生成参赛报名表，下载参赛报名表并打印，经由所在单位签署意

见盖章后上传（JPG 格式）； 

②上传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JPG 格式，院校参赛队无须上

传）； 

③上传作品综述报告：包含设计理念、设计创新点、设计过

程、材料与工艺运用、成本、效益、市场占有率及环保性等内容

(A4 页面，Word文档报告书形式，不超过 2000字)； 

④上传作品设计方案（下载模板）：包括产品理念、创意、概

念描述、产品定义、设计草图、整体效果图、简要设计说明以及

关键结构或关键细节说明内容（A2 幅面，精度在 150dpi以上，JPG

格式，大小不超过 20M，限 3幅）； 

⑤上传视频材料：可制作能够展示产品设计理念、设计创意、

设计过程、投产过程、功能使用等方面的视频（3分钟以内，大小

不超过 100M，AVI 格式，720P）； 

⑥上传相关奖励及科技成果鉴定材料（如有）:如国家级、行

业级、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第三方科技成果鉴定证书，知识产权

证明等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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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③中的作品综述报告提纲如下： 

 

 

 

 

 

 

 

 

 

 

 

 

 

 2、概念组 

①上传盖章参赛报名表扫描件：完整填写参赛作品报名信息，

生成参赛报名表，下载参赛报名表并打印，经由所在单位签署意

见盖章后上传（JPG 格式）； 

②上传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JPG 格式，院校参赛队无须上

传）； 

③上传作品综述报告：包含设计定位、设计理念及创意、使

用分析与实验、材料与工艺运用、生产加工分析、成本与市场分

1.作品概述 

（作品的设计目的及意义等，不超过 300字） 

2.创新性 

（设计理念的先进性、独特性等，可分条陈述；设计成果在行业共性技

术和关键技术上的进展或突破以及对行业发展具有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不超过 450字） 

3.技术性 

（在原理、结构、材料、工艺等方面体现的技术合理性和先进性；人机

交互以及形象色彩搭配方面所体现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相应奖励及科技成

果鉴定材料；不超过 450字） 

4.经济性 

（近两年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市场占有率等情况；在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突破或进展等；不超过 300字） 

5.环保性 

（遵循绿色设计原则，在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等过程中充分体现出

节能降耗、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人身健康、生命财产、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管理等具有的保护作用；不超过 300字） 

6.其他 

（可做其他补充陈述，不超过 200字） 

整体字数不超过 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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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预估等内容(A4 页面，Word 文档报告书

形式，不超过 2000 字)； 

④上传作品设计方案（下载模式）：包括作品创意及概念描述、

作品定义、设计草图、整体效果图、简要设计说明以及关键结构

或关键细节说明内容（A2幅面，精度在 150dpi以上，JPG格式，

大小不超过 20M，限 3幅）； 

⑤上传视频材料：可制作能够展示作品创意、设计理念、设

计过程、功能使用等方面的视频（3 分钟以内，大小不超过 100M，

AVI 格式，720P）； 

⑥上传相关奖励及知识产权材料（如有）。 

材料③中的作品综述报告提纲如下： 

 

 

 

 

 

 

 

 

 

 

 

 

1.作品概述 

（作品的设计目的及意义等，不超过 300字） 

2.创新性 

（设计理念的先进性、独特性等，可分条陈述；设计成果在行业共性技

术和关键技术上的进展或突破以及对行业发展具有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不超过 500字） 

3.技术性 

（在原理、结构、材料、工艺等方面体现的技术合理性和先进性；人机

交互以及形象色彩搭配方面所体现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不超过 400字） 

4.经济性 

（市场应用潜力、产业化前景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预期情况；在

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突破或进展等；不超过 300字） 

5.环保性 

（遵循绿色设计原则，体现出节能降耗、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对人身健康、生命财产、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管理等具有的保护作用；不超

过 300字） 

6.其他 

（可做其他补充陈述，不超过 200字） 

整体字数不超过 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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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赛报名流程 

各参赛单位在大赛官网进行报名。具体报名流程如下： 

1、网站登录并注册 

（1）登录大赛官方网站:http://idi.cmpbook.com 

（2）注册账号（每支参赛队注册本参赛队帐号，且 1个帐号

只能报名 1个参赛作品）。 

（3）在大赛官方网站“参赛指南”栏目下载参赛资料（参赛

手册、设计方案图纸模板等）。 

2、填写参赛信息并上传相应材料 

（1）各单位在填写参赛信息时需依据实际推荐情况选择相应

推荐渠道（无相关推荐渠道的可以选择“其它”）。 

（2）完整填写参赛作品报名信息，生成参赛报名表，下载参

赛报名表并打印，经由所在单位给出意见及盖公章后上传。 

（3）上传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院校参赛队无须上传）。 

（4）完成作品相应材料后，上传并确认提交。 

3、完成参赛 

作品提交成功后，等待线上资格初审。资格初审合格，视为

完成参赛，并将获得参赛编号。资格初审不合格的予以退回，参

赛团队需按退改意见在初审截止日期前完成修改并再次提交，之

后初审合格视为完成参赛，并将获得参赛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