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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赛项主要包含使用示教器、操作

面板等人机交互设备及相关机械工具对工业机器人、工业机

器人工作站或系统进行装配、编程、调试、工艺参数更改、

工装夹具更换及其他辅助作业等任务。

（二）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竞赛项目的技术标准是以国家职

业标准《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2020）高级（国家职业资

格三级）为基础，并涵盖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以下和技师（国

家职业资格二级）的部分内容。选手理论知识、工作能力的

要求以及各项要求的权重比例，如下表所示。

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1 机械系统装调

25

基本知识

 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总装配图识读方法

 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组成和装配方法

 搬运、码垛、焊接、喷涂、装配、打磨等工艺

原理及周边配套设备装配方法

 机器视觉装置功能部件选择与装配方法

 液压和气动回路的调试方法

 周边配套设备功能的调试方法

 机器视觉系统功能部件使用与调试方法

 传感器安装和使用方法

 机械总装调试记录单的填写方法

工作能力

 能识读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总装配图和装

配工艺文件

 能根据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装配要求选用

装配工具、工装夹具

 能按照总装配图及工艺文件，准备总装零部件

 能装配搬运、码垛、焊接喷涂、装配、打磨等

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周边配套设备

 能安装相机、镜头、光源等机器视觉装置功能

部件

 能调整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与周边配套设备之

间位置，达到机器人与其他设备动作配合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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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能调节液压和气动系统压力、流量等

 能按照装配技术要求检查变位机旋转角度、移

动平台移动行程、送丝系统送丝等周边配套设

备的功能

 能调整机器视觉系统部件的图像成像、聚焦、

亮度等功能

 能检查传感器、相机等部件安装位置

 能填写机械总装调试记录单

2 电气系统装调

25

基本知识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伺服装置、步进

装置变频装置、人机交互装置等装配方法

 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急停和安全操作规范

 机器人电气系统短路检测、接地及相关检测点

的电阻的检测方法

 传感器的测试方法

 PLC、伺服装置、步进装置、变频装置、人机

交互装置等参数设置方法

 机器视觉系统通信和标定方法

工作能力

 能按照电气装配技术文件要求安装机器人工

作站或系统的电气柜、配电盘等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电气接线图连接电气柜的

配电盘线路

 能按照电气接线图要求连接机器人工作站或

系统的外部急停回路、安全回路

 能连接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控制线路

 能完成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安全检测

 能测试传感器的信号

 能根据技术文件要求设置 PLC、伺服装置、步

进装置、变频装置、人机交互装置等参数

 能通过机器人通信接口将机器人参数传入机

器人控制器

 能使用视觉图像软件调试相机参数

3 系统操作与编程调试

50
基本知识

 工具、工件坐标系标定与修改方法

 负载参数设置方法

 机器人外部辅助轴的控制参数配置方法

 机器人系统外部控制信号、组输入/输出信号

设定方法

 网络通信设置方法

 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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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输入/输出信号调试方法

 机器人外部辅助轴操作与调试方法

 机器人搬运、码垛、焊接、喷涂、装配、打磨

等典型应用的编程与调试方法

 机器视觉系统的编程方法

 机器人运行程序、运动轨迹、工艺参数等的优

化方法

 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安全防护机制的设置方

法

 三维建模软件的模型文件导入方法

 离线编程软件使用方法

工作能力

 能创建工具、工件坐标系，完成坐标系标定

 能设置负载参数

 能设定机器人外部辅助轴的控制参数

 能设定机器人系统外部启动/停止、输入/输出、

急停等信号

 能根据机器人输入/输出信号通断，调整机器

人运行状态

 能根据机器人位置数据、运行状态及运动轨迹

调整程序

 能利用示教器控制外部辅助轴调整移动平台、

变位机等设备的功能

 能创建搬运、码垛、焊接喷涂、装配、打磨等

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运行程序，添加作业指

令，进行系统工艺程序编制与调试

 能使用视觉图像软件进行机器视觉系统的编

程

 能根据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实际作业效果，

调整周边配套设备，优化机器人的作业位姿、

运动轨迹、工艺参数、运行程序等

 能利用示教器报警功能调整机器人工作站或

系统的功能

 能设置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的安全防护机制，

在手动和自动模式下触发机器人停止

 能将三维建模软件创建的模型文件导入离线

编程软件

 能使用离线编程软件创建机器人系统作业场

景

 能使用离线编程软件编制机器人运动轨迹，生

成机器人运行程序

 能导出机器人离线程序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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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题与评判标准

（一）试题
1．试题命制的办法

本次大赛竞赛试题由命题专家组进行命制，正式试题在

样题的基础上有 20%~30%的改动。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工业

机器人系统操作员》（2020），注重基本技能和专业化操作，

注重操作过程和质量控制，注重安全生产以及职业道德和标

准规范，对接国赛，体现现代技术，结合生产实际，考核职

业综合能力，并对技能人才培养起到示范指导和引领作用。

2．基本流程及公布方式

（1）由大赛技术工作委员会组织命题专家命制竞赛试题。

（2）竞赛试题命题完成后，样题由大赛组委会于赛前公

布。

（二）比赛时间及竞赛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由 1名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270 分钟）内，根据赛场

提供的赛项任务书（即赛题）和有关资料，以现场技能操作

方式，完成赛项任务。

本赛项采取多场次进行，由大赛技术工作委员会按照竞

赛流程，组织各参赛单位领队参加公开抽签，确定比赛场次。

各参赛团队按照抽签确定的时段分批次进入比赛场地参赛。

2．竞赛内容

具体的竞赛内容如下：

（1）按任务要求完成对比赛系统的工业机器人相关设备

进行机械和电气安装，使其能够搭建满足任务书工艺要求的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

（2）按任务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世界坐标系、工具坐标

系及工件坐标系的标定。

（3）按任务要求完成视觉系统的标定，实现输送带上的

各种工件颜色的识别。

（4）按任务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相关基本模块单元的测

试用的人机界面、通讯以及底层控制程序的编制，包括工业

机器人、变位机、仓库等单元的软件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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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竞赛设备进行整体操作、编程和调试，达到任务

书规定综合生产任务（包括工件检验、分拣、装配、入库等）

的工艺要求。

（6）职业素养与安全意识。竞赛现场考察参赛选手操作

规范、工作效率、质量与成本控制及安全意识等职业素养。

（三）评判标准
1．分数权重

具体的评分标准如下：

一级指标 比例 二级指标 分值

任务1
机械电气系统

安装

10%

工业机器人气路及外部工装安装 5分

机器人工作站其他外设及工作站控制器的安装与

调试
5分

任务2
工业机器人系

统标定

10%
机器人主要工作参数的测量与评估 5分

TCP的标定及坐标配准 5分

任务3
视觉系统安装

编程调试

13%

视觉检测系统的安装及网络系统的连接 3分

视觉软件设定 4分

智能相机的调试和编程 6分

任务4
工业机器人系

统模块编程调

试

27%

工业机器人码垛编程与调试 8分

实现工件流水线调试 3分

视觉系统调试 4分

工业机器人系统调试 12分

任务5
系统整体综合

任务

30%
人机界面的设计与调试 10分

综合任务的编程与调试 20分

任务6
职业素养与安

全意识

10% 竞赛现场考察参赛队组织管理、团队协作、工作效

率、质量与成本控制及安全意识等职业素养
10分

2．评判方法

每个赛位的现场裁判依据评分表对参赛选手的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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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以及完成质量、现场表现等进行评分。评分结果由参

赛选手、裁判员、裁判长签字确认。

3．成绩并列

各参赛选手成绩为职业素养得分和任务得分之和，竞赛

成绩按照总得分从高到低排列。若总得分相同，则按照完成

竞赛总任务的时间排名，完成时间少的参赛选手排名在前；

若完成任务的时间相同，则按照任务 5得分排名，得分高的

队伍排名在前；若任务 5得分相同，则由裁判组综合评定。

三、竞赛细则

（一）评判原则
评判采取客观评判为主的方式，针对操作过程中在各个

关键点所应呈现的技术指标、系统状态或实现的功能是否符

合工作任务书的设计要求，列出各评判项、评判标准和测试

方法以及技术指标进行评判。评分表根据比赛试题制定。

（二）竞赛流程
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五个任务的比赛。比赛期

间，每一天的比赛赛题难度相当，内容不同。选手完成每一

个任务的操作后，举手示意请裁判评分， 待裁判员评分结束

并记录结束时间，选手签字确认，表示比赛完成。

（三）评分流程
操作技能评分由过程评分、违规扣分两部分组成。

1. 过程评分

过程评分由现场裁判根据评分标准，对选手的操作进行

客观评分；若选手对评分有异议时，由裁判长裁决。

2. 违规扣分

选手有下表中所列情形，需从“任务 6 职业素养与安全

意识”中扣分，10分扣完为止，扣分标准见下表。

考核内容 扣分标准

操作不

当破坏

赛场设备

工业机器人快换工具掉落 2分/次

工业机器人与设备碰撞 2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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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过程中造成设备损坏 10分

违反赛

场纪律

扰乱赛

场秩序

在裁判长发出开始比赛指令前，提前操作 3分

不服从裁判指令 3分/次

在裁判长发出结束比赛指令后，继续操作 3分

擅自离开本参赛队赛位 取消比赛资格

与其他赛位的选手交流 取消比赛资格

在赛场大声喧哗、无理取闹 取消比赛资格

携带纸张、U盘、手机等不许携带的物品 取消比赛资格

（四）评价方法
每个赛位的现场裁判依据评分表对参赛队完成任务的情况

进行评测，确定参赛选手的实际操作竞赛成绩。

四、竞赛场地、设施设备等安排

（一）赛场规格要求
1．竞赛区域采光、照明和通风良好，环境温度、湿度符

合设备使用规定，同时满足竞赛正常工作需求，并符合消防

及防疫防控等要求。

2．根据赛项特点，隔离为相对独立的竞赛单元，标明赛

位号，并配备竞赛设备 1套（含气泵）。每个赛位提供单相交

流 220V电源。

3．赛场设维修服务、医疗、生活补给站等公共服务区，

为选手和赛场人员提供服务。

（二）基础设施清单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项目赛场提供 XM-MK20N工业

机器人智能型多功能工作平台，设备清单表如下。

序号 名称 规格参数

1

工业

机器

人

ABB IRB120：

自由度：6；

负载：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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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方式：全伺服电机驱动；

重复定位精度：±0.01mm；

最大单轴速度：

1轴～3轴：250º/sec；

4轴：320º/sec；

5轴：320º/sec；

6轴：420º/s ；

最大运动范围：

1轴：±165º；

2轴：+110º /-110º；

3轴：+70º /-90º；

4轴：±160º；

5轴：±120º；

6轴：±400º。

最大臂展：580mm。

底座下方拾取距离：112mm。

操作方式：示教再现/编程。

控制系统及示教器：与机器人配套紧凑型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

器和示教器 1套、配套标准工业链接电缆。

控制器电源：单相 220V 50/60Hz；示教器：彩色触摸屏，支持

操纵杆、紧急停、惯用左/右手切换、U盘等。

2

柔性

工作

台

1.材质：主体采用铝合金；工作台底架部分采用优质空心方形

型钢拼接搭建设计，经除油、酸洗、磷化、吹砂、打磨等预处理，

表面喷塑处理。

2.工作台板：采用工业铝型材拼接搭建，拼接处凸凹槽进行嵌

接，保证台面拼接后平整,台面上有 T型槽，槽中心间距为 30mm，

可以使用M6快速拆卸的 T型螺母和弹簧螺母块，台板端头采用专

用盖板进行封盖。

3.工作台封板：工作台侧面及底部为钣金封板，经除油、酸洗、

磷化、吹砂、打磨等预处理，表面喷塑处理；工作台前面双开门。

4.规格：整体外形尺寸（长×宽×高）：

1200mm×990mm×9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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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脚轮：万向和可调支脚。

6.辅件：优质五金件。

7.工作台预留扩展区域，便于设备的扩展；可以安放主控机、

气泵、PLC系统等装置。

8.设有独立示教器放置仓位，仓位隐蔽在工作台内，不占用台

面空间。工作台内部采用双层抽屉式结构，用于安装电气系统，具

有推拉功能，便于电气接线及系统示教。

9.PLC触控屏安装支架采用活页式仓体，具有弹性顶伸功能，

可收压到台面下方。

3

快换

工装

模块

1.主体铝合金材质；采用永磁法兰方式设计，精巧轻便。

2.每套工装都可配置接电口和接气口，方便教学。

3.快换工装模块包括抛光、画笔、气动手爪、真空吸附四套末

端执行工具。

4.工装库与四套工装配套，采用铝型材固定架，用卡槽定位。

提供四个工装放置位。

5.切换末端工装时无需任何工具，机器人可在以上四套工装间

自动快换。通过机器人任意自动更换工装，可实现机器人搬运、上

下料、码垛、装配、抛光、绘图、模拟喷涂及焊接等功能。

4

变频

输送

模块

1.包括铝型材支架、光电传感器、导杆气缸、调速阀、推料块、

变频输送机、配套变频器等组成。

2.采用变频调速电机的同步带输送机，进行输送气推装置出库

的装配工件。

3.配有输送工件装配平台，采用铝型材支架。

5
物料

块

1.规格与码垛平台配套。

2.材料：铝合金。

3.处理：阳极氧化处理。

4.数量：10。

6
TCP

模块

1.材质：铝合金。

2.提供 TCP标定组件，可实现 TCP标定练习。

7
轨迹

绘图

1.配置顶针式笔形工具。

2.可通过编程完成轨迹规划，实现写字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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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8

智能

视觉

检测

系统

1.由工业级智能相机、镜头、视觉处理软件、连接电缆、铝材

支架等组成。

2.安装在变频输送机外侧，采用智能视觉系统检测输送工件颜

色等信息和机器人跟踪夹持。

3.视觉平台功能丰富、性能稳定可靠，用户操作界面友好，能

够满足视觉定位、测量、检测和识别等视觉应用需求。

9

变位

机模

块

1.由铝型材支架、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减速器、气动夹具

等组成。

2.采用伺服驱动一轴旋转变位机，与旋转台上安装气动夹具组

成，可用于夹持装配工件、模拟焊接、抛光打磨等各工件，以便机

器人协同模拟进行焊接、抛光及装配作业。

3.驱动方式交流伺服电机高度与机器人配套。

4.可模拟了生产加工的上下料操作，机器人从立体仓库抓取工

件并自动固定在变位机托盘，通过自动快换末端执行工具，可实现

模拟焊接、涂胶、抛光等工艺练习。

10

网格

平面

码垛

模块

1.由铝型材支架和平面网格盘组成。

2.可设计机器人搬运出库视觉检测的工件按颜色等信息（三种

颜色：红黄蓝）预设位置进行码垛作业。

11

工件

仓储

模块

1.由铝合金立体仓库与实训工件、支架组成。

2.立体仓库采用三层三列设计，不少于 9个仓位。

3.每个仓位设计磁性底座，便于工件放置及稳固。

4.配套实训用工件为真实产品，品类不少于三种，实现全自动

柔性训练。

12

编码

装配

与扩

展模

块

1.可根据机器人末端作业工具不同可更换模块进行模拟实训。

2.编码装配模块主要由编码平台、编码工件等组成，编码平台

依样件形状加工凹槽定位，可固定摆放样件。

3.编码装配模块可与其他扩展模块相互更换。

4.循迹与绘图模块实现循迹不同形状，纸板绘制形状，写字等。

5.扩展模块：包括编码装配模块、平面轨迹模块、立体轨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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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等，采用由铝合金底座，各模块可叠加放置，平整稳固。各涂胶

平台依工件形状加工凹槽定位，可固定摆放样件。

6.平面轨迹模块：由铝合金板制作，表面喷砂氧化处理制作。

实现其循迹描图的多样化，涵盖不少于四种几何图形。

7.立体轨迹模块：实现模拟涂胶、焊接等多样化训练，不同轨

迹英文字母包含 BJHS，各字母高度差异化。

13

电气

控制

系统

1.电气控制系统包括 PLC控制器、线槽、接线端子、电线、检

测传感器等。

2.总控采用 PLC1200电气控制系统；能控制各功能模块，电控

挂板滑道式安装在铝型材工作台内部，水平放置。

3.具有接地保护、断电保护、漏电保护功能。安全性符合相关

国标标准。

14
触摸

屏

1.配置不小于 7吋的 TFT 显示屏，256 色。

2.分辨率不小于 600 ×400 像素。

3.带有可自由组态的触觉反馈键。

4.面板防护等级 IP65。

15
气动

系统

1.气源： 0.7Mpa，50L/min。

2.储气罐容量:30L。

3.噪音量：68dB。

4.实现系统功能所需气动。辅件：包括电磁阀、接头、气管等。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项目选手自带工具、材料清单表

如下。

序号 名称 规格参数 数量 备注

1 内六角扳手（9件套） 09105 1套

工量具选

手自带，品

牌仅供参

考

2 钢直尺 7110-500C（0-500） 1把

3 一字螺丝刀 3×75 1把

4 电缆剪刀 1把

5 答题中性笔 黑色 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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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健康要求

（一）竞赛环境
1．竞赛场地和竞赛设备的提供方对赛场的布置，赛场内

的器材、设备等要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

2．严格控制与参赛无关的易燃易爆以及各类危险品进入

比赛场地。

3．大赛现场对赛场进行网络安全控制，以免场内外信息

交互，充分体现大赛的严肃、公平和公正性。

（二）防疫措施
根据有关部门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各参赛单位和选手

要主动服从大赛组委会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措施，切实做好

赛前、赛中和赛后的防疫保障工作。

（三）医疗设备和措施
赛场配备医护人员和必须的药品。

（四）应急处理
竞赛期间赛场内发生意外事故，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

裁判组，同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裁判组应立即启动预

案予以解决并报告组委会，并即时采取预处理措施。

6 绝缘鞋 1双

7 头盔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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