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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智能+”赛道智能物流搬运赛项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赛项命题要求和评分细则 

1、对参赛作品/内容的要求 

以日常生活垃圾分类为主题，自主设计并制作一台根据给定任务完成生活垃圾

智能分类的装置。该装置能够实现“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等四类城市生活垃圾的智能判别、分类与储存。 

1.1 功能要求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对投入的垃圾具有自主判别、分类、投放到相应的垃圾

桶、满载报警、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等功能。不允许对装置进行远程通讯或操控，

否则视为违规，取消比赛资格。 

1.2 电控及驱动要求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所用传感器和电机的种类及数量不限，鼓励采用 AI 技

术。在该装置的上方需配有一块高亮显示屏，支持各种格式的视频和图片播放，并

显示该装置内部的各种数据，如投放顺序、垃圾类别名称、数量、任务完成提示、

满载情况等。该装置各机构只能使用电驱动，最高电压不大于 24 伏，电池供电

（蓄电池除外）。 

1.3 机械结构要求 

自主设计并制造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的机械部分，除标准件外，非标零件应

自主设计和制造，不允许使用购买的成品套件拼装而成。每个垃圾桶至少朝外的面

要透明，能看清楚该桶内的垃圾，而且该装置上设有一个垃圾投放口，初赛投放口

的尺寸为 200×200（mm），决赛垃圾投放口的尺寸现场公布。选手将垃圾放置在

专用投放工具内，通过该工具把垃圾投放到装置投放口，然后由垃圾智能分类装置

自动分类和投入到相应的垃圾桶。 

1.4 外形尺寸要求 

（1）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外形尺寸（长×宽×高）限制在 500×500×850

（mm）内方可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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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有四个单独的垃圾桶，垃圾桶为立方体或圆柱体，

其中： 

● 存放电池的垃圾桶尺寸如下：立方体垃圾桶（长×宽×高）不小于：100×

100×200（mm），圆柱体垃圾桶（直径×高）不小于：Φ100×200（mm）； 

● 其余三个垃圾桶尺寸如下：立方体垃圾桶（长×宽×高）不小于：200×

200×300（mm），圆柱体垃圾桶（直径×高）不小于：Φ200×300（mm）。 

2、对运行环境的要求 

2.1 运行场地 

作品所占用场地尺寸（长×宽）为 500×500（mm）正方形平面区域内。 

2.2 投放的物料 

初赛时待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识别的四类垃圾主要包括：（1）有害垃圾：

电池（1号、2号、5号）；（2）可回收垃圾：易拉罐、小号矿泉水瓶；（3）厨余

垃圾：完整或切割过的水果、蔬菜；（4）其他垃圾：砖瓦陶瓷、烟头等。 

决赛时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待识别的四类垃圾的种类、形状、重量（单个不

超过 150 克）将通过现场抽签决定。 

3、赛程安排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赛项由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初赛（简称：初赛）和生活垃圾智

能分类决赛（简称：决赛）组成。 

初赛由场景设置与任务命题文档（简称：任务命题文档）、现场初赛两个环节

组成；决赛通过现场竞赛完成。初赛形成参赛队初赛成绩，取排名前 40%的参赛队

进入决赛，初赛成绩不带入决赛。各竞赛环节如表 1所示。 

表 1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赛项各环节 

序号 环节 赛程 评分项目/赛程内容 分数 

1 第一环节 
初

赛

任务命题文档 20 

2 第二环节 现场初赛 80 

说明：产生决赛名单并现场发布任务命题 

3 第三环节 决赛 现场决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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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赛项具体要求 

4.1 初赛 

4.1.1 任务命题文档 

参赛队按照决赛的任务命题文档模版提交决赛任务命题方案。根据命题规则和

决赛的任务命题文档模版等要求，给出所策划垃圾投放任务，包括垃圾数量、四类

垃圾的种类、四类垃圾的投放顺序、全部垃圾的投放时间，每次同时放置垃圾到垃

圾投放口的件数、垃圾投放口的尺寸、在垃圾投放口垃圾放置的位置、不同类垃圾

的投入顺序和同类垃圾的投放策略、多种垃圾同时混合投放方案，以及垃圾桶满载

检测等，各队该项得分计入其初赛成绩。 

决赛的任务命题文档成绩不仅包括任务命题文档的内容质量符合命题规则的程

度，也包括文档的排版规范。 

4.1.2 现场初赛 

现场抽签决定各参赛队竞赛任务及“满载检测”的垃圾种类，投放的垃圾总数。 

参赛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参赛作品移入开放性比赛场地。开始比赛时，依次完

成以下 3 项任务的测试，每个任务有两次运行机会，取两次成绩中的最好成绩。现

场比赛成绩为两环节成绩之和。比赛开始后 30 秒没有任何动作，比赛结束。 

任务 1：开启电源，使设备处于待机模式，实现“垃圾分类宣传视频”循环播

放功能。 

任务 2：现场随机确定各参赛队投放的十个垃圾，并随机摆放投放次序；随后

由参赛队在规定的时间内（5 分钟内），按给定投放次序逐件投入垃圾分类箱，完

成所有垃圾的分类。 

任务 3：随机确定一个种类垃圾，由参赛队在规定的时间内（2 分钟内）完成

“满载检测与提示功能”的测试。 

各参赛队按统一指令启动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装置，计时开始。在规定的时间内，

指定一名选手（该轮比赛过程中不能换人）每次将一件垃圾按照竞赛要求放到该装

置的垃圾投放口，待该装置将垃圾投入到垃圾桶和分类信息显示后再投放下一件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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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到该装置的垃圾投放口，否则不计分。 

以初赛总成绩排名选出参加决赛的参赛队，若出现参赛队总成绩相同，则按现

场初赛成绩排序，分高者优先排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则按现场初赛完成时间

排序。 

4.2 决赛 

4.2.1 现场抽签 

由各参赛队提交的任务命题文档优化整合出多套决赛任务命题方案，重点考察

多种垃圾混合智能分类能力，经现场抽签产生现场决赛任务。 

4.2.2 现场决赛 

参照现场初赛流程，各参赛队按照现场发布的决赛任务完成垃圾分类。 

每个参赛队有两轮运行机会，取两次成绩中的最好成绩。 

以决赛总成绩对参加决赛的参赛队进行排名，若出现参赛队决赛总成绩相同，

则按现场决赛成绩排序，分高者优先排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则按现场决赛完

成时间排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则抽签决定。 

5、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赛项评分细则 

5.1 初赛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初赛包括任务命题文档评审和现场初赛运行。 

初赛成绩 P1=文档成绩 A1+现场初赛成绩 C1 

5.1.1 任务命题文档分 A1（20 分） 

参赛队提供作品设计文档，由评委根据文档的规范性、内容完整性与撰写质量

进行综合评分。 

A1=20-扣分 

5.1.2 现场初赛运行客观性评分 C1（80 分） 

现场初赛运行时，每组在赛前有 2分钟准备时间，正式比赛运行时间为 10 分

钟；可有两次比赛机会，取两次比赛中的最好成绩。按动作完成度计算各队成绩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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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初赛运行客观性评分 C1 细则表 

任务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任务 1 

（10 分） 

自主创作“垃圾分类宣传视

频” 
7 分 认定方式为提交了视频文件 

通过显示屏循环播放 3 分  

任务 2 

（60 分） 

10个垃圾正确分类并存储（对

于易拉罐、矿泉水瓶必须完成

压缩） 

50 分 

以储存箱里存放的实际垃圾

是否正确来判断，每个 7

分。 

同时显示 10 个垃圾的分类信

息（包含“序号、垃圾名称，

数量、分类成功与否等）以及

分类完成提示显示。 

例如： 

1  电池     1   OK! 

2  易拉罐   1   OK! 

3  菜叶     1   OK! 

……………… 

   分类完成！ 

10 分 

“序号、垃圾名称，分类成

功与否”等任一个信息错

误，判定该垃圾显示错误，

扣 5分。 

 

任务 3 

（10 分） 

满载检测正确 5 分 
以储存箱里存放的实际垃圾

数量判断 

垃圾“名称、数量，满载提

示”显示正确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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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决赛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决赛为现场决赛运行。 

决赛成绩：现场决赛运行客观性评分 P2 

现场初赛运行时，每组在赛前有 2分钟准备时间，正式比赛运行时间为 10 分

钟；可有两次比赛机会，取两次比赛中的最好成绩。按动作完成度计算各队成绩

P2。 

现场决赛运行客观性评分 P2 细则表 

任务 评分标准 分值 备注 

任务 1 

（10 分） 

自主创作“垃圾分类宣传

视频” 
7 分 

认定方式为提交了视

频文件 

通过显示屏循环播放 3 分  

任务 2 

（80 分） 

20 个垃圾正确分类并存储

（对于易拉罐、矿泉水瓶

必须完成压缩） 

60 分 

以储存箱里存放的实

际垃圾是否正确来判

断，每个 3分。 

同时显示 20 个垃圾的分类

信息（包含“序号、垃圾

名称，数量、分类成功与

否等）以及分类完成提示

显示。例如： 

1  电池     1   OK!

2  易拉罐   1   OK!

3  菜叶     1   OK!

……………… 

分类完成！ 

20 分 

“序号、垃圾名称，

分类成功与否”等任

一个信息错误，判定

该垃圾显示错误，每

个 1分。 

 

任务 3 

（10 分） 

满载检测及“名称、数

量，满载提示”显示正确 
5 分 

以储存箱里存放的实

际垃圾数量判断 

方案创新性 

（5分） 
分类实现方案创新性评价 5 分 裁判方案创新性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