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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仔细阅读任务书内容，按要求完成竞赛内容并提交相

关资料与成果。

二、选手登录产品全生命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PLM 系统）

接收电子档任务书，完成工作任务后上传结果到 PLM 系统中。

大赛提供登录卡，选手通过刷卡登录 PLM 系统。

三、PLM 系统中建有登录卡对应工位号的工作目录，选手

按要求创建产品结构树，提交文档。

四、要上交的电子文档（包括图纸、文档、表单、编码器

等）的命名规则：在相应文档名称前面加上参赛队的“工位号”。

比如工位号为 101 的参赛队提交的“工程图.pdf”，其名称应

为“101 工程图.pdf”。

五、在电脑 E 盘根目录上新建一个以“参赛号”命名的文

件夹，在此文件夹下根据模块与任务再建相应文件夹，如“模

块一任务 1”。任务书中所要求上交的文件备份一份到对应到

文件夹下，即使选手没有任何上交文件也要求建立文件夹。其

他盘可能装有还原系统，电脑重启数据会丢失。

六、不得删除 PLM 系统初始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七、要上交的电子文档必须按要求命名并存放到指定地

方。因不按要求命名存放导致的损失由选手自行承担。



竞赛任务简述

一、项目名称

儿童益智玩具设计制作

二、项目目标

根据赛场提供的玩具零配件、玩具电子组件、其它耗材和

自带装饰材料等实物，以儿童益智玩具为载体，根据任务要求

结合市场调研和 PLM 系统提供的资源数据库完成玩具设计调

研与策划，应用手绘屏完成玩具产品概念设计，应用 PLM 系统、

三维建模软件、逆向工程设备等完成玩具产品详细设计，应用

图像和视频制作软件等完成玩具设计可视化展示，应用增材制

造设备等完成玩具部件快速制造，最后结合赛场提供的其他机

械、电子零配件，完成玩具产品装配装饰与功能验证。

玩具设计制作过程要求符合企业玩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工作流程和安全规范，竞赛包括设计调研与策划、概念设计、

详细设计、设计可视化展示、原型制造、装配与验证六个工作

模块。

三、竞赛任务要求

某玩具企业计划立项研发生产一款儿童益智玩具，按照企

业项目管理要求，成立项目组，完成项目相关事项，具体要求

如下：

（一）要求进行项目设计调研与策划，确保儿童益智玩具

项目的市场定位准确，技术路线可靠；



（二）根据设计调研与策划，结合赛场提供的玩具零配件、

玩具电子组件、其它耗材，设计制作符合市场定位，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儿童益智玩具样机；

（三）要求通过展板、动画、PPT、样机多种形式展示作

品，取得客户认同与市场订单。

四、竞赛工作模块

模块一：设计调研与策划

根据赛项任务书的要求，结合市场调研和 PLM 系统的资讯

进行玩具行业大数据分析，完成儿童益智玩具项目的设计调研

与策划，撰写项目策划书。

1.项目策划书要求有详细的市场调研及竞品数据分析；

2.项目策划书要求根据用户利益诉求进行产品特点及技

术分析。

3.项目策划书要求根据市场和用户的需求制定产品业务

模式和产品功能策划等。

模块二：概念设计

根据模块一完成的项目策划书进行玩具产品概念设计，应

用 PLM 系统玩具设计知识库进行参考选型，并进行玩具产品概

念设计，应用手绘屏完成玩具产品概念设计的手绘表达，要求

如下：

1.要求符合手绘规范，线条合理，表达产品外观形状，画

面比例准确；

2.图片分辨率、格式符合要求；

3.要求上色，颜色协调，有美感；



4.把成果上传到 PLM 系统中。

模块三：详细设计

任务 1 产品数据管理

（一）产品 BOM 设计

1.创建编码器

在 PLM 系统中创建编码器，具体要求如下：

（1）按照企业零件编号要求制订编码器；

（2）要求专用件应用本编码器进行编码，自动生成代号，

要求生成的代号是唯一的。

2.创建产品结构树

在 PLM 系统中创建自己设计的儿童益智玩具的产品结构

树，完成产品 BOM 设计，具体要求如下：

（1）产品零部件包括专用件、借用件、标准件；

（2）专用件由选手自己设计，要求应用编码器创建代号

及物料编码；

（3）PLM 系统中提供玩具知识库，选手根据要求选用合

适的零部件，作为本产品的借用件/标准件；

（4）按要求输出 BOM 表，填写“BOM 表设计报告”（模板

见附件二），文件保存到 PLM 系统中。

（二）产品设计评审

1.在 PLM 系统中按要求制定玩具设计制作评审工作流程，

要求符合企业设计制造流程规范：

2.要求在 PLM 系统中启动评审流程，评审中能提出相关评

审意见，评审通过后自动生成电子签名，启动相应工作任务，



最终完成设计制作工作的评审过程。

3.填写设计制作评审报告（模板见附件三），文件保存到

PLM 系统中。

任务 2 产品创新设计建模

根据赛场提供的玩具电子元器件实物（部分零件在 PLM

系统中提供参考三维模型或图纸），设计其它所需的儿童益智

玩具零件，并进行产品装配。具体要求如下：

（一）玩具外盖部件设计

1.外盖部件应具有流畅的曲面设计，外观漂亮；

2.外盖部件与赛场提供的玩具零配件、玩具电子组件能有

效装配，并能多次装拆；

3.外盖部件内部空间设计合理，不发生干涉；如果需要走

线，要求走线设计合理；

4.输出外盖部件原文件及 STP 格式文件，保存到 PLM 系统

中。

（二）指定玩具配合件设计

1.赛场提供的玩具零配件不全，要求根据玩具功能规划设

计缺失的配合件；

2.配合件与外盖部件、其他器件有效配合，能完成相应功

能，和其他元器件外观协调统一；

3.输出原文件及 STP 格式文件，保存到 PLM 系统中。

任务 3 产品逆向建模

1.应用数据采集检测模块扫描赛场提供的指定实物零件

（如按钮、面板、连接件等），进行适当的数据处理，然后对



其进行逆向设计建模；

2.输出原文件及 STP 格式文件，保存到 PLM 系统中。

任务 4 产品装配与输出

结合 PLM 系统提供的相应零件模型，完成产品三维装配并

提交，具体如下：

（一）儿童益智玩具产品装配要求：

1.要包含所有零件；

2.零件安装到位，不得有干涉（标准件除外）；

3.输出儿童益智玩具产品装配模型（原文件及 STP 格式）。

（二）输出外盖部件、指定配合件、逆向建模零件的二维

工程图，要求如下：

1.A4 图纸，PDF 格式文件；

2.图纸标题栏、明细表符合规范；

3.图纸符合 GB 或 ISO 规范，要求标注主要尺寸、装配尺

寸，技术要求；

4.要求至少生成 3 个（含）以上视图及一个着色的轴测视

图，完整表达零件的内部结构。

（三）输出儿童益智玩具产品爆炸图，要求如下：

1.A3 图纸，横放，PDF 格式文件；

2.图纸标题栏、明细表符合规范；

3.要求正确填写明细表、零件序号；

4.图纸要求符合 GB 或 ISO 规范，要求标注技术要求；

5.图片格式、分辨率符合要求。

所有的生成文件保存到 PLM 系统中。



模块四：设计可视化展示

编制产品设计说明 PPT，制作产品设计展版与展示动画，

儿童益智玩具说明书，要求如下：

（一）编制产品设计说明 PPT，要求如下：

1.要求包含文字、图片，能表达产品的结构、功能、设计

的思路、制造的要求；

2.样式自拟，每个版面风格一致，页面排版整洁；

（二）制作产品设计展版，要求如下：

1.JPG 格式，A3 图纸，分辨率符合要求；

2.版式自由设计，包含文字、图片，排版优美简洁，展示

产品的外观、功能特点，做产品宣传介绍推广；

（三）制作儿童益智玩具产品展示动画，要求如下：

1.通过动画展示介绍儿童益智玩具；

2.格式为 mp4，视频尺寸符合要求，时长 10-20 秒；

3.画面清楚，视频流畅。

（四）编写儿童益智玩具说明书

儿童益智玩具说明书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产品特点与功能说明；

2.儿童益智玩具的使用场景和使用要求；

3.产品使用说明；

4.产品使用注意事项；

5.说明书格式自拟。

所有生成的文件保存到 PLM 系统中。



模块五：原型制造

利用大赛提供的快速成型设备，根据产品使用性能和功能

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零件的快速成型和后处理。

应用立体光固化成型机打印外盖部件、指定配合件及指定

逆向件，应用金属 3D 打印机打印指定零件。要求如下：

1.合理设置打印层厚、支撑方式等打印参数，完成零件

3D 打印；

2.正确去除支撑和后处理；

3.按需要的零件数量进行打印。

模块六：装配与验证

任务 1 元器件焊接

应用焊接工具，根据任务书要求和电路原理规范选用赛场

提供的玩具电子组件，完成元器件组件焊接。

任务 2 装配装饰

完善产品模型的表面，对模型表面进行修补、打磨等后处

理，并选用合适的装饰材料来装饰产品模型。结合赛场提供的

其他机械、电子零配件，完成产品的装配装饰。

任务 3 产品验证

根据任务书要求完成玩具产品的功能验证与展示。

注意：产品必须装配完成，进行通电测试，经裁判判定

满足验证条件，才能进行功能验证。



五、要提交的成果与资料

所有电子文档资料必须按大赛要求的命名规则命名，按要

求保存到 PLM 系统指定路径中。需要提交的成果及提交要求具

体如下：

表 1 提交成果清单

序号 模块 任务 需提交的文件或作品 提交时间

模块一：设计调

研与策划
设计调研与策划 项目策划书

竞赛开始后 10

小时内提交
1

模块二：概念设

计
概念设计 产品整体手绘图

2

模块三：详细设

计

任务 1 产品数据

管理

BOM 表设计报告、产品 BOM 表、设

计评审报告

3
任务 2 产品创新

设计建模

玩具外盖部件、指定配合件三维模

型（原文件及 STP 格式）

竞赛开始后4小

时内提交

4
任务 3 产品逆向

建模

指定零件三维模型（原文件及 STP

格式）

竞赛开始后 10

小时内提交
5

任务 4 产品装配

与输出

产品装配模型（原文件及 STP 格

式）；外盖部件、指定配合件、逆

向建模零件二维工程图（A4，PDF

格式）；产品爆炸图（A3，含 BOM

表，PDF 格式）。

7
模块四：设计可

视化展示

产品可视化与展

示

产品设计说明 PPT，产品设计展版

与展示动画，产品说明书

模块五：原型制

造

光固化打印机和

金属打印机 3D 打

印

外盖部件、指定配合件等加工实物 打印时长4小时

8
模块六：装配与

验证

任务 1 元器件焊

接
完成焊接件 第二天竞赛开

始后 50 分钟内

提交任务 2 装配装饰 完整装配产品

任务 3 产品验证 功能测试与验证 时长 10 分钟



附件一 儿童益智玩具示意图

图 1-儿童益智玩具爆炸图

说明：本爆炸图仅为供练习参考的示意图，竞赛以现场提供零

件的形状、尺寸以实物为准。



附件二 产品 BOM 设计报告模板

产品 BOM 设计报告

借用件

专用件

标准件

产品结构

树（截图）

编码器（截

图）



附件三 设计评审报告模板

设计制作评审报告

设计制作评审

工作流程模板

截图

设计制作评审

工作流结果截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