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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七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细则 

一、竞赛题目 

纸质交通标志杆结构设计、制作和加载试验。 

 
图 1 模型结构示意图 

二、竞赛内容 

设计能够承受模拟风荷载和指示牌自重的纸质交通标志杆结构模型，结构形

式不限。竞赛内容包括： 

1、结构模型设计 

2、结构模型制作 

3、作品介绍与答辩 

4、结构模型现场加载试验 

 三、竞赛要求 

1、参赛要求 

（1）参赛人员必须是我省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并组队参加。每支由 2 至 3

名学生组成，每位参赛者只允许参加一个参赛队；除了承办学校最多可以派出 4

支参赛队外，其它每所学校最多可派出 3 支参赛队，二级学院另可派最多不超过

3 支参赛队。各参赛队应独立进行结构设计及模型制作。 

（2）每个参赛队只能提交一份作品并给作品命名。作品命名应健康向上、

特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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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参赛队必须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竞赛活动，迟到或缺席者作为自

动弃权处理。竞赛期间不得换人，若有参赛队员因特殊原因退出，则缺人竞赛。 

2、结构模型设计要求 

（1）结构模型设计书的内容应包括三个部分：设计构思、模型设计图纸和

理论分析。 

a.设计构思应包括对作品的造型构思、结构体系的选择及其它有特色方面的

说明； 

b.模型设计图纸应包括结构作品效果图、结构布置图、主要构件详图和节点

图； 

c.理论分析应包括结构计算简图的选取、内力分析、承载能力及破坏形式的

估计等。 

（2）结构模型设计书封面必须注明作品名称、参赛学校、参赛队员姓名和

专业以及指导老师等。除封面外，其余页面均不得出现任何有关参赛学校名称和

参赛队员姓名的信息（包括可能的隐含信息），否则该部分计零分。 

（3）结构模型设计书要求用 A4 纸双面打印，一式五份于规定时间内交到

竞赛组委会，逾期作为自动弃权处理。 

3、结构模型制作要求 

（1）模型制作材料 

模型制作材料由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各参赛队伍不得使用非组委会指定的

其它任何材料，否则直接取消其参赛资格或比赛成绩。每队统一配发以下材料： 

a.白卡纸（规格 250 克/张）4 张； 

b.白乳胶（“金万得”牌）1 瓶。 

（2）模型制作工具 

由竞赛组委会为每支参赛队现场统一提供相同规格型号的模型制作工具如

下： 

a.美工刀 2 把； 

b.毛刷 3 把； 

c.丁字尺 1 把，铅笔 1 支，橡皮 1 块； 

d.1 号图板一块； 

e.各队可自备部分制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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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红色笔一支（用于标注夹持位置、加载板安装位置等） 

注：在结构模型制作过程中，不得将纸质杆件及胶水等材料带入模型制作现场，

对于模型制作工具中的耗材用完后可以再申请领取。 

（3）模型技术要求 

1）模型制作要求 

各参赛队在设计和制作模型时，必须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模型为纸质交通标志杆结构，结构形式不限，但应符合设计、安装与加

载要求，并与计算书一致；模型与加载装置示意可参考图 2。 

 

 
图 2 模型及加载装置示意图 

 

b. 图 3 中，加载板为一 200mm×200mm×2mm（X×Y×Z）的钢板，加载

水平杆位于加载板中心，加载板 BC 边的中点为 A。与加载板接触的梁侧面应为

平面且与加载板完全接触，该侧面的端部（Y 向）中点应与 A 点平齐。悬臂梁端

部应与加载板 BC 边平齐，在悬臂梁梁顶应提供可放置直径为 80mm、高为 45mm

砝码的平面，且砝码四周不应提供支挡物用以阻止砝码可能的滑动。砝码圆心距

梁端 40mm，砝码重 1.275 kg。 

c.夹持面中心（即模型柱底宽 b 的中点）为坐标原点 O。OA 两点长应≥

800mm，A 点在 X 轴上的坐标应≥450mm、在 Y 轴上的坐标应≥450mm。模型

的底部最大尺寸限制在不超过 200mm×200mm 的正方形内，模型可通过夹持装

置固定在基座上。 

位移传感器 

加载水平杆 

加载设备 

砝码 

模型 

基座 

夹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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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结构模型底部必须提供至少 100mm 宽(X 向)的夹持面，其 Y 向高度不小于

5mm。夹持钢板宽度方向(X 向)中点必须与夹持面中轴线重合，夹持装置长度方

向为 Z 向。夹持面上方允许存在结构构件，但必须注意夹持装置的限制（即应保

证夹持装置有足够的安装空间）。 
 

 

图 3 模型尺寸示意图 1 

e.图 4 所示净空区域在 Z 向内均不得出现任何构件。 

 

 

 

 

 

 

 

 

 

图 4 模型尺寸示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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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必须注意上述各尺寸均为从结构构件最外边缘算起，而非从杆件轴线算起，

各尺寸允许误差为±2mm。 

g.结构模型必须自成一体，不允许存在机构性部件，也不能利用加载装置或

夹持装置作为结构模型的一部分。 

h.竞赛评委会在竞赛现场接受对参赛模型的质疑。凡经竞赛评委会现场检验

认定，参赛模型用材、尺寸或结构体系不符合竞赛组委会要求的，一律取消比赛

资格。 

i.结构模型的夹持面上应用红色笔清晰标注出夹持面中轴线、梁端侧面高度

中点。 

2）夹持钢板、模型放置平台、加载装置、位移传感器装置及其他条件 

a. 夹持钢板尺寸 100mm×5mm×300mm（X×Y×Z），通过钢板角部的 4 个

螺栓将模型固定在基座上，提供给模型的夹持高度可调（最大夹持高度为 30 

mm）。 

c.加载水平杆可上下调节，可调节最低高度（至基座顶）为 450mm，最大高

度为 650mm；通过模型放置平台的滑动可调整夹持装置中心至 A 点距离，可调

节最近距离为 450mm，最远距离 650mm。 

d.位移传感器行程为 150 mm。 

e.放置砝码的挂钩重量 145 g(不计入模型承载力)。 

 

四、加载试验要求 

1、所有安装过程和加载过程均由参赛选手亲自完成，如有需要，可请求工

作人员协助完成，但工作人员不为安装过程和加载过程中的任何结果（包括失误）

负责。 

2、加载过程中不得使用任何未经竞赛评委会允许的辅助工具。 

3、现场提供不同等级、固定规格的砝码。砝码的等级与规格有：（1）重：

2.5kg，高：25mm；（2）重：1.275kg，高：30mm；（3）重：0.25kg，高：12 mm； 

4、刚度测试试验。按规定固定模型、放置竖向荷载后，调整加载装置至规

定位置。参赛者将第一级 N1=2.5kg 的水平荷载施加到模型上，开始加载后选手

即不能触碰模型。持续 15s 后读取并记录该位移 δ。若模型在 15s 内（含 15s）

发生整体失稳、倒塌或位移超过允许值(90mm)，则终止加载，模型加载试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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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分。 

5、承载力加载试验。在 N1 的基础上，每件参赛模型还有 2 次加载机会(N2、

N3)，加载荷载大小由选手现场自由确定。加载只能单调增加荷载，不允许先卸

载后加载。每级加载后，必须持荷 15s 以上（不含 15s）方能继续下一级加载。

此外，在同一级荷载加载过程中，每次加载砝码的间隔必须小于 5s。每个参赛

模型最大总加载荷载不大于 7.5 kg （以上均不含加载装置重量）。 

6、参赛模型在安装过程或加载过程中，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即视为破坏或

失效： 

（1）模型尺寸不符，不能顺利安装加载装置或夹持装置并完成加载； 

（2）在模型安装过程中出现模型损坏而无法承载； 

（3）任一级荷载持荷 15s 以内（含 15s）模型破坏且丧失承载力； 

（4）任一级荷载持荷 15s 以内（含 15s）模型的位移超过允许值（90mm）；  

（5）加载过程中施加竖向荷载的砝码掉落； 

（6）竞赛评委会认为失效的其他情形。 

五、其它要求 

（1）根据组委会要求制作的参赛作品提交后，各参赛队通过抽签确定比赛

顺序； 

（2）比赛期间严格按抽签顺序进行，请参赛人员提前到场，未能按时参加

比赛需提前向组委会申请并经批准，否则视为自动弃权； 

（3）每组安排二名队员对模型进行加载； 

（4）各参赛组准备 PowerPoint 演示文件，在比赛现场安排一名队员对作品

进行现场介绍及答辩； 

（5）结构模型采取现场制作的方式进行，制作时间 2 天。 

（6）每组作品介绍及从加载到比赛结束整个过程（含持荷 15s）所用时间

不得超过 7min，但是，夹持装置安装和结构模型固定可在前一组比赛过程中同

时进行； 

（7）每组队员答辩时间（包括评委专家提问）所用时间不得超过 3min。 

六、竞赛评分细则 

    结构模型创作竞赛评分组成：总分为 100 分，包括结构造型与体系、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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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型制作、陈述答辩和加载试验 5 个方面。 

1、结构造型与体系（10 分） 

按模型结构的构思、造型和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创新性评分。 

2、结构模型理论分析（10 分） 

按模型设计说明书、方案图和计算书内容的完整性、正确性评分。 

3、模型制作（5 分） 

按模型制作工艺、制作效果进行评分。 

以上 3 项均在加载前评毕。模型尺寸及材料使用不符合设计制作要求的，或

参赛过程中有其他违规现象的将直接淘汰，不进入加载试验阶段。 

4、陈述与答辩（5 分） 

在安装模型的同时，由一名参赛队员进行陈述，时间不超过 3 分钟。答辩时

专家提问限 2 个问题，参赛队员回答问题应简明扼要。 

按现场陈述和答辩情况，由评委当场给分。 

  上述四项评分方式：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得分为余下评委评分

的平均值（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5、模型加载试验分（70 分） 

(1) 模型刚度测试试验分。模型刚度测试试验 S1 为最小值者得 30 分；其他

参赛模型得分 = 30×（参赛模型最小 S1 值/被评模型 S1 值）。其中，S1 值按下列

公式计算： 

S1=δ×w 

式中  δ——为水平位移测量值（mm）， 

w——为模型自重（g） 

(2) 模型承载力加载试验分。模型承载力加载试验 S2 为最大值者得 40 分；

其他参赛模型得分 = 40×（被评模型 S2 值/参赛模型最大 S2 值）。其中，S2 值按

下列公式计算： 

S2=N/w 

式中  N——为模型的最大总承载力（g）,取破坏之前一级荷载，或限额内最后

一次加载的荷载； 

注：1）模型称重精度为 0.1g，位移测量精度为 0.1 mm； 

2）本项所得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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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获奖名次确定办法 

    根据各参赛模型的综合总评分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获奖名次，并当场宣布竞赛

结果。 

7、其它未尽事宜，由竞赛组委会研究决定。本竞赛细则由竞赛组委会负责

解释。 

福建省第七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 

福建农林大学 

2014 年 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