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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简介 

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要“实施全民

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

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开发和推

广。”本竞赛项目是在普及人工智能教育的基础上为提高青少年实践

创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而设立的。通过竞赛方

式，引导青少年学习人形机器人结构原理、传感器技术、运动规划以

及双足步态等多种技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素养。 

本竞赛项目以双足人形机器人为载体，基于 STM32 开源平台，

结构可自行搭建，搭建材料不限。比赛过程将检验参赛选手使用人形

机器人载体的技术实现能力，基于机器人硬件和编程软件，参赛选手

通过编写程序，展示高难度的仿人动作和舞蹈表演，并完成“智能搜

救”任务挑战。 

 

二、比赛主题 

比赛主题为“人机共融，创意无限”。 

 

三、比赛内容 

（一）通用内容 

比赛内容为两部分，创意展示部分和任务挑战部分。创意展示部

分 40 分，任务挑战部分 160 分，总分 200 分。 

1.创意展示部分：创意展示部分主要考核参赛者对人形机器人设

计的理解，要求参赛选手完成不超过两分钟的创意舞蹈展示。舞蹈场

地为 130cm×130cm 的平坦区域，表演所需的音乐由参赛选手自备。 



2.任务挑战部分：以未来家庭中的人形机器人助手为原型，场景

设定为人形机器人探测到卧室有易燃物，可能危及到婴儿的安全，机

器人将婴儿放置在安全台上，然后去卧室识别存在隐患的易燃物发出

警报并移除。具体规则见后部分描述。 

 

（二）分级/分组内容 

1.本赛项晋级过程包括初赛、地区赛（地区选拔赛）和决赛（全

国总决赛）。 

2.选手报名组别按参赛选手（在本年 9 月以后的）在读学段分为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3.本赛项以团队形式报名，每团队人数为 2 人。 

 

四、比赛场地（道具） 

任务挑战部分场地为长 240cm、宽 130cm 的长方形。创意展示

部分在该场地内完成表演，见下图。 

 

场地分搜救任务区（简称 A 区）和移除易燃物任务区（简称 B 区）。 



比赛道具说明： 

道具 形状 道具尺寸（单位：cm） 

竞速跑道 长方形 

长：80（小学组） 

长：90（初中组） 

长：100（高中组） 

宽：50 

婴儿放置台 

 

长：14 

宽：14 

高：14 

婴儿安全台 

 

长：17 

宽：10 

高：35 

婴儿 

 

长：≤15 

宽：≤15 

高：≤15 

避障障碍 

 

长：17 

宽：10 

高：35 

易燃物 

 

直径：7 

易燃物危险 正方形 长：20 



区域 

 

五、比赛规则和得分 

（一）创意展示部分比赛规则 

1.参赛人员需在赛前设计好舞蹈作品，每个参赛队只有一次创意

展示部分的比赛机会。 

2.舞蹈作品要求：连续舞蹈一般不少于1分钟但不能超过2分钟。 

3.机器人由参赛选手通过遥控器启动，比赛过程中不能触碰机器

人。 

4.创意展示部分比赛结束后开始任务挑战部分比赛。 

 

（二）任务挑战部分比赛规则 

1.比赛任务为“竞速”、“营救婴儿”、“避障”和“移除易燃物”。

A 赛区的最后一个任务为营救婴儿任务，B 赛区的最后一个任务为移

除易燃物任务。 

2.每个组别均有 4 个任务，每个组别的任务均为Ａ类 2 个、Ｂ类

2 个。 

3.任务说明： 

任务 任务说明 

竞速 

1.参赛队员启动机器人后机器人双足行走从开始区出发快速穿过

跑道到达终点线则视为挑战成功。 

2.该任务为一键启动任务，任务执行过程中不能使用遥控器控制

机器人。 



营 救

婴 儿

规 则 

1.机器人抱起或抓起婴儿道具并平稳放置在婴儿安全台上，营救

婴儿任务成功。婴儿掉落后可以多次抱起，但每掉落一次扣5分。 

2.该任务为遥控任务，任务执行过程中可以使用遥控器控制机器

人。 

避障 

1.此任务中共有两个障碍物，参赛队员须启动机器人程序自动识

别并绕过障碍物，双脚踏过终点线为任务挑战成功。 

2.该任务为一键启动任务，任务执行过程中不能使用遥控器控制

机器人。 

移 除

易 燃

物 

1.此任务中有一个球形易燃物，参赛队员须启动机器人程序自主

识别易燃物，识别后发出“危险区域，请勿靠近”的声音，并将易燃

物从危险区域内完全移除则视为挑战成功。 

2.该任务为一键启动任务，任务执行过程中不能使用遥控器控制

机器人。 

4.参赛机器人须满足本规则要求。裁判在赛前检录时，有权取消

不符合要求的机器人的参赛资格。 

5.规定任务开始、终点标志在规则中注明，没有注明的由裁判现

场公布。 

6.比赛道具位置由裁判标注在场地上。在道具发生位移时，裁判

在下一轮次开始前将道具恢复到标记轮廓位置。 

7.参赛选手自备竞赛用机器人器材、笔记本电脑，并保证比赛时

笔记本电脑电量充足（可自备移动充电设备），不得携带 U 盘等具有

存储功能的设备进入场地。 

8.比赛时间 



（1）现场编程调试时间为 60 分钟。编程调试好的机器人，由

参赛选手贴标记后，统一放置在组委会指定的位置。在比赛正式开始

时，参赛选手才可以取走自己的机器人参加比赛。 

（2）参赛团队开始挑战后挑战过程须在 5 分钟之内完成。 

（3）每支参赛团队有两次机会进行挑战，取两轮比赛得分多的

一次计为比赛成绩，两次机会之间参赛团队没有调试时间。 

9.计时 

裁判在宣布比赛开始后开始计时，机器人到达终止区后停止计时。

A、B 赛区之间过渡环节中，裁判在机器人营救婴儿成功后暂停计时，

在参赛队员调整好器材后，经裁判同意并开始 B 区竞赛后恢复计时，

其他结束竞赛、停止计时的情况有： 

（1）用满 5 分钟未完成全部任务或选手申请结束竞赛； 

（2）机器人行走中两只脚完全踏出边界线； 

（3）机器人摔倒整体出边界线； 

（4）机器人损坏，10 秒内不能做动作且不能继续比赛。 

每轮竞赛用时按照停止计时的结果核算。 

10.违规 

（1）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前启动机器人程序视为违规，累计违

规启动机器人 3 次的取消参赛资格。 

（2）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或机器人恶意移动、损坏比赛道具

均视为严重违规。 

（3）比赛过程中未经裁判允许，参赛队员使用肢体或者任何道

具接触机器人视为严重违规。 

（4）比赛中违反公平竞赛原则、不服从裁决等严重违规的参赛



团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三）比赛得分 

比赛分为创意展示部分和任务挑战部分，得分规则如下： 

1.创意展示部分得分规则： 

（1）主要从设计、技术动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创意展示部

分满分 40 分，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2）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移动出规定的平坦区域扣 10 分。 

（3）机器人表演过程中参赛选手触碰机器人，每触碰一次扣 5

分。 

2.任务挑战部分得分规则： 

（1）任务挑战部分每个任务分值均为 40 分，每轮任务总分为

160 分。根据评分细则进行得分的加、减分，单项任务不出现负分。 

（2）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在非任务区域内摔倒后，允许参赛选手

遥控机器人原地站起继续比赛，每摔倒一次扣 5 分。 

（3）机器人在任务区域内摔倒后，此任务失败，选手示意裁判

扶起机器人置于本任务结束区。 

（4）竞赛中机器人摔倒，身体任意部位出边线，但未满足挑战

指标 分值 备注 

展示内容 

机器人外形 10 分 外行美观、富有创意 

舞蹈协调性 10 分 舞蹈动作与音乐的协调性 

舞蹈完整性 10 分 舞蹈动作的整体完成性 

舞蹈技术性 10 分 舞蹈动作的技术难度 



失败条件，每出线一次扣 5 分。 

（5）竞赛中机器人行走中脚出边线，但未满足挑战失败条件，

每出线一次扣 5 分。 

（6）在避障、营救婴儿任务中，若机器人误碰到障碍物并且障

碍物产生了位移，障碍物产生位移 2cm 以内不扣分，2～3cm 之间

扣 5 分，3～4cm 之间扣 10 分，超过 4cm 则扣除 15 分。 

3.比赛总得分 

各支队伍的总成绩为创意展示得分与任务挑战得分之和。 

 

六、比赛报名 

参赛选手应于规定时间内通过大赛官方网站完成报名，具体时间

关注大赛官网。参赛选手报名基本要求如下： 

（一）应以团队的形式完成报名； 

（二）只能报名一个组别且符合对应年龄和年级。 

大赛官方网站：www.kpcb.org.cn （2020 大赛频道） 

大赛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电子学会科普中心 （请保持关注） 

 

七、参赛技术要求 

1.参赛机器人基于 STM32 开源平台，结构可自行搭建，搭建材

料不限。 

2.参赛机器人外形必须是类人型，尺寸（高×宽×厚）不超过 40cm

×30cm×15cm，由四肢、躯干和头等几部分组成，机器人身躯上不

能出现轮子，要求采用双足步态行走、双足步态移动完成各项任务。 

3.遥控通讯方式：通过 2.4G 控制方式，使用独立遥控器控制机



器人，遥控器须能调整信道，以避免现场干扰其他参赛选手。 

4.机器人编程语言不限，参赛队员必须能够解释其程序，并展示

其编辑的动作。 

5.在不影响正常比赛的基础上，机器人可进行个性化的装饰，以

增强其表现力和容易被识别，但装饰不能损坏场地，否则裁判有权要

求整改。 

6.初赛自备电脑。电脑操作系统：Mac OS、Win 10 或以上操

作系统；浏览器采用谷歌浏览器（69.0 版本以上）、firefox，IE11 以

上，推荐使用 chrome。 

 

八、奖项和晋级 

晋级规则依据大赛组委会统一规定执行。 

 

九、比赛流程 

（一）初赛 

初赛在线上进行，题目为赛项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 

（二）地区赛 

详见各赛区比赛文件。 

（三）决赛 

分为创意展示和任务挑战两个部分。 

 

十、赛程安排 

（一）初赛  

具体日期详见大赛官网。 



（二）复赛 

详见各地区赛事文件。 

（三）决赛 

具体日期详见大赛官网。 

赛程拟为一天，时间安排如下： 

上午 

报道，领取比赛手册 

检录，比赛规则说明 

完成编程技能测试 

下午 个人作品展示及答辩 

 

十一、其他说明 

（一）基本比赛要求 

1.组委会工作人员（包括裁判及专家组成员），不得在现场比赛

期间参与任何对参赛选手的指导或辅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允

的竞赛信息。 

2.参赛选手须提前 5 分钟入场，按指定位置就座。比赛过程中不

得随意走动，不得扰乱比赛秩序。 

3.参赛选手可携带书写工具如钢笔、签字笔、铅笔等，及计时工

具手表等进入场地。不得携带软盘、光盘、U 盘、硬盘等外接存储设

备或介质。在竞技期间不得与其他选手交谈，不得干扰其它选手备赛，

不得损坏公用设备。 

4.选手在展示和比赛过程中对题目、设备以及编程环境有疑问时，

应举手向大赛工作人员提问。选手遇有计算机或软件故障，或其他妨

碍比赛的情况，应及时举手示意大赛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二）裁判和仲裁 

1.初赛、复赛和决赛的裁判工作根据比赛内容和规则执行。 

2.比赛结果3个工作日内发布。如果参赛选手对裁判结果有异议，

应当于发布成绩后 2 小时内提出申诉。申诉采用在线提交方式，并具

体说明在比赛过程中疑似异常情况的时间、相关人员、异常内容、相

关证明资料（照片或视频等材料可在线下提交）和对比赛结果不满的

原因。 

申诉仲裁小组在接到申诉意见后，将视需要组织评审专家进行复

核评估，并在 1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反馈给申诉人。 

3.复赛仲裁由地区选拔赛组委会仲裁组完成，不跨区、跨级仲裁；

决赛仲裁由决赛组委会申诉仲裁小组完成。 

（三）比赛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四）如发现地区赛组委会、技术支持单位在大赛筹备、组织过

程中，出现严重违规和违反《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章程》、

《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承办单位管理办法》、《全国青少

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技术支持单位管理办法》的行为，或其它损

害大赛公平公正性，损害参赛队及参赛选手合法权益的行为，请将具

体违规情况说明、相关证明材料发送到大赛组委会监督邮箱

kepujingsai@163.com。 

（五）其他 

1.如本赛项说明中存在与大赛组委会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以大赛

组委会最新要求为准。 

 



 

中国电子学会                  

第八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 

2020 年 5 月                  

  



附件一： 计分表（最终表单及评分标准视实际情况可能有所调整） 

注：比赛决赛如配有相应的电子计分系统，不需要计分表完成。 

 

2020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智能机器人竞赛 – 智能人形机器人开源主题赛 

 

计分表 

 

参赛人/团队：             组别：□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创意展示部分 分值 得分 

机器人外形 10 分  

舞蹈协调性 10 分  

舞蹈完整性 10 分  

舞蹈技术性 10 分  

创意展示部分总分：  

 

任务挑战部分 第一轮 第二轮 

赛  区 任务项 分值 完成情况 得  分 完成情况 得  分 

A 赛区 

竞    速 40 

□成    功      □失    败 

 

□成    功      □失   败 

 出线(5 分/次)  出线(5 分/次)  

摔倒(5 分/次)  摔倒(5 分/次)  

营救婴儿 40 □成    功      □失    败  □成    功      □失   败  



出线(5 分/次)  出线(5 分/次)  

摔倒(5 分/次)  摔倒(5 分/次)  

婴儿掉落(5 分/次）  婴儿掉落(5 分/次）  

B 赛区 

避    障 40 

□成    功      □失    败 

 

□成    功      □失   败 

 
出线(5 分/次)  出线(5 分/次)  

摔倒(5 分/次)  摔倒(5 分/次)  

障碍物位移  障碍物位移  

移除易燃物 40 

□成    功      □失    败 

 

□成    功      □失   败 

 出线(5 分/次)  出线(5 分/次)  

摔倒(5 分/次)  摔倒(5 分/次)  

总用时：   

现场比赛部分总得分：   

最终成绩（取两轮中最好的一次成绩）  

 

 

 

关于取消比赛资格的记录： 

 

 

裁判员：                                       记分员：                  

 

                                                           

 

裁判长：                                       数据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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