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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说明 

本竞赛项目是在大力发展创客教育与 STEAM 教育的基础上为提

高青少年创新创造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而设立

的。通过竞赛方式，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中普及智能硬件、机器人、

工程设计相关知识，培养青少年的创意思维和程序思维，锻炼青少

年的创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和交流合作的能力。 

本竞赛项目所有参赛作品统一命名为智能运输器。参赛作品基

于Arduino/ESP32开源硬件平台，场地搭设方便，造价低廉，提供多

级难度评估， 参赛队伍可依据规则获得多次比赛机会，避免一赛定

胜负。 

本竞赛项目经中国电子学会考评中心批准，适用于全国青少年

机器人技术等级考试三级、四级评价标准。符合条件的选手，可获

得相应等级实操考试免试资格。 

二、 比赛主题 

本届比赛主题为“开源世界，创新成长”，比赛过程将全面检

验参赛选手基于 Arduino/ESP32 开源平台的技术实现能力，鼓励参

赛者动手创造， 以此来提高青少年对机器人综合技术的兴趣，挖掘

青少年的创新潜力。 

三、 比赛内容 

比赛内容为两个部分：现场比赛部分和技术展示部分。 

1、现场比赛部分：在比赛规定的时间内，智能运输器采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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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动的方式，将不同颜色的积木块，运送至收集区，按照规则计

算得分（不同组别的比赛难度不同），具体规则见第五部分“比赛

规则”。 

2、技术展示部分：技术展示主要考核参赛者的技术实力和对项

目开发的理解，通过现场技术答辩形式完成。要求参赛者在规定的

时间通过PPT演讲展示技术能力和设计理念，PPT内容包括但不仅限

以下几点： 

1) 团队介绍（500 字以内，包括团队名称、团队口号、竞赛理

念、成员姓名、性别、年龄及成员个人分工及特长介绍）； 

2) 设计理念（500 字以内，技术平台、设计思想、实现主要过

程）； 

3) 制作过程中的图片或影像资料（图片格式为 JPG，单张大小

不超过 1M；视频格式为 MP4，不超过 2 段，每段大小不超

过 20M， 文件名中标注拍摄日期）； 

4) 器件清单； 

5) 所有非标准结构件的加工图纸（电子版图纸格式为

JPG/GIF/PNG）。 

答辩需参赛队于比赛现场自行邀请答辩裁判在本队的整理区进

行，演讲不得超过5分钟。答辩裁判在演讲后会提出一些问题并根据

演讲情况打分。具体评分细则请参加第七项“比赛得分”。 

四、 报名及分组 

比赛分为地区赛和全国总决赛。各参赛队首先报名参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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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在地区赛中获奖的队伍取得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1、报名需具备以下条件： 

1) 每支参赛队伍为 2 至 3 人； 

2) 参赛选手熟悉 Arduino/ESP32 开源硬件； 

3) 参赛选手了解机器人基本原理及常识。 

2、比赛分组规则： 

1) 参赛队伍按年龄段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 参赛队伍的参赛组别由本队中年龄最大的参赛队员确定； 

3) 每个参赛队伍的队员不得超过 3人。 

4) 比赛过程中，为了给参赛队伍更多的比赛机会，一轮比赛分

为 A、B 两方，每方分别由两支队伍组成（一个场地同时有

4只队伍在比赛）； 

5) 每轮比赛队伍的组合，由电脑随机产生。赛前 1 小时，将

比赛的顺序和场次发送至各队。每支队伍有不少于 4 次参

赛机会； 

五、 比赛场地及道具 

1、比赛场地说明： 

以小学组为例，比赛场地分为 A、B 区，每区的尺寸为 

2.4m×2.4m，A、B 两区中间有 60mm×40mm（宽 x 高）的隔离带。

如图 1-图 3 所示： 



 5 

图1 比赛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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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比赛场地 45 度俯视示意图 

图3 比赛场地 A 区 45 度俯视示意图 

 

初中组和高中组会在该场地的基础上略做调整以增加难度，

如：初中组会在黄色块区域中混入“黑色块”作为扣分项（具体分

值计算见第七项 “比赛得分”），见图4。 

 
图4 初中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高中组比初中组设置多一倍的黑色块作为扣分项，以提高难

度，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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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高中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2、比赛道具说明： 

比赛使用彩色积木块，尺寸为 30x30mm，重量 20~30 克。其中

红色 9 块、黄色 144 块、蓝色 4 块、绿色 4 块、（初中组另有

黑色12块，高中组另有黑色24块）。颜色值见图6。 

 

图6 积木块及印刷颜色值 

 

六、 比赛规则 

1、本次比赛的原则为非禁止即许可； 

2、比赛要求智能运输器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手动或自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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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收集到的木块置于“收集区”内，依照木块颜色以及堆叠方式给

与相应分数（具体得分说明见第七项“比赛得分”）。 

3、现场比赛时间共 6 分钟，分为准备、比赛、撤场三个阶

段， 其中比赛阶段，分为自动阶段和手控阶段两个部分组成。各阶

段时间分配详见表1； 

表1 现场比赛时间分配表 

准备阶段 2 分钟 

比赛阶段 

自动 30 秒 

手动 90 秒 

撤场阶段 2 分钟 

4、每支参赛队伍有四次比赛机会，每次比赛分别和不同的队伍

合作。详细场地和时间请各参赛队按照《现场比赛顺序表》进行

（该表将在比赛前的领队会议期间发放）。规定时间未上场的队伍

视同放弃。 

5、比赛取4次比赛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成绩。 

6、比赛时每支队伍派两名选手参加，在2分钟准备阶段内，一

名选手负责准备智能运输器，另一名选手协助赛场裁判放置积木

块。 

7、比赛准备阶段要求智能运输器位于发车区内，运输器水平投

影不得超出发车区外边线。 

8、自动比赛开始时，遥控器放置于操控台，待裁判发出指令后

点击启动按键智能运输器进入自动比赛阶段，自动比赛阶段选手不

得触摸遥控器。自动比赛阶段结束，选手方可使用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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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手动比赛阶段，待裁判发出指令后，操控手开始操作智能运

输车，比赛期间操控手不得离开操控区。 

10、如参赛队智能运输器在整个比赛阶段没有离开发车区，该

参赛队按弃赛处理。 

11、比赛阶段，任何一方的参赛队车轮不得进入对方比赛场地

及场地上方，如进入，该参赛队本轮得0分。 

12、在比赛阶段，参赛队员不得与智能运输器有任何接触，如

有接触，该参赛队本轮得0分。 

13、每块场地设置摄像头，分别在30秒和2分钟时拍摄收集区的

积木数量。 

14、积木块在收集区内有序堆叠，以避免现场裁判不能根据拍

摄的照片确认积木的数量。如此情况发生，由现场裁判根据实际情

况裁决。 

15、比赛结束，一名队员负责撤场，另外一名队员等待现场裁

判查看积木数量计算得分后签字离开。 

16、当前场次队伍进行比赛时，下一场次队伍在场边做好上场

准备。 

17、不得使用其他参赛队的智能运输器进行比赛，如发现，两

支参赛队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18、比赛过程中，不得采用技术手段干扰参赛队伍的控制信

号，一经发现，勒令退赛。 

19、本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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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比赛得分 

比赛分为现场比赛部分和技术展示部分，得分规则如下： 

1、现场比赛部分得分规则： 

比赛成绩由“收集区”内的彩色木块计算得出。不同颜色的木

块都有各自的基础分值和倍增率。其中“倍增率”用于发生积木出

现上下堆叠时，在计算“基础分值”之和后还需要乘以最上方木块

的“倍增率”，以此鼓励参赛者多堆叠积木块。不同颜色的积木块

分值见表2： 

 

表2 彩色积木块分值表 

 基础分值 倍增率 

黄色 1 X1 

蓝色 2 X2 

绿色 3 X3 

红色 4 X4 

黑色 -4 无 
 

当几块积木竖向堆叠在一起时，最顶端的积木有积分倍增作用

（若顶端为黑色块则取下方非黑色块计算倍增值）。得分计算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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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所叠积木块的基础分值相加之和 X 最顶端颜色块倍增率 

如图7所示： 

 
图7 堆叠积木计算示例 

 

注意，只要发生叠加就要计算倍增值，除非出现所叠都为黑色

块的情况（黑色积木没有倍增率）。如图8： 

 

图8 黑色积木发生堆叠情况 

 

如果堆叠时发生每一层都有多个积木块的情况，选择分值较大

的一个积木做为有效积木块，如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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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计算堆叠单层有多个木块的方法 

 

另外，积木必须位于收集区内，压制收集区边线的积木（无论

在线内还是线外）都按照无效处理。 

其它注意事项如下： 

1) 自动及手动阶段时间截止时，智能运输器应当移动至收集

器外侧，且智能运输器不得和积木块有任何接触，如有接触，按无

效处理； 

2) 自动及手动阶段得分为比赛结束时，收集区内积木的总得

分。本轮现场比赛的得分为自动阶段得分和手动阶段得分之和减去

本轮违规扣分； 

3) 当一方的两支队伍中有一支队伍弃赛时，弃赛队伍的得分

为0分。另一支参加比赛的队伍自动阶段和手动阶段的得分按照场地

实际得分的 1.5倍计算。 

4) 参赛队一共有4次比赛机会，现场比赛得分为四次比赛的平均

分。 

3、技术展示部分得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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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除了积极准备现场的智能运输比赛外，还需统筹好时

间，邀请答辩裁判到本队的备赛区进行技术展示答辩。答辩可于比

赛期间任意时间进行。只有通过答辩的队伍其比赛成绩方视为有

效。 

技术展示部分总分40分，具体项目得分详见表3 

 

表3 技术展示部分分值表 

项目 总分 

团队介绍 8 

智能运输器的设计理念 8 

制作过程中图片和相关资料 4 

器件清单 4 

结构件图纸的电子文档 4 

智能运输器程序 12 

 

4、违规扣分 

当发生如表4所示情形时，扣除相应分数，乃至勒令退赛。 

表4 违规扣分分值表 

不能提供作品的任何技术文档 勒令退赛 

准备阶段超时 -5分 

比赛自动阶段触摸控制器，按裁判提醒次数扣分 -2分/次 

撤场阶段超时 -5分 

将积木从本方区域投掷到对方区域，本方扣分 -2分/个 

5、比赛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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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支队伍的总成绩为现场比赛得分与技术展示得分之和。决赛

阶段同步附加展示科普中国 APP 投票结果。 

勒令退赛的队伍比赛总得分为零分。 

八、 机器人硬件和设计规范 

1、主板主控芯片的采用如下类型： Atmega328P、

Atmega2560、Atmega32U4、ESP32。 

2、遥控通讯方式：蓝牙、wifi 或 2.4G。遥控器可以采用手机 

App 或者其它类型遥控器。遥控器能实现手动和自动操作的功能切

换。 

3、智能运输器必须在明显位置设置电源开关，用于切断运输器

电源。 

4、智能运输器结构件材料不限。 

5、智能运输器传感器、执行器规格不限。 

6、智能运输器的原始外形尺寸（长×宽×高）不得大于 

400×300×400mm，比赛后车体可以自由伸展。 

7、智能运输器的重量不限。 

8、经检查合格的智能运输器方可参加比赛。 

九、 奖项及等级设置 

1、比赛根据各队的得分评出参赛队伍的获奖等级，分为：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此外设置最佳创意奖、最佳工程奖、优秀指

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奖。各奖项的名额详见比赛手册。 

2、全国青少年机器人技术等级考试附加评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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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项决赛阶段获得一等奖、二等级奖和最佳工程奖队伍的队

员， 视同通过全国青少年机器人技术等级考试三级实操考试（竞赛

中采用图形化编程的）或四级实操考试（竞赛中采用 C 代码编程

的）。相关选手可自愿加试相应级别理论考试，考试通过即获得全

国青少年机器人技术等级考试三级证书或四级证书。 

十、 赛程安排 

本次赛项赛程拟分为1天，时间安排见表5，详细赛程安排详见

赛事手册。 

表5 赛程安排表 

 

上午 

检录，报道，领取比赛手册，分组 

比赛规则说明 

熟悉场地 

 

下午 
比赛、技术答辩 

颁奖 

十一、 评判说明 

大赛组织委员会工作人员，包括技术评判组、现场裁判组和仲

裁组成员均不得在现场比赛期间参与任何针对个别参赛队的指导或

辅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允竞赛的信息。 

比赛中如发生比赛规则不明确之情形，由比赛仲裁组最终裁

定。 

十二、 报名咨询 

2019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认可本赛项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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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子学会科普培训与推广中心和相关承办机构共同举办本赛项。

承办机构名单见大赛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www.kpcb.org.cn 

 

 

中国电子学会 

第六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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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比赛成绩表 

2019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智能机器人竞赛 - 智能运输器开源主题赛 

比赛成绩表 
 

参赛队：       组别：□小学 □初中 □高

中 

阶段 轮次 自动阶段 手动阶段 违规扣分 本轮得分 裁判签字 

现场比赛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现场比赛得分   

违规扣分 

扣分项目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准备阶段超时     

 

自动阶段触摸 

控制器     

撤场阶段超时 
 

   

将积木投掷到 
对方区域     

扣分小计     

技术展示得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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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比赛场地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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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比赛场地循迹路径尺寸示意图： 
 

 
说明：循迹路径宽度为 1 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