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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简介 

2017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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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项旨在通过创新的竞

赛选拔机制及竞赛内容设置，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和基础互联网资源，

引导青少年及相关教育机构开展普及性、常态化的人工智能科普教育

活动，进而激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学习兴趣，增强综合创新和实践能

力，提升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素养。根据教育部《2021—2022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

“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是可正规开展的中

小学生“自然科学素养类”竞赛活动之一。本活动主要包括“电子科

技”“智能机器人”“软件编程”三类赛事。 

本赛项要求选手在一个具有物理属性的虚拟城市环境中，设计一

个机器人并模拟实现各类无人驾驶交通行为。任务要求机器人在规定

的时间内从起点出发，全程无人工干预自主运行完成各类安全行车和

技能挑战动作并抵达终点。 

二、 比赛主题 

比赛主题为“绽放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 

三、 比赛内容 

（一）通用内容 

竞赛过程将全面检验选手掌握的机器人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综合

运用能力，选手还需考虑在约定的无人驾驶交通规则下，面对具有较

高前瞻性和复杂度的综合性任务，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设计合理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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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方案。 

比赛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机器人构建、控制程序编写和模拟运行。 

1.机器人构建部分：选手根据公布的竞赛任务场景，结合竞赛 

规则将控制器、各类驱动模块、各种传感器、各类积木块等搭建成一

辆可供程序控制的智能车。 

2.行为程序编写部分：依据选手设计的智能车，按任务规则要求

通过图形化编程模块或 python代码设计智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使

智能车在行为程序的驱动下自动行驶。 

3.模拟运行部分：在竞赛平台提供的三维物理模拟运行环境中，

在智能评判的无人驾驶规则下验证、调试、优化无人驾驶系统方案。 

在模拟运行环节，竞赛平台会依据智能车的行驶路线、行驶动作、

行驶安全自动实时评分，在每次模拟运行完成时评出此次模拟运行的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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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级别。 

初赛于线上进行，题目为赛项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地方赛区的

比赛组织选拔工作由各地组委会安排，并按全国组委会规定名额选拔

决赛入围选手。 

2.选手报名组别按参赛选手（在本年 9 月以后）在读学段分为小

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3.本赛项以个人形式报名，每队人数为 1 人。 

四、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为三维模拟的城市场景，模拟城市的道路由行车道、交



 

4 

 

叉路口、道路围栏、模拟行人、车辆、道路标线、人行横道、路面减

速带等各种模拟元素构成。 

模拟城市场景中的物体有各自的物理属性，参赛选手在设计机器

人时需考虑应对。 

竞赛三维场景示意图如下： 

竞赛场景平面示意图如下： 

图 1 竞赛三维场景示意图 

图 2 竞赛场景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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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点：任务开始及每次重置后智能车开始运行的位置，机器的

朝向会与起始点上箭头方向保持一致； 

终点：任务场景设置的终点位置，智能车行驶到此处时任务结束； 

路口栏杆：放置在路口位置栏杆，意在模拟交通管制等情形，考

验选手的竞赛现场任务规划、灵活定制控制程序的能力。 

五、 比赛规则和得分 

（一）比赛规则 

1.竞赛路线 

要求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在规定时间内自选完成各类无人驾驶技

能挑战任务并到达终点。终点有明显可见标记，并提供终点 GPS 坐标。

从起始点到终点的路线由选手自行规划。 

2.竞赛任务变化因素 

任务场景中的以下元素可能会产生变化： 

（1）起始点、终点的位置和朝向； 

（2）道路上的车辆的数量、位置及行进速度； 

（3）人行横道上行人出现的数量、位置及行进速度； 

（4）飞车路段的数量和位置； 

（5）路面减速带的位置、数量、大小； 

（6）各交叉路口可能会出现数量不等的道路隔离栏杆； 

（7）负载通行货物的尺寸和重量可能会发生变化； 

3.竞赛任务中止 

任务完成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将导致当次任务的终止： 

（1）超过任务限时； 

（2）机器人脱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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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器人未礼让行人； 

（4）任务过程中机器人尺寸超出限制； 

（5）携带的初始能量消耗完毕； 

（6）选手自主结束任务。 

任务中止后，选手可选择是否提交当次任务的得分。 

4.任务相关时间 

（1）竞赛时长：指竞赛的整个过程的时长，选手需在此时长内 

完成机器人搭建、行为程序设计及完成任务等所有操作。本次比赛各

组别竞赛时长为 120 分钟。 

（2）任务限时：指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可用的最长时间，

各组别的任务限时分别如下： 

小学组：160 秒； 

    初中组：140 秒； 

    高中组：120 秒； 

（3）任务耗时：指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实际所用的时间。 

5.机器人规格要求 

选手设计的机器人应符合以下规格： 

（1）机器人的直径任何时候不能超过 10 米，具体尺寸以系统的

计算结果为准。 

（2）机器人的所有部件的数量不得超过 100 个。 

6.初始能量约定 

机器人携带一定单位的可用初始能量，能量在机器人运动过程中

会持续消耗,消耗速度与电子组件的运行速度、使用频度、数量、类

型等相关，能量为 0 时所有电子组件将无法运行。机器人实时能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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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能量传感器检测。 

本次比赛各组别可用的初始能量值为 5000 单位。 

（二）比赛得分 

比赛得分由基础分、附加分和时间奖励分总和组成，得分规则如

下： 

1.基础分 

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到达终点可获得基础分 100 分。 

2.附加分 

（1）礼让行人 

在人行横道上可能会出现正在穿越路口的模拟人（模拟人发射可

被检测的红外光），如图 3 所示。机器人须具备检测能力，当人行横

道出现正在通行的模拟人时，机器人须在路口礼让区等待模拟人优先

通过路口，机器人在完成礼让后通过路口可获礼让行人得分。 

每处成功礼让行人可获得 20 分。 

（2）安全会车 

在道路上会出现正在道路上行驶或临时停靠的车辆，机器人通过

该路段时未接触到该车辆并安全交会后，可获安全会车得分。无论机

器人当次是否获得安全会车得分，再次通过时均不会再得分。 

每处成功安全会车可获得 5分。 

图 3 礼让行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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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载通行 

在起始点后方上部建有货物自动输送装置，输送装置将在任务开

始运行后的第 3秒自动输送一次货物,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随身携带

至少一个货物至终点即为完成负载通行任务，此任务旨在考察机器人

的负载运动能力。 

成功完成负载通行任务可获得 50 分。 

（4）飞车 

在道路中有明显标记的带坡路段，如图 4 所示。机器人经过此路

段时，能整体腾飞并在空中滑行超过 2 米并驶出此路段后，可获得飞

车得分，此任务主要考察机器人系统在极端姿态下的结构和算法稳定

性。飞车距离从机器人整体离开路面时为起点，机器人任何一部分再

次接触路面时为终点进行计算。无论机器人当次通过此路段是否获得

飞车得分，再次通过时均不会再得分。 

每处飞车成功可获得 10分。 

3.时间奖励分 

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到达终点时可获得时间奖励分，其计算公式

如下： 

时间奖励分 = （任务限时 – 任务耗时）（秒）×1 分 

4.任务总得分 

图 4 飞车路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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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任务得分 = 基础分 + 附加分 + 时间奖励分 

5.得分提交 

每位选手在竞赛中有 5 次提交得分的机会，在任何形式的任务中

止后均可提交得分。最终的得分为所有提交中的最高分。 

当出现最高得分相同时，比较第 2 高的得分，第 2 高的成绩更好

的排名靠前，依此类推。比较所有提交得分后仍无法区分排名的，以

提交时间的先后区分，更早提交成绩的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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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个人的形式完成报名； 

（二）只能报名一个组别且符合对应年龄和年级； 

（三）根据对应组别和级别要求，选手需熟悉竞赛平台的基本操

作，能独立完成机器人构建、行为程序编写、模拟运行、提交成绩等

操作。 

参赛选手需随时关注官网或报名手机的结果反馈信息。 

大赛官方网站：www.kpcb.org.c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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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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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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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赛和决赛 

选手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电脑。 

八、 奖项和晋级 

晋级规则依据大赛组委会统一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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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比赛流程 

各级比赛的竞赛流程如下： 

（一）登录官方竞赛平台 

启动机器人竞赛平台软件，在登录窗口输入竞赛账号用户名、密

码，单击“Go!”登录官方竞赛平台。 

  

登录官方竞赛平台 

搭建/修改机器人 

编写/修改控制程序 

开始任务仿真 

不提交成绩 提交成绩 

进入对应竞赛场地 

结束/复位仿真 

继续调试提升 

图 5 竞赛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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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入对应竞赛场地 

根据选手组别，选择进入相应的竞赛场地，如图所示。 

 

图 6 登录竞赛平台 

图 7 进入对应竞赛场地 

登陆时，可根据自

己所在区域选择合

适的竞赛服务器，

如“南方”、“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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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场地内编辑机器人和程序 

在竞赛任务场地内，可进入“编辑机器人”和“编辑程序”，以

及开始运行进行任务调试或完成比赛任务。 

注：默认提供的控制器可删除更换成自己所需的控制器。 

  

图 8 场地内编辑机器人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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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交成绩 

一次任务完成自动结束或手动选择结束时，会显示本次任务得分，

可选择提交或返回继续调试，选择提交则使用一次提交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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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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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提交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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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赛信息。 

2.参赛选手须提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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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以及竞赛平台有疑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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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采用的是比赛结果即时发布制。如果参赛选手对裁判结果

有异议，应当于当天比赛结束公布成绩后 2 小时以内提出申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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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决赛仲裁由决赛组委会仲裁组完成。 

（三）比赛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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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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报名联系 

大赛组委会认可本赛项由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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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咨询电话：15314605628、18106553548、13165983703 

大赛监督电话：010-68600710、68600718、68600721、68600724 

大赛监督邮件：kepujingsai@163.com 

大赛官方网站：www.kpcb.org.cn 

 

 

中国电子学会                  

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 

2021年 11 月                  

http://www.kpcb.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