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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简介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是深入实施《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06-2010-2020 年)》,以促进科学思想、科

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为目的,紧密结合科技馆教育理念,

以科技馆展品展项为依托,以馆校结合为载体,以行业联合为组织形式,面向青年

学生开展的科普赛事活动。

甘肃赛区已成功举办第六届大赛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即将迎来第七届。本届

大赛由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甘肃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甘肃科技馆承办,中国三星

独家公益支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担任公益合作组

织。

本届大赛甘肃赛区设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全国总决赛由中国科技馆组织实

施。

大赛设“创意作品”和“科普实验”两个单元。“创意作品”单元设“未来

教育”和“智能控制”两个命题,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科普创意产品外发等；

“科普实验”单元设“生物环境”和“风能利用”两个命题,突出任务驱动型活

动,将竞赛与科技馆教育活动紧密结合。大赛参赛对象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中学组,参赛对象为全省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包括初中、中专、技校、

高中等；

第二类为大学组,参赛对象为全省高校在校学生,包括高职、大专、本科、研

究生等；

第三类为甘肃赛区附属赛事，面向全省在校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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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方案

一、活动背景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

作品大赛的通知》（科协办函普字〔2020〕102 号）精神，省科协、

省教育厅决定联合举办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

肃赛区活动（以下简称大赛）。大赛围绕“智能、安全、环保”三大

主题，重点关注前沿科学技术及科学教育理念的应用及普及，考察青

少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动手实践”能力。

二、活动时间

2020年10月—2021年5月

三、组织机构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 甘肃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甘肃科技馆

（二）组织委员会

负责大赛总体统筹、方案制定、组织实施和宣传等工作。

（三）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负责评审参赛作品，审核把关作品科学性、真实性等。

（四）监审委员会

负责过程监督和申诉仲裁，监督保障大赛公平公正。

四、参赛对象

（一）小学组。参赛对象为全省小学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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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学组。参赛对象为全省中学在校学生，包括初中、中专、

技校、高中等。

（三）大学组。参赛对象为全省高校在校学生，包括高职、大专、

本科、研究生等。

每支参赛队伍由参赛选手和指导老师组成，最多 2 名队员、1 名

指导教师。

五、赛制设置

（一）大赛命题。大赛设“创意作品”和“科普实验”两个单元，

其中“创意作品”单元设“未来教育”和“智能控制”两个命题，着

眼于现实问题的科普产品研发等；“科普实验”单元设“生物环境”

和“风能利用”两个命题，突出任务驱动型活动，将竞赛和科技教育

活动紧密结合。

类别 命题 对象 说 明

创意作

品单元

未来教育 大学组

自选材料，围绕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设

计制作科普展品、文创衍生品等，通过公众易于

接受的形式，传播科学知识及理念。

智能控制

大学组

尝试发现生活中的相关问题，利用人工智能、自

动控制等方面的技术实现既定目标，创作参赛作

品解决问题

中学组

小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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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命题 对象 说 明

科普实

验单元

生物环境 大学组

以培养基为画板，使在培养基上生长的、表达不

同颜色的微生物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制作

“细菌画”

风能利用 中学组 自选材料、自定思路设计制作风帆小车。

（二）赛程设置。大赛分初赛、复赛、决赛环节。其中，初赛参

赛队伍按要求提交作品，包括作品方案、设计源文件、作品视频、参

赛承诺和声明；复赛环节由专家委员会对提交的作品进行评审或组织

现场赛事，确定参加决赛的队伍；决赛环节由中国科学技术馆组织，

以作品陈述、现场答辩、现场制作等形式开展比赛。

小学组为大赛的附属赛事，只设现场竞技比赛一个环节。

六、奖项设置

暂定各命题组根据初赛排名前 30 名的队伍进入复赛，未进入复

赛排名前 20名的队伍获得优秀奖（根据参赛队伍数量适当调整）。

复赛阶段，各命题组按照 20％、30％、50％的比例设置一、二、

三等奖。其中获得第一名的参赛队伍代表甘肃赛区参加全国决赛。

同时，根据比赛组织情况评选优秀组织奖。

七、进度安排

（一）2020 年 11 月-12 月，筹备动员阶段。拟发文件通知，制

定大赛具体实施方案,进行大赛宣传，组织网上报名，安排教师培训。

（二）初赛阶段。暂定三月初，完成初赛作品收集及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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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意作品单元。初赛参赛队伍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作品（作

品方案、设计源文件、作品视频、参赛承诺和声明等）提交至指定网

站，由大赛组织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暂定邀请专家6人。

2.科普试验单元。生物环境初赛参赛队伍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将作品（创意设计图、微生物创意作品画及作品视频资料、创意方案

书、参赛承诺书和声明）提交至指定网站，由大赛组织委员会组织专

家进行评审，暂定邀请专家6人。

风能利用初赛为现场竞技赛。

（三）复赛阶段。暂定四月初，完成各命题复赛及评审工作。

1.创意作品单元。未来教育复赛参赛队伍按要求提供作品方案、

作品视频、展示PPT（大小100M以内）、海报材料（JPG格式，大小100M

以内）、参赛承诺和声明、作品成果。复赛在初赛基础上，采用现场

演示、作品展示和提问方式进行评审。考察参赛队伍设计制作作品能

力、现场口述表达能力、以及舞台艺术表演能力（表演形式不限），

由大赛组织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暂定邀请专家6人。

智能控制未来教育复赛参赛队伍按要求提供作品方案、作品视

频、作品代码（大学组提交）、展示PPT（大小100M以内）、海报材

料（JPG格式，大小100M以内）、参赛承诺和声明、作品成果。复赛

在初赛基础上，采用现场演示、作品展示和提问方式进行评审。考察

参赛队伍设计制作作品能力、现场口述表达能力、以及舞台艺术表演

能力（表演形式不限），由大赛组织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暂定

邀请专家6人。

2.科普试验单元。生物环境复赛参赛队伍按要求提交进一步完

善的创意设计图、微生物创意作品画作品图、作品视频资料、创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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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书、参赛承诺书（安全承诺书、原创承诺书、版权声明和肖像授权

声明）、答辩PPT、视频及海报展示等材料。复赛在初赛基础上，进

一步考察参赛队伍物生物培养操作的规范性，设计的创意性与艺术

性、现场口述表达能力、灵活应对问题的能力和答辩表现能力等。由

大赛组织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暂定邀请专家6人。

风能利用复赛参赛队伍展示内容与初赛大致相同，在指定赛场

进行现场限时比赛，由赛事承办委员会提供材料及设备（可自带符合

规定的材料和工具），完成作品制作，由大赛组织委员会组织专家进

行评审，暂定邀请专家6人。

邀请媒体跟踪报道，收集媒体报道情况。

（四）决赛阶段。2021 年 3 月-5 月，推选各命题组获得第一名

的队伍参加全国总决赛。由中国科学技术馆组织，以作品陈述、现场

答辩、现场制作等形式开展比赛。

（五）其他。

智能控制小学组为大赛附属赛事，只设现场竞技比赛一个环节，

时间暂定为四月初。

八、参赛要求

（一）所有参赛队伍须向所在学校提交报名表后，由学校统一推

荐参加甘肃赛区比赛，未经学校推荐的队伍，不得参赛。培训机构不

得报名。

（二）指导老师和参赛选手自行办理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未办

理相关保险手续者，不得参赛。

（三）提交作品不得是参加过其他比赛的作品，不得是本大赛往

届获奖作品。大赛组织委员会将对提交的参赛作品进行查新和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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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赛将严格按照省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展工作。坚持预防为主，落实“四早”

措施，突出重点环节，压实“四方”责任，制定初赛及复赛各阶段现

场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确保大赛稳妥、安全有序地开展。

（五）参赛队伍可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http://kepudasai.cdstm.cn/）了解活

动详情。

（六）甘肃赛区赛事相关内容详见甘肃科技馆微信公众号。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 璐 余芳芳

电 话：0931-6184273

邮 箱：342868911@qq.com

邮 编：730070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银安路 5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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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2月 13 日 09:00-18:00 报到
安盛国际大酒

店一楼大厅

12月 14 日

08:30 嘉宾入场

四楼大报告厅

(所有参会人

员 需 携 带 绿

码，并体温检

测入场，请合

理安排时间）

领导及全

体参会人

员

09:00-09:15
介绍到会嘉宾

领导致辞并介绍赛事情况

09:15-09:30 启动仪式

09:30-10:00 网站报名培训

全体参会

人员

10:00-10:30 未来教育赛事解读

10:30-12:00 智能控制赛事解读

14:00-15:00 生物环境赛事解读

15:00-16:30 风能利用赛事解读

16:30-17:00 赛事沟通交流

12月 15 日 09:30-12:00 参观甘肃科技馆
9：30 在科技

馆南门集合

全体参会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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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创意作品单元-未来教育命题（大学组）

一、命题背景

本命题旨在引导青少年学生利用科技的手段、创新的思想，解决

未来的问题。在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从身边的现象中发现问

题，用科学知识及创新意识解决问题并为未来发展贡献力量，是当代

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

科技馆作为重要的非正规教育场所，希望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

让观众获得直接经验。科技馆的展品通常通过模拟再现科技实践，把

深奥复杂的科学原理转化为观众喜爱的互动方式，从而达到教育目

的。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许多科技馆也将自身

的教育理念融入文创产品的开发，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让科技馆

的资源通过多种方式服务公众。基于以上原因，本次大赛未来教育命

题选取科技馆展品设计与文创产品开发作为命题方向。

二、命题内容

结合科技馆展示内容及社会公众关心的科技领域，本次大赛要求

围绕“智能·安全·环保”主题进行创意设计和制作，参赛队伍可在

给定主题下，自定研究内容及设计思路。各赛区可结合当地特色和自

身需求，自主选择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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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展品设计方案须注重可实施性，鼓励参赛队伍将设计方案

与制作的成品一并提交评审；若由于作品特殊原因，制作成品确有难

度的，可只提交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并通过动画、模型等方式辅助阐

述作品可行性。希望参赛队伍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和科普场馆的实际应

用，作品符合基本科学原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亦可结合未来科技

发展趋势的相关概念。作品需兼顾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方式设计巧

妙，结构设计科学合理。

科技文创产品需以其表达的科学内涵为设计核心，作品应符合科

技馆互动参与的理念，具有一定的科学或社会意义，提交物一般应为

装置类的作品。大赛鼓励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但参赛团队要避免单纯

地进行外观、形象设计，而忽略科学内容的表达，作品应区别于纯艺

术作品。大赛也将考虑赛事成果的转化，部分优秀作品有机会与专业

团队合作，将参赛作品变为产品，向社会公众进行推广。

三、考察目标

提升科学素养，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及创造力，提升团队协作和动

手制作能力，挖掘学生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潜能，训练陈述技巧，

提升文字及口述表达能力。

四、比赛规则

本命题共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初赛和复赛面向对象为

全省高校在校学生，包括高职、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各环节规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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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赛

各参赛队伍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进行作品的设计、实验、制作，将

方案上传到官方网站报名参加初赛。

初赛为作品评审，各参赛队伍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进行作品的设

计、实验、制作,并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http://kepudasai.cdstm.cn/

进行报名并按照以下要求提交作品文件。

注：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1月 15 日，提交作品截止时间：请

关注赛区通知。

1．初赛提交物要求

（1）作品方案

PDF 格式，大小 100M 以内；

作品图文阐述，需简单明了，必须包含但不限于：

a.设计背景和目标；

b.设计思路；

c.材料清单和相关要求，包括软、硬件名称、类型等；

d.制作过程，至少包含 5个步骤，每个步骤需配合图片和文字说

明；

e.作品成果，包括外观图片、功能介绍、演示效果，并提供必要

的使用说明；

f.队伍成员介绍和工作分工说明。

（2）设计源文件（打包成 rar 或 zip 格式，大小不超过 150M）：

如手绘完成，则需要拍照上传三视图、各尺寸标注，尽可能含有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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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用作图软件制作需上传源文件，可使用 Rhino、UG、3DMAX、

CAD、Solidworks、AI 或 CDR 软件，需要含参数，并尽可能的完成内

部结构的合理设计。

（3）作品视频

5 分钟以内， MP4、AVI、MOV 或 FLV 格式，大小 100M 以内；

包括但不限于重要制作过程、作品操作和演示过程等。

（4）参赛承诺和声明

PDF 格式，大小 10M 以内；

参赛队伍填写原创承诺、版权声明和肖像授权声明等，打印签字

后扫描上传，模板见附件。

2．初赛评判标准

为更好的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宗旨，评审打分去掉最高和最

低分，再算平均分进行统计。评审委员会专家根据科学性、创新性、

原创性、实用性、美观性等因素综合考虑进行评判，评选出入围队伍。

（二）复赛

复赛规则参考初赛和决赛赛规制定，各参赛队伍及选手关注赛区

通知。

（三）决赛

2021 年 3月-5 月，推选各命题组获得第一名的队伍，由各命题

组负责人带队参加全国总决赛。由中国科学技术馆组织，以作品陈述、

现场答辩、现场制作等形式开展比赛。

五、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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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参赛队伍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是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的作品，不得是本大赛往届获奖作品，不得剽窃他人已有作品参赛。

大赛组委会将对参赛作品原创性查新进行抽查。如有违规，一经查实，

取消参赛资格。

2．如对比赛有异议，可向大赛监审委员会反映。比赛现场服从

大赛监审委员会的决定和指令。

3.入围作品队伍有义务参加大赛举办的相关展示和交流活动。

六、大赛网站

参赛团队可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http://kepudasai.cdstm.cn/）进行报名并提交作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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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赛承诺和声明

一、原创承诺

本团队承诺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

赛区所呈交的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团队

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且没有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若本设计方案及作品被查证存在抄袭、侵权等行为，与以上承诺

内容不符，本团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二、版权声明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参赛团队所

呈交的作品设计版权归本团队所有，但大赛主办方拥有对本团队提交

的包括但不限于图片、设计方案等所有信息，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

性宣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特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三、肖像授权声明

关于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主办方

在参赛过程中所拍摄的含有我肖像的全部照片和影像资料，本人同意

主办方对其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性宣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特

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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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创意作品单元-智能控制命题（大学组）

一、命题背景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

支，它试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

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2017 年 7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为我国人

工智能的进一步加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次比赛旨在促进青年学

生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创意制作，充分

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二、命题内容

作品创意可以围绕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设计，尝

试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如垃圾分类及回收、公共安全和健康等问题，

并利用参赛作品解决问题。作品须利用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方面的

技术实现作品既定目标。参赛队伍要大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围

绕“智能·安全·环保”主题进行创意设计和制作，享受人工智能技

术带给来的惊奇与创造美好生活带来的喜悦。

作品可以围绕以下两个方向：1.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算法

进行人类思维的模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创意想法。作品涉及领域可

以包含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虚拟个人助理、自然语言处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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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计算、手势姿态识别等多种形式。2.学习与综合运用机器人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工程技术，激发创新思维潜能，利用综合设计和制作

能力完成具备一定判断、分析、反馈功能的智能作品。

三、考察目标

考察参赛队伍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掌握能力和应用能力；

考察参赛队伍创新能力、计算机编程能力及多学科交叉学习能

力；

考察参赛队伍创意及判断性思维、团队合作、沟通协调、自主学

习、临场应变等能力。

四、比赛规则

本赛题共分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各阶段规则如下：

（一）初赛

各参赛队伍须寻找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利用人工智能予以解决

或优化。各队提交自身作品图文阐述及视频。成品须利用开源软硬件

进行制作。

1. 初 赛 为作 品 评 审 ，各 参 赛 队伍 登 录 大 赛官 方 网 站

http://kepudasai.cdstm.cn/进行报名并按照以下要求提交作品文

件。

注：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1 月 15 日，提交作品截止时间：请关注

赛区通知。

（1）作品方案

PDF 格式，大小 100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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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图文阐述，需简单明了，必须包含但不限于：

a.设计背景和目标；

b.设计思路；

c.作品创新点，包括作品中原创代码算法、核心技术亮点等，突

出自主原创内容；

d.材料清单和相关要求，包括软、硬件名称、类型等；

e.制作过程，包括至少 5个步骤，每个步骤需配合图片和文字说

明；

f.作品成果，包括外观图片、功能介绍、演示效果等，并提供必

要的使用说明；

g.队伍成员介绍和工作分工说明。

（2）作品代码（C、 C++、 C#、 Java、 python 格式，100M 以内）

（3）作品视频

5 分钟以内，MP4、AVI、MOV 或 FLV 格式，大小 100M 以内；

包括但不限于重要制作过程、作品操作和演示过程等。

（4）参赛承诺和声明

PDF 格式，大小 10M 以内；

参赛队伍填写原创承诺、版权声明和肖像授权声明等，打印签字

后扫描上传，模板见附件。

2.评审标准：

（1）科学性

作品主题、创意和应用等，均符合科学原理，没有原理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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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过程能够体现出相关科学原理或科学现象。

（2）创新性

作品使用了原创代码算法或者有核心技术亮点；

作品设计独特，立意巧妙，体现出创作者的新奇想法；

作品使用简单的方法或手段解决了相对复杂的问题；

作品能够为实现某种目的提供一种创新的、有意义的改进方法。

（3）技术性

作品合理、恰当的应用了智能控制相关技术，巧妙的完成既定任

务；

作品综合运用了各种技术，包括手工制作、数字制造、程序设计、

数字建模等。

（4）实用性

作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或能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能够帮助人们

解决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作品可以为某一领域中常见的问题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指导方

案；

作品设计合理，成本控制合理。

（5）完整度

作品设计能够很好的诠释主题，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作品方案、视频等内容完整，能够展示创作过程；

作品成果演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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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赛

复赛规则参考初赛和决赛赛规制定，各参赛队伍及选手关注赛区

通知。

（三）决赛

2021 年 3 月-5 月，推选各命题组获得第一名的队伍，由各命题

组负责人带队参加全国总决赛。由中国科学技术馆组织，以作品陈述、

现场答辩、现场制作等形式开展比赛。

五、其他要求

1．各参赛队伍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是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的作品，不得是本大赛往届获奖作品，不得剽窃他人已有作品参赛。

大赛组委会将对参赛作品原创性查新进行抽查。如有违规，一经查实，

取消参赛资格。

2．如对比赛有异议，可向大赛监审委员会反映。比赛现场服从

大赛监审委员会的决定和指令。

3．入围作品队伍有义务参加大赛举办的相关展示和交流活动。

六、大赛网站

参赛团队可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http://kepudasai.cdstm.cn/）进行报名并提交作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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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赛承诺和声明

一、原创承诺

本团队承诺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

赛区所呈交的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团队

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且没有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若本设计方案及作品被查证存在抄袭、侵权等行为，与以上承诺

内容不符，本团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二、版权声明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参赛团队所

呈交的作品设计版权归本团队所有，但大赛主办方拥有对本团队提交

的包括但不限于图片、设计方案等所有信息，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

性宣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特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三、肖像授权声明

关于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主办方

在参赛过程中所拍摄的含有我肖像的全部照片和影像资料，本人同意

主办方对其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性宣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特

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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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创意作品单元-智能控制命题（中学组）

一、命题背景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

支，它试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

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2017 年 7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为我国人

工智能的进一步加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次比赛旨在促进青年学

生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创意制作，充分

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二、命题内容

作品创意可以围绕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设计，尝

试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如垃圾分类及回收、公共安全和健康等问题，

并利用参赛作品解决问题。作品须利用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方面的

技术实现作品既定目标。参赛队伍要大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围

绕“智能·安全·环保”主题进行创意设计和制作，享受人工智能技

术带给来惊奇与创造美好生活带来的喜悦。

作品可以围绕以下两个方向：1.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算法

进行人类思维的模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创意想法。作品涉及领域可

以包含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虚拟个人助理、自然语言处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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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计算、手势姿态识别等多种形式。2.学习与综合运用机器人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工程技术，激发创新思维潜能，利用综合设计和制作

能力完成具备一定判断、分析、反馈功能的智能作品。

三、考察目标

考察参赛队伍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掌握能力和应用能力；

考察参赛队伍创新能力、计算机编程能力及多学科交叉学习能

力；

考察参赛队伍创意及判断性思维、团队合作、沟通协调、自主学

习、临场应变等能力。

四、比赛规则

本赛题共分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各阶段规则如下：

（一）初赛

各参赛队伍须寻找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利用人工智能予以解决

或优化。各队提交自身作品图文阐述及视频。成品须利用开源软硬件

进行制作。

1. 初 赛 为 作 品 评 审 ， 各 参 赛 队 伍 登 录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http://kepudasai.cdstm.cn/进行报名并按照以下要求提交作品文

件。

注：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1月 15 日，提交作品截止时间：请

关注赛区通知。

（1）作品方案

PDF 格式，大小 100M 以内；

作品图文阐述，需简单明了，必须包含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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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设计背景和目标；

b.设计思路；

c.作品创新点，突出自主原创内容；

d.材料清单和相关要求，包括软、硬件名称、类型等；

e.制作过程，包括至少 5个步骤，每个步骤需配合图片和文字说

明；

f.作品成果，包括外观图片、功能介绍、演示效果等，并提供必

要的使用说明；

g.队伍成员介绍和工作分工说明。

（2）作品视频

5 分钟以内， MP4、AVI、MOV 或 FLV 格式，大小 100M 以内；

包括但不限于重要制作过程、作品操作和演示过程等。

（3）参赛承诺和声明

PDF 格式，大小 10M 以内；

参赛队伍填写原创承诺、版权声明和肖像授权声明等，打印签字

后扫描上传，模板见附件。

2.评审标准：

（1）科学性

作品主题、创意和应用等，均符合科学原理，没有原理上的错误；

作品展示过程能够体现出相关科学原理或科学现象。

（2）创新性

作品设计独特，立意巧妙，体现出创作者的新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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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使用简单的方法或手段解决了相对复杂的问题；

作品能够为实现某种目的提供一种创新的、有意义的改进方法。

（3）技术性

作品合理、恰当的应用了智能控制相关技术，巧妙的完成既定任

务；

作品综合运用了各种技术，包括手工制作、数字制造、程序设计、

数字建模等。

（4）实用性

作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或能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能够帮助人们

解决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作品可以为某一领域中常见的问题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指导方

案；

作品设计合理，成本控制合理。

（5）完整度

作品设计能够很好的诠释主题，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作品方案、视频等内容完整，能够展示创作过程；

作品成果演示顺利。

（二）复赛

复赛规则参考初赛和决赛赛规制定，各参赛队伍及选手关注赛区

通知。

（三）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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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5 月，推选各命题组获得第一名的队伍，由各命题

组负责人带队参加全国总决赛。由中国科学技术馆组织，以作品陈述、

现场答辩、现场制作等形式开展比赛。

五、其他要求

1．各参赛队伍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是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的作品，不得是本大赛往届获奖作品，不得剽窃他人已有作品参赛。

大赛组委会将对参赛作品原创性查新进行抽查。如有违规，一经查实，

取消参赛资格。

2．如对比赛有异议，可向大赛监审委员会反映。比赛现场服从

大赛监审委员会的决定和指令。

3.入围作品队伍有义务参加大赛举办的相关展示和交流活动。

六、大赛网站

参赛团队可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http://kepudasai.cdstm.cn/）进行报名并提交作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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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赛承诺和声明

一、原创承诺

本团队承诺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

赛区所呈交的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团队

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且没有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若本设计方案及作品被查证存在抄袭、侵权等行为，与以上承诺

内容不符，本团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二、版权声明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参赛团队所

呈交的作品设计版权归本团队所有，但大赛主办方拥有对本团队提交

的包括但不限于图片、设计方案等所有信息，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

性宣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特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三、肖像授权声明

关于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主办方

在参赛过程中所拍摄的含有我肖像的全部照片和影像资料，本人同意

主办方对其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性宣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特

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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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科普实验单元-生物环境命题（大学组）

一、命题背景

生命蕴含无穷的奥秘，吸引着我们不停关注并不断探索。随着社

会发展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革新充满

了不可估量的前景，或将成为引导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支

柱。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随着疫情防控的不断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把生

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

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可以说，现代生物技术发

展和应用带来的风险和损害，特别是对人体健康安全、生态环境安全、

社会经济安全的影响，也越来越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得不

认真面对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如何让青少年直观感受生物的微观世

界，观察微生物的生长过程，了解微生物的基本性状，探讨、创作、

艺术呈现微生物的整个成长轨迹成为了此次大赛的直接动因。

二、命题内容

本命题属于科普实验单元。比赛以基于培养基平板创作微生物创

意作品画为依托，将科学、人文与艺术相结合，比拼微生物学基本知

识、实验操作的规范性、主题创意设计和艺术创作，全面考察学生的

综合素质。

本命题初赛、复赛、决赛都为指定主题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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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赛指定主题为：“使命”。使命，是对信念的坚守、对理

想的诠释、对责任的担当。初心和使命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根本动

力。2020 年初，疫情席卷而来，因为我们普普通通的每个人在疫情

面前牢记自己的使命，勇于担当，让中国顺利度过了此次难关；2020

年，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贫困一直是一个多维度问题，

并非是简单的收入不足，还涉及到教育、卫生、生活条件等多方面问

题，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牢记使命，经过 40多年艰苦

奋斗，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2021 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了为民族的独立、

自由、解放、富强而奋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正是因为

这份使命担当，才促使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正以更加饱满

的姿态带领中国各族人民朝着伟大复兴中国梦前进。

请利用培养基平板用微生物进行艺术创作，以有形的创意作品，

表达对“使命”的理解。

三、教育目标

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激发好奇心，培养学生创造力及探究、创新

思维，提升不同领域团队间协作和实验能力，挖掘学生发现问题及解

决问题的潜能，完善陈述技巧，提升文字及口述表达能力。

四、比赛规则

本命题共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初赛和复赛面向对象为

全省高校在校学生，包括高职、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各阶段规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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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赛

1.初赛任务

参赛团队依据大赛主题，通过微生物培养技术在培养基上进行艺

术创作，同时需对相关微生物的种类、生长情况、颜色情况等进行科

学研究，鼓励利用多种微生物进行艺术创作，形成微生物创意作品画。

比赛考察参赛团队的微生物基本知识、基本实验操作能力和研究能

力、艺术设计和创造能力等。团队通过提交创意设计图、微生物创意

作品画、创意方案书、参赛承诺书（安全承诺书、原创承诺书、版权

声明和肖像授权声明）参加初赛。

2.初赛提交材料

在初赛截止日期前，参赛团队需提交以下材料：

（1）创意设计图

设计图需为参赛团队原创，可以手绘、电脑作图等形式，以照片

或图片的形式提交，数量不限，可提交组合设计图，要求具有独创性

和美观性，体现作品的创意性，图片尺寸不低于 1024*768px，格式

为 JPG。

（2）微生物创意作品画及作品视频资料

微生物创意作品画是按照团队的创意设计图，在培养基上进行操

作、绘制并培养后形成的微生物图案，数量不限，可提交组合微生物

创意作品画，但需为参赛团队原创作品，以照片的形式提交，要求图

片清晰，便于他人观察，图片尺寸不低于 1024*768px，格式为 JPG。

图片不得进行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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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视频资料为微生物创意作品画制作过程的影像资料，应包含

多个时间节点、操作流程、拍摄角度等，其中必须出现团队成员实时

操作流程的镜头。时长不超过 5分钟，大小 100M 以内。

（3）创意方案书

参赛团队需提交创意方案书，限 5000 字以内。包括团队信息、

作品主题名称、创意理念和研究过程（创意实现过程中所做的研究工

作：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结果等）、微生物来源等。

文件以 PDF 格式提交，方案书表格见附件。

（4）参赛承诺书

参赛团队填写原创承诺书、版权声明、肖像授权声明和安全承诺

书，签字后，以扫描件的形式提交。格式见附件。

3.限制条件

（1）参赛者以团队身份参赛，限全省高校（含大专生、高职生、

本科生、研究生）在校学生，每支参赛队伍由参赛选手和专业指导老

师组成，最多 2 名队员、1 名学校指导教师。

（2）培养皿尺寸不做具体限定，圆形为佳，直径小于等于 15cm

为宜。

（3）培养基、培养时间及其他仪器设备、耗材和药品等使用类

型不限，但需保证操作规范、安全。所用微生物需至少包含 1种细菌。

（4）参赛作品中的微生物不能使用颜料着色，对培养基物质及

形式不做具体要求，不能对提交作品图片进行图形、色彩、亮度等任

何形式的后期修饰，一经查实，取消团队的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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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赛流程

（1）参赛团队在初赛截止日期前，提交创意设计图、微生物创

意作品画作品图、创意方案书、参赛承诺书，报名参赛。

（2）由大赛组委员会组织评委专家，依据评判标准进行打分，

评选出入围复赛的队伍。

5.初赛评判标准

评委将根据创意设计图、微生物创意作品画作品图和创意方案书

进行打分。总分 100 分，由三部分组成：

（1）艺术分：由艺术专家就参赛团队的微生物创意作品画作品

图展示进行打分。

（2）科学分：由生物学专家依据参赛团队的微生物创意作品画

制作视频中的科学原理性、操作规范性作品呈现的难易程度进行打

分。

（3）综合分：由艺术专家和生物学专家共同就参赛团队提交的

创意设计图、微生物创意作品画作品图和创意方案书进行综合打分。

每组参赛团队的得分由三部分平均分相加而成，可精确到小数点

后 2 位数。出现总分值相同作品，则现场投票决定。

（二）复赛

复赛规则参考决赛赛规制定，各参赛队伍及选手关注赛区通知。

（三）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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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5 月，推选各命题组获得第一名的队伍，由各命题

组负责人带队参加全国总决赛。由中国科学技术馆组织，以作品陈述、

现场答辩、现场制作等形式开展比赛。

五、其他要求

1．各参赛队伍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是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的作品，不得是本大赛往届获奖作品，不得剽窃他人已有作品参赛。

大赛组委会将对参赛作品原创性查新进行抽查。如有违规，一经查实，

取消参赛资格。

2．如对比赛有异议，可向大赛监审委员会反映。比赛现场服从

大赛监审委员会的决定和指令。

3.入围作品队伍有义务参加大赛举办的相关展示和交流活动。

六、大赛网站

参赛团队可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http://kepudasai.cdstm.cn/）进行报名并提交作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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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微生物创意作品画创意设计方案书

团

队

信

息

姓名 性别 电话

学校 年级

姓名 性别 电话

学校 年级

指导老师

姓名
性别

学校及学院 电话

作品

名称

创作

理念

研究

内容

（实现创意过程中所做的研究工作，展示创作微生物创

意作品画过程中所做的科学研究，包括：研究目的、研

究过程、材料与方法、结果与讨论等）

（请根据实际内容扩展表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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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赛承诺和声明

一、原创承诺

本团队承诺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

赛区所呈交的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团队

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且没有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若本设计方案及作品被查证存在抄袭、侵权等行为，与以上承诺

内容不符，本团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二、版权声明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参赛甘肃赛区所呈交

的作品设计版权归本团队所有，但大赛主办方拥有对本团队提交的包

括但不限于图片、设计方案等所有信息，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性宣

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特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三、肖像授权声明

关于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主办方

在参赛过程中所拍摄的含有本人肖像的全部照片和影像资料，本人同

意主办方对其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性宣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

特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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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承诺书

本团队承诺参赛过程中，遵守相关安全实验操作规范，

不进行违规操作。与以上承诺内容不符，本团队愿意承担一

切责任。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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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科普实验单元-风能利用命题（中学组）

一、命题背景

风能是地球表面空气流动所产生的动能，属于可再生能源。人类

很早就开始利用风能，如利用风力提水、灌溉、磨面、舂米，用风帆

推动船舶前进等。14世纪的欧洲，风车成为不可缺少的原动机，在

荷兰风车先用于汲水，以后又用于榨油、锯木、纺织等。现在风能作

为一种清洁的可持续能源，已经成为除水能外，技术最成熟、最具有

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发展前景的发电方式。

二、命题内容

本命题赛事面向中学生，要求参赛队伍选取材料设计并制作一个

装置，使其可利用风能实现侧风负重（风向与赛道方向呈 90度角）

行驶。比赛通过装置的侧风负重行驶能力为表征，考查装置对风能的

利用效率。

三、考察目标

提升参赛队伍的科学素养，培养其创新思维及创造力。考察参赛

队伍流体力学知识、机械结构设计能力、制作工艺、创意及批判性思

维、团队合作、沟通协调、自主学习、临场应变等能力。

四、比赛规则

（一）比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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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题要求各参赛队伍设计并制作一个装置，使其可利用风能实

现侧风负重（风向与赛道方向呈 90度角）行驶，比赛时限为 3分钟，

在此时限内完成赛道行驶任务且装载负重量最大者为优胜。

（二）场地说明

1.赛道采用无坡度的平面赛道，包含行驶区域和准备区域；

2.准备区域长 40cm、宽为 50cm，行驶区域长 80cm，宽 50cm；

3.到达区域宽度为 50cm，长度无要求；

4.赛道与风源呈 90°，风场覆盖全部赛道区域。赛道中心线与

风源前缘距离为 100cm。

正视示意图

俯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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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制条件

1.风能来自固定风源的三个并排风扇，比赛过程中不得变更该风

扇位置、风扇角度和风速。风扇参数：额定功率≈60W；扇叶直径≈

40cm；风扇轴距跑道高度：20cm。

2. 参赛队伍使用的材料不做限定。参赛队伍可参考基本材料清

单（见表 1），也可自行准备材料进行设计制作装置。自行携带的材

料需为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材料，不得使用成型扇叶（含零件）、成型

风帆（含零件）、轴承等部件。

表 1—基本材料清单

序号 器材名称 器材型号（颜色，规格等） 器材图片 数量 备注

1 塑料条 塑料条 77155 5

2 皮带轮 25mm 外径（25*5*2.4） 5

3 车轴 1 2*80 2

4 车轴 2 2*150 1

5 轴套 2mm 橙色 软 14

6 碳纤棒 1 4*3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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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器材名称 器材型号（颜色，规格等） 器材图片 数量 备注

7 碳纤棒 2 2*200 3

8 高密度泡沫板 70*100*30(mm)

11 十字塑料卡扣
30*30（mm）内径

(4mm*2mm)
3

12 PVC 管 50mm 1

13 牙签 10

14 牛皮纸 A4，200g 1

需要用到的工具：剪刀，热熔胶、尖嘴钳

2. 制作装置时，所使用的工具不做限定。参赛队伍可参考基本

工具清单（见表 2）。

表 2—工具清单

序号 工具 序号 工具

1 剪刀 6 直尺、三角板、量角器

2 尖嘴钳 7 迷你锉刀

3 老虎钳 8 热熔胶枪及热熔胶棒

4 斜口钳 9 圆规

5 十字改锥 10 铅笔

4.装置自重不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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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装置尺寸不得超过 40cm*40cm*40cm。装置在行驶过程中不能

改变尺寸。若装置在行驶过程中有坠落物（包含负重），则本次成绩

取消。

6. 具体风能利用方式不做要求，风能接收装置的主要材料可以

为牛皮纸，接收装置总重量不超过 200g，且总面积不超过

21cm*29.7cm（即不大于 A4纸的面积）；除风源提供的风能外，不得

携带任何其他能源（含蓄能装置）。多帆装置需自证合规。

7. 参赛作品无安全隐患。

（四）计分规则

1.赛道行驶任务

（1）有效着地点

比赛开始前，装置的全部着地点应放在初始线外侧且不压线，此

时装置的全部着地点视为“有效着地点”。

（2）未驶出比赛区

只要任意一个“有效着地点”在比赛区域内，即视为“未驶出比

赛区”。若该“有效着地点”在区域线上也视为“未驶出比赛区”。

（3）完成赛道行驶任务

开始计时后的 3 分钟内，若装置的任意部分驶过终点线且“未驶

出比赛区”，视为完成本次赛道行驶任务。其余情况均视为未完成赛

道行驶任务。

2.有效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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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物为不锈钢砝码，最小单位为 1克，（使用标准 M1等级钢镀

铬砝码，砝码单位：200g、100g、50g、20g、10g、5g、1g ）。参赛

队伍最多可装载 4个相同重量的负重，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赛道行驶

任务，则为有效负重，记录成绩。

3.排名规则

（1）各参赛队伍最终排名按最终成绩数值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

进行排列以确定比赛名次，数值高者获胜。

（2）若两队或多队出现成绩相同情况，则按照比赛装置的重量

为依据排序，重量轻者排名居前。

（五）初赛

1.初赛形式：网上提交作品文件：

初赛为线上作品评审，各参赛队伍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http://kepudasai.cdstm.cn/进行报名并按照要求提交作品文件（报

名截止时间：2021 年 1 月 15 日）。

2.作品提交要求

（1）“材料照片”上传为制作所使用的整个材料照片，“作品

照片”上传需放置在电子秤上清楚显示出作品的自重。“比赛成绩”

填写须与上传视频内重量一致。

（2）上传视频内必须包含赛道场地自证合规画面（包含赛道尺

寸测量、赛道无坡度、风扇规格合规等），装置尺寸测量画面，砝码

重量测量画面，装置自重测量画面，装置自证合规画面（无其他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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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装置合规完成赛道行驶任务完整画面。这些画面须为连续性

拍摄，不得分开拍摄后拼接在一起。整个过程需严格按照要求执行。

（3）视频不得有任何剪辑等后期处理过的痕迹，如有发现，取

消参赛资格。

（六）复赛

1.比赛规则：与初赛大体相同。

2.复赛形式：现场制作比赛

3.限制条件

（1）参赛队伍使用的材料不做限定。参赛队伍可参考基本材料

清单（见表 1），也可自行携带材料进行现场设计制作装置。自行携

带的材料需为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材料，或以零件或原材料状态入场，

赛前不能提前进行加工，不可使用成品（成品拆件也不可）；不得使

用成型扇叶（含零件）、成型风帆（含零件）、轴承等部件。赛前裁

判检查合格后方可带进赛场。

（2）制作装置时，所使用的工具不做限定。参赛队伍可参考基

本工具清单（见表 2）。参赛队伍可自行携带工具（选手不得携带额

定功率超过 150W 的电动工具、压缩气体类工具、可燃物驱动的工具、

尖锐、开刃且总长度超过 15cm 的刀具等工具，比赛现场提供 220V 电

源），赛前通过裁判安全性检查方可使用。

4.准备阶段

全部参赛队伍各选派 1 名参赛选手进行抽签，确定赛场座次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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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制作阶段

（1）比赛制作时间为 1.5 小时，参赛队伍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现场制作。

（2）制作过程开始后，赛道测试开放，测试顺序先到先得、依

次进行。若多人等待测试，按排队顺序每队最多测试 3 次。制作过程

结束，赛道测试关闭。场地监督裁判将在制作结束前 15分钟进行提

示。裁判宣布制作过程结束后，所有参赛选手必须立即停止制作，否

则取消参赛资格。

（3）制作中，严禁将制作工具、制作材料带出制作场地。

（4）制作结束后，各参赛作品需按大赛组织方要求统一保管存

放，比赛开始前任何人不得触碰赛道。

6.比赛阶段

（1）每轮比赛前参赛队伍填报《负重申请表》，重物为不锈钢

砝码，最小单位为 1 克，（使用标准 M1等级钢镀铬砝码，砝码单位：

200g、100g、50g、20g、10g、5g、1g ）

根据各队申报负重重量进行排序，按照负重由轻到重的顺序依次

进行比赛，若出现申请负重相同的情况，则按抽签顺序靠前者先行比

赛。（领用、归还砝码不记入比赛用时）

（2）比赛过程中，由参赛选手自行将装置放置在赛道准备区，

装置的最前端须在初始线外侧且不能越线、压线。风扇提前开启，由

参赛选手在准备区完成装载负重，使用挡板（挡板大小为 50cm*50cm）

隔开风源。每队每轮限时 3 分钟（包含选手装载负重），若超过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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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未完成，裁判将直接判定超时，此轮成绩为零。由下一队参赛选手

比赛。

（3）每队参赛选手在当轮比赛过后，应及时将负重卸载，放置

在指定位置，如出现拖延卸载负重等相关影响比赛的行为，裁判将提

出警告直至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4）比赛过程中，每支参赛队伍可进行三次行驶。各参赛队伍

按顺序进行行驶，所有队伍完成第一次行驶后，再按照新一轮负重顺

序进行第二轮行驶，第三轮同理。每支参赛队伍在前一次行驶后至下

一次行驶前，可以对装置进行调整和修改。如不按规定时间和顺序进

行比赛，由裁判发出警告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7.核定宣布成绩阶段

（1）有效负重

参赛队伍在规定的准备时间内完成装载负重（负重砝码由赛事技

术小组提前备好），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赛道行驶任务，则为有效负

重，记录成绩；超时未完成装载负重、装载负重与申报负重不符等情

况均为无效负重，成绩无效。

（2）全部参赛队伍完成三轮比赛后，每队取最大的有效负重记

为本队的最终成绩。若三轮均为无有效负重，则该队最终成绩为零。

三轮比赛过后，由大赛组织方统计核定最终比赛成绩，由大赛主持人

宣布比赛成绩。

8.排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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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参赛队伍最终排名按最终成绩数值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

进行排列以确定比赛名次，数值高者获胜。

（2）若两队或多队出现成绩相同情况，则按照比赛装置的重量

为依据排序，重量轻者排名居前，若通过以上方式仍不能区分排名先

后，则由赛事组织方根据排名情况决定是否通过加赛决定胜出者。加

赛成绩仅决定成绩相同队伍的排名，不影响其他队伍的排名。

9.比赛结束

大赛监审委员会处理申诉（或没有申诉情况），并最终确认成绩

后，比赛结束，参赛选手按照要求有序疏散。

10.纪律要求

（1）制作时与比赛无关的人员（包括领队、辅导教师）不得进

入赛场。

（2）各参赛队伍在比赛各环节需在组织方要求的规定时间内完

成，要服从现场裁判的指令。

（3）如对比赛有异议，可依据流程向大赛监审委员会提出申诉。

（4）制作及比赛时，不得干扰破坏其他参赛队伍，否则取消该

参赛队伍参赛资格。

（七）决赛任务

比赛规则大体同复赛，将根据复赛情况对赛道和风场情况进行调

整，具体规则将于决赛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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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比赛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回收前三名队伍的比赛装置，相关参

赛队伍应按照组委会要求配合拍摄完成相关影像留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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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赛承诺和声明

一、原创承诺

本团队承诺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所呈

交的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团队研究工作取得

的研究成果，且没有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

若本设计方案及作品被查证存在抄袭、侵权等行为，与以上承诺

内容不符，本团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二、版权声明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参赛所呈交的作品设

计版权归本团队所有，但大赛主办方拥有对本团队提交的包括但不限

于图片、设计方案等所有信息，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性宣传、展出、

出版及使用权。特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三、肖像授权声明

关于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主办方在参赛过

程中所拍摄的含有我肖像的全部照片和影像资料，本人同意主办方对

其享有无偿的永久的公益性宣传、展出、出版及使用权。特此声明。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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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赛事：智能控制小学组

项目一 机器人花式冰壶挑战赛主題与规则

一、机器人花式冰壶挑战赛简介

机器人花式冰壶挑战赛是一项青少年机器人比赛项目。要求参加

比赛的代表队自行设计、制作机器人并进行程序设计。参赛的机器人

可在特定的竞赛场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竞赛旨在激发青

少年的创新意识，从而推动机器人应用的不断发展。

二、竞赛主題

冰壶比赛（Curling），又称掷冰壶、冰上溜石，是以队为单位

在冰上进行的一种投掷性竞赛项目、比赛项目，并设有冰壶世锦赛。

有人把冰壶称作“冰上国际象棋”，这一比喻很好地诠释了冰壶的神

秘与高雅。

机器人冰壶比赛模仿奥运冰壶比赛项目，使用移动机器人来模拟

冰壶的运动。

三、比赛场地与环境

1、场地

场地图（不含黑边）的尺寸为长 1800mm 宽 800mm。

图为训练场地示意图。实际比赛场地可能略有不同。

2、赛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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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中有一块起始区（START 区域）。起始区是机器人准备、启

动的地方，机器人启动之前任何部位不得超出起始区。起始区为：

20cm*20cm。场地中还有得分区和放置区，分别是“冰壶”得分和放

置的地方。

以蓝色线为得分分值分界线，靠近出发区的一半得分区为低得分

区，离出发区远的另一半得分区为高得分区，具体分值如图所示。

3、 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

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图下面有纹路和不平整；

场地图本身有皱褶；尺寸有误差；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

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四、机器人和器材

1、每个参赛队需要使用两个机器人完成所有比赛项目。

2、不允许使用螺丝、油漆、胶带、胶水、油等。

3、机器人运行途中，不允许故意掉落零部件。

4、机器人尺寸：长宽均不得超过：20cm，高不得超过：30cm。

离开出发区之后，机器人的结构部分可以自由伸展。

5、如果机器人违反本规则且无法纠正，则取消该队的参赛资格。

五、任务说明

1、比赛通过抽签的方式，将所有队伍每两队结成一组进行“小

组赛 PK”。比赛前所有队伍会有 30分钟调试测试时间，期间可以调

整下载程序。

2、每轮比赛每队分别派出两个机器人，两队交替投掷。派出的

机器人需将“冰壶”带到得分区域。以最终留在冰壶得分区域内的冰

壶分值多者为获胜方，投掷在分值区外面不得分。每轮比赛哪队先出

发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决定。

3、参赛队员在裁判发出“启动”命令后，可以触碰一个按钮或

给出传感器信号来启动机器人。在机器人启动后，参赛队员不得干预

机器人的运行。

4、每次出发的机器人有 60秒时间，将“冰壶”运送到得分区域，

时间结束，需立刻停止机器人。

5、 比赛时，赛图上共放置有 4枚“冰壶”（红队 2枚，绿队 2

枚），每次机器人出发时，参赛队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策略选择 1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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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选择一枚）冰壶进行运送。如果机器人在放置区接触了 1 枚以上

的“冰壶”，则该机器人此次行动取消，直接进行下一机器人的“投

出”或本轮比赛结束。

6、 正式比赛时，每轮机器人出发之前，参赛选手有 2 分钟时间

调整自己的机器人及策略，但是不允许下载程序。

7、 机器人在运送“冰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策略碰撞

其他场上的机器人和“冰壶”（除了自己选择运送的“冰壶”外，放

置区内的其他冰壶不得碰撞）。

8、机器人可以直线运动，也可以左右旋转，或者走弧线，以及

避开障碍物或者撞击对方机器人，到达目标点。

9、“冰壶”得分区的分数分别为：4-10 分。具体得分区域参见

赛图。如果“冰壶”的最终落点在两个得分区域之间，那么根据“冰

壶”中心点的位置，确定得分。

绿队冰壶 红队冰壶

六、比赛说明

1、竞赛为每个场地包含红绿两队进行 PK，现场随机确定是红队

或绿队，可抽签或裁判随机指定。

2、竞赛以积分赛的形式进行，每支队伍分别和不同的队伍 PK,

共进行 5 轮，最后计 5 轮成绩之和来确定总排名。

3、前三名如果成绩相同时，举行加时赛，决出冠军队伍，其他

名次成绩相同时名次并列，不做加时赛。

4、每支参赛队可以由 1-2 名学生和 1名指导老师组成。

5、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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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启动口令。

6、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

告或处罚。

7、一旦比赛开始，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或暂停比赛。

8、被自行移动的机器人改变了的场地状态，不能恢复。参赛队

员接触活动的机器人时，机器人必须立即停止。如果在机器人停止期

间改变了场地状态，裁判会尽力恢复。

9、 参赛队完成所有任务时，参赛队员应该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结

束比赛。裁判员终止计时器。

10、 裁判员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己

的得分，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准备区并注意不要带走任务模型和

比赛用物品。

七、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1、未准时到达的参赛队，如果比赛开始 10分钟后，仍未到达，

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2、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3.第 1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机器人回到待命区再次启

动。第 2 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本轮比赛资格。

4.如果由参赛队员或机器人造成比赛模型损坏，不管有意还是无

意，将警告一次。该场该任务不得分，即使该任务已完成。

5.比赛中，参赛队员不得接触基地外的比赛模型，不得接触基地

外的机器人，否则将做警告处理。

6.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指导老师或家长

联系，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八、其它

1、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裁定权，

他们的裁决是最终裁决。关于裁判的任何问题必须由一名学生代表在

比赛之间向裁判长提出。

2、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

竞赛组委会委托裁判委员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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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无人驾驶之模拟驾考竞赛规则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小学组

2.参赛人数：每队由 1-2 名学生组成

3.指导教师：每队限报 1 名指导教师

二、竞赛主题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的发展,无人驾驶已成为一

大研究热点。本届竞赛项目主题为“无人驾驶之模拟驾考”。

自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研究中心、汽

车公司和其他行业的公司都在研究和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又称无人驾驶

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过去的二十年里主要的自动驾驶研究平台有德

国 联 邦 国 防 大 学 慕 尼 黑 分 校 University of the Bundeswehr

Munich(UniBw Munich)[DIC87],Navlab 的 移 动 平 台 [THO91],UniBw

Munich 和 Daimler Benz 的汽车“VaMP”和”VITA-2”[GER14],帕维亚

大学 University of Pavia 和帕尔马大学(University of Parma)的汽

车“ARGO”[BRO99], UBM 的“VaMoRs”和“VaMP”[GRE00]。

DARPA 挑战赛以来，已经进行了许多自驾汽车比赛和试验。例如：

2006 年至今年举行的欧洲陆地机器人试验（ELROB）[ELR18]。2009 年

至 2013 年智能汽车未来挑战[Xin14]；2009 年至 2017 年的自主车辆竞

赛[AUT 17]；现代自主挑战赛，2010 年[CER11]；vislab 洲际自治挑战

赛，2010 年[bro12]；2011 年和 2016 年合作驾驶大挑战赛（GCDC）

[GCD16]，还有公共道路 2013 年城市无人驾驶汽车测试[Bro15]。

与此同时，全球学术界和工业界对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都在加速。

机器人汽车研究的著名大学如卡内基梅隆大学（Car18）、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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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University）（Sta18）、麻省理工学院（MIT17）、弗吉

尼亚理工学院（Vir18）和 FZI 信息技术研究中心（FZI18）开展相关研

究。著名的公司包括谷歌[Way18]、优步[UBE18]、百度[Apo18]、

Lyft[Lyf18]、Aptiv[Apt18]、特斯拉[Tes18]、英伟达[Nvidia 18]、

Aurora[Aur18] 、 Zenuity[Zen18]、戴姆勒和博世 [Bos18]、 Argo

Ai[Arg18] ， Renesas Autonomy[Ren18] 、 Almotive[AIM18] 、

Autox[Aut18] ， Mobileye[Mob18] ， Ambarella[Amb18] ，

Pony.ai.[pon18]、jd[jd18]、idriverplus[idr18]、丰田[toy18]，福

特（For18）、沃尔沃（Volv18）,奔驰（Mercedes-Benz）[Mel18]。

在此次“无人驾驶之模拟驾考”项目比赛中，参赛队员要像软件工

程师、算法科学家、机器人工程师等一样，制造机器人、编写代码，使

机器人能够自主地帮助自己完成预期比赛任务。

本赛项的设立能够场景化的复现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车在实际领

域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无人的环境中，实现数据采集、数据模型构建、

自主识别弯道、无人驾驶验证等多种技术融合的场景。将深度学习技术

赋予机器智能行为，为培养创新综合人才提供演练平台，以赛促教，拓

宽中小学人工智能相关科目的教学内容，提升中小学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

三、竞赛场地及设备标准

（一）竞赛场地

比赛场地采用彩色喷绘布，尺寸 2000mm*2000mm。从场地上的起点

区域出发，有一条 25mm 宽的轨迹线引导到终点区域。此条轨迹线由起

止线、直线、虚线、折线、圆弧等组成。场地上有 1 个出发/返回基地

（下称“基地”），基地大小为 30*30cm（长*宽）。比赛过程中，考

车需从基地出发并最终回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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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轨迹线两侧或中间将分布驾考时的模拟场地，如“单边桥”

“半坡定点起步”“侧方位停车”“倒车入库”等等。场地图形如下：

（二）设备标准

任务区

坡道与单边桥为金属材质，坡道总长 60cm，宽度 30cm，坡道顶点

与场地之间高度为 10cm。单边桥总长 30cm，宽 3cm，单边桥顶点距离

场地 5cm。实际比赛道具摆放允许有±5mm 的误差，道具模型所在的位

置一旦确定，各场比赛均尽量做到相同。

四、竞赛规则

（一）机器人

1.机器人数量：1 个。

2.尺寸：机器人在起始位置（包括出发区和接力区）的最大尺寸为

30cm×30cm×30cm（长×宽×高），离开出发区后，机器人的机构可以

自由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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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器：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器电机端口不

得超过 4 个（含 4个），输入输出端口不得超过 8 个（含 8个）。

4.电机：当电机用于驱动时，只允许使用闭环编码电机（额定电压

6v，空转转速：≤280 转/分钟），驱动轮直径 65±5 mm，单个电机独

立驱动单个着地的轮子，提供驱动力的电机只能有两个。其它作辅助任

务的电机数量不限。

5.传感器：机器人禁止使用集成类传感器，如循迹卡、灰度卡等，

不能多于一个接收探头。禁止使用带危险性传感器，如激光类传感器。

相同类型的传感器数量不超过 5个（含 5 个），例如无论是光电传感器、

光感、黑标还是颜色传感器，只要用于检测地面黑线，都会被认为是相

同类型的传感器。

6.结构：机器人必需使用塑料积木件搭建，不得使用螺丝、螺钉、

铆钉、胶水、胶带等辅助连接材料。

7.电源：每台机器人电源类型不限，但电源输出电压不得超过 10V。

（二）竞赛任务说明

1、技术犯规

机器人以自主控制的方式沿着轨迹线每完成一个任务即可获得相

应任务的分数（具体分数查看附件‘自动驾驶之模拟驾考任务分值表’）。

在比赛中如有脱线运行，属于技术犯规，须将机器人带回基地重新出发，

每重启一次扣除相应的重启奖励分数，重启期间计时不停止。

2、脱线运行

机器人必须沿着轨迹线向前运行，当机器人的主体结构投影全部

脱离了轨迹线，就被认为是脱线运行，视为任务失败，结束比赛。当

机器人沿着轨迹线相反的方向走时，视为任务失败，须重启或结束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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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做 “倒车入库”、“侧方位停车”任务时机器人以完成任务为

目可以短暂脱离黑线和倒车，脱离轨迹线任务运行之后,机器人需要在

脱离轨迹线的地方返回线上继续后续比赛 (机器人任意部件投影能压

回脱线位置) ,该过程不算脱线运行。

做“环岛路口”“雪地路考”“S弯道驾驶”“障碍路段”时可以

自由选择左、中、右方向前进，不受“机器人沿着轨迹线相反方向走”

的判定。

3、重启

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故障或者未完成某项任务，参赛选

手可以向裁判示意后用手将机器人带回基地重启（如：机器人在“侧方

位停车”任务过程中出现故障，可向裁判示意后用手带回基地重启），

并记录一次重启，重启前机器人已完成的任务得分有效，重启后机器人

如果重新做已完成的任务，并且重做的得分比重启前的得分高，则记录

得分高的成绩；重做任务得分比重启前的任务得分低，则记录原有的有

效成绩。

在比赛过程中，不限制重启次数，0次重启，奖励 50分；1次重启，

奖励 30分；2次重启，奖励 10 分；3次及以上重启，不予奖励。

任务及得分

比赛任务分低难度任务和高难度任务的得分方式。

以下描述的任务只是对生活中的某些情景的模拟，切勿将它们与真

实生活相比。

1.出发/返回基地

如图所示，有三条引导线连接着起点/终点，可以任意选择一条路

线出发/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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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完成任务后自主返回基地（机器人的任一投影进入基地）加

50分。

2.单边桥

任务模型摆放位置

单边桥固定在基地两侧的道路（引导线）旁边，距离基地 25cm，

距离道路（引导线） 10cm，如图所示：

任务的得分标准及分值

机器人做单边桥任务时不允许脱线，机器人单侧车轮处于单边桥上

并且完全脱离地面。考车通过桥体则本项比赛结束。考车单侧车轮经过

整个单边桥，得 100 分，中途掉落得 50 分，单侧车轮未上单边桥得 0

分。

3.半坡起步

任务模型摆放位置

止线

后停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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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坡处距离直角 20cm，如图所示：

任务的得分标准及分值

机器人通过直角转弯处后将考车停在上行坡道指定区域内，停止 2

秒后继续前进，下坡后离开坡道，则本项比赛结束。全程不脱离道路（引

导线），且完成定点停车及起步，得 100 分；机器人四分之一及以上

部分投影超出或未到达停车指定区域内，且完成定点停车及起步，得

50 分；未能完成定点停车及起步，直接通过得 20 分；不通过半坡起

步得 0 分。

4.侧方位停车

任务区域规格及位置

位于道路（引导线）一侧 15cm 处,内径长 35cm,宽 30cm，如图 5 所

示：

图 5

任务的得分标准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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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停入指定区域，停车不少于 2 秒后启动回到主道路。

车身完全停入停车区，得 100 分；机器人停车后如果有部分车身

投影压倒任务区边线，得 60 分。停车过程中每碰到一侧边线（车身投

影与边线有重合）扣 10 分（进出车库均计算）。

5.倒车入库

任务区域规格及位置

位于道路（引导线）一侧 20cm 处，内径长 30cm，宽 30cm，如图

所示：

任务的得分标准及分值

机器人停入指定区域，停车不少于 2 秒后启动回到主道路。

车身完全停入停车区，得 100 分；机器人停车后如果有部分车身

投影压倒任务区边线，得 60 分。停车过程中每碰到一侧边线（车身投

影与边线有重合）扣 10 分（进出车库均计算）。

6.穿越环岛

任务区域规格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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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环岛任务为场地中间的三条路线分岔路口开始到另外一端

分岔路口结束的集合区域，其中包含“雪地路考”“S弯道驾驶”“障

碍路段驾驶”。

任务的得分标准及分值

机器人须从一个岔路口进入另外一个岔路口出去，且三个任务都完

成得 60分，只完成其中 1 个或 2 个任务不得分。

6.1 S弯道驾驶

任务区域规格及位置

位于“穿越环岛”任务场地中间的一条道路（引导线），呈“S”状

弯曲。

任务的得分标准及分值

机器人从一个岔路口进入另外一个岔路口出去，且车身投影完全离

开岔路口得 40分。

6.2 雪地路考

任务区域规格及位置

位于“穿越环岛”任务场地其中一侧的一条道路（引导线）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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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长 35cm，宽 30cm 的雪地标识路面，中间没有引导线。

任务的得分标准及分值

机器人沿着道路（引导线）脱离引导线后顺利从另一端的引导线进

入接下来的赛道。

脱离后车身投影完全离开雪地路面得 60分，脱离后无法进入后面

的道路（引导线）则判定为失败。

6.3 障碍路段驾驶

任务区域规格及位置

位于“穿越环岛”任务场地其中一侧的一条道路（引导线）上，有

一段长 50cm 的虚线标识路面。

任务的得分标准及分值

机器人沿着道路（引导线）进入虚线后顺利从另一端的引导线进入

接下来的赛道。

脱离后车身投影完全离开虚线路面得 60分，脱离后无法进入后面

的道路（引导线）则判定为失败，不得分。

（三）竞赛赛制

1.参赛队

①每支参赛队伍应由 1－2名学生和 1 名指导老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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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

有问题，自尊、自重、友善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

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

理的人。

2.赛制

（1）比赛共进行 2轮，不分初赛、复赛。每场比赛时间为 150 秒。

每场均予记分。比赛前将有 60分钟调试时间，比赛开始、结束时裁判

均有哨声，以开始、结束计时。

（2）所有场次的比赛结束后，以每支参赛队各场得分之和作为该

队的总成绩，按总成绩对参赛队排名。

（3）竞赛组委会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赛制。

3.比赛过程

（1）机器人的调试与编程

①机器人的调试与编程只能在准备区进行，测试程序时可使用比赛

区中的练习场地。

②参赛队的学生队员经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裁判员有权对参赛

队携带的器材进行检查，所用器材必须符合组委会相关规定与要求。队

员不得携带组委会明令禁止使用的通信器材进场。所有参赛学生在准备

区就座后，裁判员讲解比赛须知。

③参赛队应自带便携式计算机、维修工具、替换器件、备用品等。

参赛选手在准备区不得上网和下载任何程序，不得使用照相机等设备拍

摄比赛场地，不得以任何方式与指导老师或家长联系。

④赛前有 60分钟的准备时间，参赛队可根据现场环境修改机器人

的结构和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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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赛场采用日常照明，参赛队员可以标定传感器， 但是大赛组委

会不保证现场光照绝对不变。随着比赛的进行， 现场的照明情况可能

发生变化，对这些变化和未知光线的实 际影响，参赛队员应自行适应

或克服。

⑥进入赛场后，参赛队员必须有秩序、有条理地调试机器人及准备，

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接受老师的指导。不遵守秩序的参赛队可能受到警告

或被取消参赛资格。准备时间结束前，各参赛队应把机器人排列在准备

区的指定位置， 然后封存。

（2）赛前准备

①准备上场时，队员领取自己的机器人，在志愿者带领下进入比赛

区。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队将被视为弃权。

②上场的 2 名参赛学生队员，站立在基地附近。

③参赛队员将自己的考车放入基地。考车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

正向投影不能超出基地范围。

④到场的参赛队员应抓紧时间（不超过 2分钟）做好考车启动前的

准备工作。完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3）启动

①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以后，将发出“3、2、1，开始”的

倒计时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时开始，队员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考车，

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起， 队员可以触碰按钮或者给传感器一

个信号去启动考车。

②在裁判员发出“开始”命令前启动考车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

到警告或处罚（计一次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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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考车一旦启动，就只能受考车自带的程序控制。队员一般不得接

触考车（重启的情况除外）。

4.比赛结束

比赛共分两轮，单轮比赛时间为 150 秒，150 秒计时周期为裁判的

开始哨声到裁判的结束哨声。参赛队的机器人出现下列情况，将停止计

时,终止比赛，并记录所用时间。

（1）参赛队的机器人提前到达终点；

（2）参赛队主动结束比赛；

（3）计时到达 150 秒;

其中裁判终点计时的判断标准是：当机器人顺利完成所有任务，冲

向终点时，机器人的任何垂直投影部分接触到终点时裁判结束计时，记

录时间分和任务分，机器人之后的状态不影响比赛结果。

5.现场环境

（1）现场的电源

比赛现场提供当地标准电源接口，如果参赛队需要任何电压或者频

率的转换器，请参赛队自行准备。距离参赛队最近的电源接口可能距离

参赛队的指定调试桌有一定的距离，请参赛队自行准备足够长的电源延

长线，同时在现场使用延长线时请注意固定和安全。

（2）现场的光线

比赛现场为日常照明，正式比赛之前参赛队员有时间标定传感器，

但是大赛组织方不保证现场光线绝对不变。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阳

光可能会有变化。现场可能会有照相机或摄像机的闪光灯、补光灯或者

其他赛项的未知光线影响，请参赛队员自行解决。

6.场地平滑度

现场比赛的场地铺在地面上，组委会会尽力保证场地的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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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排除场地褶皱等情况。

7.竞赛争议

竞赛期间，规则中如有未尽事项以竞赛裁判委员会现场公布为准。

五、评分标准

（一）竞赛评分

机器人得分 = 本轮所获的任务分

最终得分 = 机器人得分 + 时间分 + 重启奖励分

（二）时间得分

时间得分为：

“150 秒-本轮比赛所用的秒数=本轮最终的时间得分”

只有完成所有任务时，才有时间加分。

（三）时间计时器

在赛场里放置一个公开时间计时器，记录完成所有任务的时间。从

启动时开始计时，到机器人完成所有任务或比赛终止停止计时。

六、记分

1.每场比赛结束后，按完成任务的情况计算得分。完成任务的记分

标准见《记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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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任务的次序不影响单项任务的得分。

七、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1.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每迟到 1 分钟则判罚该队 10 分。如果超

过 2分钟后仍未到场，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2.第 1 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机器人回到待命区再次启

动，计一次重启。第 2 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本轮比赛资格。

3.为了竞争得利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视情节严重程度可能会被

取消比赛资格。

4.如果由参赛队员或考车造成比赛模型损坏，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将警告一次。该场该任务不得分，即使该任务已完成。

5.比赛中，参赛队员不得接触基地外的比赛模型；不得接触基地外

的考车；否则将按“重启”处理。

6.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7.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指导老师或家长联

系，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八、成绩排名

参赛队的最终得分为 2 轮场地任务竞赛得分总和，按总成绩排

名，最终得分高的排名靠前。如果出现局部并列的排名，按如下顺序

决定先后：

1. 机器人传感器数量合计较少者排名靠前；

2. 单轮成绩较高者排名靠前；

3. 重启次数少的排名在前；

4. 两轮用时总和少的排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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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

附件：

自动驾驶之模拟驾考比赛任务得分表

参赛队： 组别：

任务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单边桥
满分 100 分；

中途掉落得 50 分。

半坡起步

满分 100 分；

1/4 及以上部分超出停车区域得 50 分；

不停车直接通过得 20 分

侧方位停车

满分 100 分；

停车时车身投影压到边线得 60 分；

停车时车身投影压到边线每次-10 分。

倒车入库

满分 100 分；

停车时车身投影压到边线得 60 分；

停车时车身投影压到边线每次-10 分。

S弯道驾驶 40 分

障碍路段驾驶 60 分

雪地路考 60 分

穿越环岛 60 分

自主返回基地 50 分

任务总分

任务得分

完成时间（0.01 秒）

时间得分（150 秒-完成时间）

总分（任务得分+时间得分）

两轮总分

关于取消比赛资格的记录：

裁 判 员： 参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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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垃圾分类挑战赛规则

一、竞赛背景简介

垃圾分类，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投放、分类储存和分类

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减少土

地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

尽其用。

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

举措，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利于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

方案》，要求在全国 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它们包括：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石家庄、邯郸、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

连、长春、哈尔滨、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铜陵、福州、厦

门、南昌、宜春、郑州、济南、泰安、青岛、武汉、宜昌、长沙、广州、

深圳、南宁，海口、成都、广元、德阳、贵阳、昆明、拉萨、日喀则、

西安、咸阳、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市。

2019 年 6月，住建部、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决定自 2019 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 2020 年底 46 个重点城市将基本

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到 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二、竞赛主题为“垃圾分类”

本次竞赛以“垃圾分类”为主题，要求参赛选手们设计一个符合竞

赛要求的机器人在模拟的城镇中执行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分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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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范围

1.1 本次比赛仅设小学组别。

1.2 每支队伍参赛选手 1名，指导老师 1名。

四、竞赛场地和任务

1 竞赛要求

参赛队需要准备好 1台机器人用来编写机器人程序、调试和操作

机器人，完成规定的任务以获取得分。

2 竞赛场地和环境

比赛场地示意图

2.1 场 地 为 加 厚 喷 绘 布 材 质 ， 长 2300mm-2600mm 、 宽

1100mm-1500mm，场地区域分为 1 个起始区、8 个小区、4个垃圾收集

区，不同区域之间通过宽约 15mm～20mm 的黑色的轨迹线进行连通。

起始区（1个） 小区（8 个）

垃圾收集区（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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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垃圾道具为 8 个边长 45mm 正方体轻质软方块，道具的其中

一面会由裁判贴有具体的生活垃圾图片标签。垃圾道具的数量和摆放

位置以及垃圾收集区的位置以现场裁判公布为准，一旦公布，两轮比

赛不会再有调整。

垃圾道具示意图（8个）

需要分类的垃圾图片标签可能但不限于以下清单：

2.3 垃圾的收集位：机器人必须到达对应小区的“T”型口位置

才能开始进行垃圾的收集动作，在其他地方开始进行垃圾的收集动作

将被视为“脱线”。

2.4 垃圾的放置位：机器人必须到达对应垃圾收集区的“T”型

口位置才能开始进行垃圾的放置动作，在其他地方开始进行垃圾的放

置动作将被视为“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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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器人规格

3.1 机器人允许包含控制器 1 个，电机（含伺服电机）不超过 4

个，传感器总数不超过 8个，不允许采用集成类循迹卡，电池电压不

超过 11V。允许各参赛队自行设计或使用外设结构件，鼓励大家在满

足规则要求的情况下对自身机器人进行个性化装饰。

3.2 机器人可以伸展，但在任何时候机器人的长宽高均不能超过

25cm。（参赛选手对自己机器人尺寸没有把握的，应在搭建调试阶段

请裁判员测量。机器人在比赛中被发现长宽高尺寸超出 25cm×25cm

×25cm，将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3.3 机器人必须设计成只用一次操作（如按一个按钮或拨一个开

关）就能启动。

4 任务要求和说明：

在比赛开始时，机器人从起始区出发沿黑色轨道行进，前往各个

小区，将各小区的垃圾块运送到地图的垃圾收集区，并根据垃圾的种

类，将垃圾分类放置到对应的类别垃圾收集区内。当各个小区的垃圾

全部分类放置完成后，机器人返回并停止在起始区视为完成任务，整

个任务必须在 150 秒内完成,由裁判计时。

4.1 “出发”是第一个任务、“返回”是最后一个任务。在完成

“收集搬运垃圾”和“分类放置垃圾”的任务的时候，机器人允许多

次穿越起始区，但中途穿越起始区不会被视为完成“返回”任务。

4.2 机器人必须使用光电传感器检测场地中的黑色轨迹线移动。

4.3 除了在小区和垃圾收集区的“T”型口位置机器人因为任务

动作需要，车身可以短暂脱离黑色轨迹线外，其他任何时候机器人车

身竖直投影不得脱离黑色轨迹线（简称“脱线”）。一旦脱线，视为

后续任务失败、比赛结束，但不影响之前已经获得的任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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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在垃圾收集区，机器人根据垃圾种类正确分类放置垃圾至对

应的垃圾收集区的：垃圾完全进入得 20 分/个，垃圾部分进入的得

10分/个。但如果某个垃圾错误分类放置到某一个垃圾收集区中，将

污染收集区内所有垃圾造成该收集区内所有的垃圾均不得分。

5 比赛

5.1 比赛分为 2 轮进行，最终成绩为第一轮得分和第二轮得分之

和。若最终成绩相同，按以下顺序决定名次：

（1）单轮成绩高者；

（2）机器人重量轻者；

（3）总用时少的。

5.2 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5.2.1 参赛学生检录后方能进入赛场。所有器材必须是符合大赛

参赛要求的，所有参赛选手就座后，裁判员把比赛须知告知参赛选手。

5.2.2 本次比赛不进行机器人的现场搭建。在第一轮任务开始

前，选手总共有 1 小时根据任务编程和调试机器人的时间。调试结束

后，各参赛队把机器人排列在指定位置，封存。

5.2.3 参赛队在每轮比赛结束后，允许在赛场简单地维修机器

人，但不能打乱下一轮出场次序。

5.2.4 参赛选手在准备区不得上网、不得使用相机等设备拍摄比

赛场地，不得以任何方式与指导教师或家长联系。

5.3 赛前准备

5.3.1 准备上场时，参赛队员领取自己的机器人并将自己的机器

人放入起始区。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起始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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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到场的参赛队员应抓紧时间（不超过 2 分钟）做好启动前

的准备工作。完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

5.4 启动

5.4.1 机器完全处在起始区内，待机状态，举手示意裁判，裁判

员确认参赛选手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始”的倒计时启

动口令。随着倒计时的开始，队员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机器人，听

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队员可以通过触碰一个按钮或给传感器

一个信号去启动机器人。

5.4.2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

警告或处罚。

5.4.3 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自带的控制器中的程序控制。

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一旦接触机器人就视为违规，将丧失本轮后续

任务资格，但不影响已获得的任务得分。

5.5 比赛结束

5.5.1 每场（轮）比赛时间为 150 秒钟。完成全部任务的情况

下剩余时间作为时间奖励分（150-完成时间）。全部任务都完成的标

志为所有任务均获得满分。

5.5.2 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如不准备继续比赛，应向裁判

员示意，裁判员据此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否则，等待裁判员的终场

哨音。

5.5.3 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除应立即按按钮停止机器人动作

外，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

5.5.4 裁判员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己的得分，并立即

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准备区。

5.5.5 参赛队员将场地恢复到启动状态。



81

6 记分

6.1 以下分值表仅作参考，比赛时以现场公布的计分分值表为

准。

垃圾分类挑战赛分值表

序号 项目任务 说明 分值 数量 得分
任务完成

分值

1 出发 机器人完全离开起始区（竖直投影） 20分 20

2 收集搬运 垃圾道具被完全移出小区的区域 10分/个 80

3 分类放置

根据垃圾种类正确分类垃圾至对

应的垃圾收集区（垃圾部分进入）
10 分/个

160
根据垃圾种类正确分类垃圾至对

应的垃圾收集区（垃圾完全进入）
20 分/个

4 返回
机器人完全回到并停在起始区（竖直

投影完全进入）
20 分 20

5 时间奖励

所有垃圾全部完成收集和正确分类

的，机器人在完成返回任务后时间仍

有剩余且所有任务获得满分的。

150秒内奖励（150-完成时间）

1分/秒

7 其他

7.1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最终裁定

权。他们的裁决是最终裁决。裁判不会复查重放的比赛录像。关于裁

判的任何问题必须由学生代表在两场比赛之间向裁判长提出。组委会

不接受指导教师或学生家长的投诉。

7.2 未尽事项

竞赛期间，规则中的其他未尽事项由竞赛裁判委员会决定。

7.3 附属赛事小学组，每支参赛队只允许参加一个项目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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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垃圾分类挑战赛现场记分表
组别： 学校名称： 参赛队员： ：

序号 项目任务 说明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任务完成分值
数量 得分 数量 得分

1 出发 机器人完全离开起始区（竖直投影） 20分 20

2 收集搬运 垃圾道具被完全移出小区的区域 10分/个 80

3 分类放置

根据垃圾种类正确分类垃圾至对应

的垃圾收集区（垃圾部分进入）
10 分/个

160
根据垃圾种类正确分类垃圾至对应

的垃圾收集区（垃圾完全进入）
20 分/个

4 返回
机器人完全回到并停在起始区（竖直投

影完全进入）
20 分 20

5 时间奖励

所有垃圾全部完成收集和正确分类的，

机器人在完成返回任务后时间仍有剩余

且所有任务获得满分的。

150秒内奖励（150-完成时间）

1分/秒

第一轮总分 第二轮总分

得分确认，参赛队员代表签名

最终成绩

裁 判 员： 裁 判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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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须知：参赛团队需打开网址（http://www.gsstm.org/uploadfiles/article_content_file/20201201/2020120111

00351575.xlsx?f8378=）下载表格填写后加盖公章，并将扫描件和 Excel 表打包发到指定邮箱 mona18993197540@163.com。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智能控制（小学组）报名表
参赛命题

参赛队员

学校 年级

队员姓名 性别 电话

学校 年级

队员姓名 性别 电话

指导教师
姓名 性别 电话

单位

学校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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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组联系人：

统 筹 协 调 组：王 璐 18993070426

王 楠 13659312685

网 站 负 责 人：赵永亮 19893115722

未来教育大学组：王 楠 13659312685

智能控制大学组：王得顺 15379158623

智能控制中学组：郇 静 15352403808

智能控制小学组：张大伟 15293689158

生物环境大学组：李翠祥 18919196863

风能利用中学组：杨志昊 1389334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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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复赛
	（三）决赛
	    2021年3月-5月，推选各命题组获得第一名的队伍，由各命题组负责人带队参加全国总决赛。由中
	五、其他要求
	1．各参赛队伍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是参加过其他公开比赛的作品，不得是本大赛往届获奖作品，不得剽窃他
	2．如对比赛有异议，可向大赛监审委员会反映。比赛现场服从大赛监审委员会的决定和指令。
	3.入围作品队伍有义务参加大赛举办的相关展示和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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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实验单元-风能利用命题（中学组）
	风能是地球表面空气流动所产生的动能，属于可再生能源。人类很早就开始利用风能，如利用风力提水、灌溉、磨
	本命题赛事面向中学生，要求参赛队伍选取材料设计并制作一个装置，使其可利用风能实现侧风负重（风向与赛道
	提升参赛队伍的科学素养，培养其创新思维及创造力。考察参赛队伍流体力学知识、机械结构设计能力、制作工艺
	（一）比赛任务
	本命题要求各参赛队伍设计并制作一个装置，使其可利用风能实现侧风负重（风向与赛道方向呈90度角）行驶，
	（二）场地说明
	1.赛道采用无坡度的平面赛道，包含行驶区域和准备区域；
	2.准备区域长40cm、宽为50cm，行驶区域长80cm，宽50cm；
	3.到达区域宽度为50cm，长度无要求；
	4.赛道与风源呈90°，风场覆盖全部赛道区域。赛道中心线与风源前缘距离为100cm。
	（三）限制条件
	1.风能来自固定风源的三个并排风扇，比赛过程中不得变更该风扇位置、风扇角度和风速。风扇参数：额定功率
	2. 参赛队伍使用的材料不做限定。参赛队伍可参考基本材料清单（见表1），也可自行准备材料进行设计制作
	表1—基本材料清单
	2.制作装置时，所使用的工具不做限定。参赛队伍可参考基本工具清单（见表2）。
	4.装置自重不做限制。
	5.装置尺寸不得超过40cm*40cm*40cm。装置在行驶过程中不能改变尺寸。若装置在行驶过程中有
	6. 具体风能利用方式不做要求，风能接收装置的主要材料可以为牛皮纸，接收装置总重量不超过200g，且
	7. 参赛作品无安全隐患。
	（四）计分规则
	1.赛道行驶任务
	（1）有效着地点
	比赛开始前，装置的全部着地点应放在初始线外侧且不压线，此时装置的全部着地点视为“有效着地点”。
	（2）未驶出比赛区
	只要任意一个“有效着地点”在比赛区域内，即视为“未驶出比赛区”。若该“有效着地点”在区域线上也视为“
	（3）完成赛道行驶任务
	开始计时后的3分钟内，若装置的任意部分驶过终点线且“未驶出比赛区”，视为完成本次赛道行驶任务。其余情
	2.有效负重
	重物为不锈钢砝码，最小单位为1克，（使用标准M1等级钢镀铬砝码，砝码单位：200g、100g、50g
	3.排名规则
	（1）各参赛队伍最终排名按最终成绩数值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进行排列以确定比赛名次，数值高者获胜。
	（2）若两队或多队出现成绩相同情况，则按照比赛装置的重量为依据排序，重量轻者排名居前。
	（五）初赛
	1.初赛形式：网上提交作品文件：
	初赛为线上作品评审，各参赛队伍登录大赛官方网站http://kepudasai.cdstm.cn/进
	2.作品提交要求
	（1）“材料照片”上传为制作所使用的整个材料照片，“作品照片”上传需放置在电子秤上清楚显示出作品的自
	（2）上传视频内必须包含赛道场地自证合规画面（包含赛道尺寸测量、赛道无坡度、风扇规格合规等），装置尺
	（3）视频不得有任何剪辑等后期处理过的痕迹，如有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六）复赛
	1.比赛规则：与初赛大体相同。
	2.复赛形式：现场制作比赛
	3.限制条件
	（1）参赛队伍使用的材料不做限定。参赛队伍可参考基本材料清单（见表1），也可自行携带材料进行现场设计
	（2）制作装置时，所使用的工具不做限定。参赛队伍可参考基本工具清单（见表2）。参赛队伍可自行携带工具
	4.准备阶段
	全部参赛队伍各选派1名参赛选手进行抽签，确定赛场座次位置。
	5.制作阶段
	（1）比赛制作时间为1.5小时，参赛队伍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制作。
	（2）制作过程开始后，赛道测试开放，测试顺序先到先得、依次进行。若多人等待测试，按排队顺序每队最多测
	（3）制作中，严禁将制作工具、制作材料带出制作场地。
	（4）制作结束后，各参赛作品需按大赛组织方要求统一保管存放，比赛开始前任何人不得触碰赛道。
	6.比赛阶段
	（1）每轮比赛前参赛队伍填报《负重申请表》，重物为不锈钢砝码，最小单位为1克，（使用标准M1等级钢镀
	根据各队申报负重重量进行排序，按照负重由轻到重的顺序依次进行比赛，若出现申请负重相同的情况，则按抽签
	（2）比赛过程中，由参赛选手自行将装置放置在赛道准备区，装置的最前端须在初始线外侧且不能越线、压线。
	（3）每队参赛选手在当轮比赛过后，应及时将负重卸载，放置在指定位置，如出现拖延卸载负重等相关影响比赛
	（4）比赛过程中，每支参赛队伍可进行三次行驶。各参赛队伍按顺序进行行驶，所有队伍完成第一次行驶后，再
	7.核定宣布成绩阶段
	（1）有效负重
	参赛队伍在规定的准备时间内完成装载负重（负重砝码由赛事技术小组提前备好），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赛道行驶
	（2）全部参赛队伍完成三轮比赛后，每队取最大的有效负重记为本队的最终成绩。若三轮均为无有效负重，则该
	8.排名规则
	（1）各参赛队伍最终排名按最终成绩数值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进行排列以确定比赛名次，数值高者获胜。
	（2）若两队或多队出现成绩相同情况，则按照比赛装置的重量为依据排序，重量轻者排名居前，若通过以上方式
	9.比赛结束
	大赛监审委员会处理申诉（或没有申诉情况），并最终确认成绩后，比赛结束，参赛选手按照要求有序疏散。
	10.纪律要求
	（1）制作时与比赛无关的人员（包括领队、辅导教师）不得进入赛场。
	（2）各参赛队伍在比赛各环节需在组织方要求的规定时间内完成，要服从现场裁判的指令。
	（3）如对比赛有异议，可依据流程向大赛监审委员会提出申诉。
	（4）制作及比赛时，不得干扰破坏其他参赛队伍，否则取消该参赛队伍参赛资格。
	（七）决赛任务
	比赛规则大体同复赛，将根据复赛情况对赛道和风场情况进行调整，具体规则将于决赛前公布。
	比赛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回收前三名队伍的比赛装置，相关参赛队伍应按照组委会要求配合拍摄完成相关影像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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