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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事简介 

人工智能挑战赛之单片机创意智造挑战赛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教

育的普及与发展，增强青少年创新意识与动手能力。让更多选手热衷

于创意、设计与制造，并通过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本届比赛

更加注重引导学生从学习向在创造中学习所转变。鼓励大家通过整合

身边的软硬件资源，融入人工智能等多种元素，根据规则，以团队为

单位，创作出一件能够为现实生活带来更大便利或积极影响的作品。

并通过向评委进行作品展示和问辩的形式进行竞赛。 

二、组织架构 

主办方：鄂尔多斯市教育局 

承办方：鄂尔多斯市电教馆 

协办方：内蒙古育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三、比赛时间与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4 月 15 日~4 月 16 日 

比赛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电力街

鄂尔多斯一中伊旗分校 

 

四、参赛条件 

凡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在校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均可参赛。 

 

五、分组办法 

本赛项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选，根据学生年级组别分成小学组、

中学组，各组别参赛队伍于比赛现场抽签产生申报，每支队伍队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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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3 人。 

 

六、比赛方式 

采用现场制作的方式。参赛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组委会提供的

器材，通过电脑编程、硬件搭建、造型设计等创作智能实物作品，如

趣味电子装置、互动多媒体、智能机器等。鼓励学生在智能制造机器

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医疗等方向实现创意创新。 

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 

 

七、比赛主题 

赛事组委会将于现场公布多个主题，各组学生抽签决定作品主题。 

八、比赛环节 

比赛时间为 2 天，流程如下： 

日期 时间 环节 备注 

4月 15 日 

8:30-9:00 签到、入场  

9:00-9:10 公布纪律 
专家评委现场公布比赛纪

律。 

9:10-12:00 现场创作 

参赛学生根据公布的命

题，通过团队分工协作，

共同创作完成一件作品。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现场创作  

4月 16 日 9:00-11:00 团队展示和答辩 

答辩前须以 PPT 形式提交

比赛中的作品介绍，包

括：演示视频（视频格式

为 MP4、AVI、MOV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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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不超过 5 分钟）、制

作说明文档（包含至少 5

个步骤的作品制作过程，

每个步骤包括至少 1 张图

片和简要文字说明）、硬

件清单、软件源代码等并

回答专家评委提出的问

题。全部文件大小建议不

超过 100MB。每个队伍

的答辩时间不超过 5 分

钟，专家评委提问时间不

超过 2 分钟。答辩时有专

人负责计时。 

11:00-12:00 综合评定 

由专家评委综合现场竞赛

各个环节表现情况确认获

奖等级。 

九、比赛环境 

9.1 场地说明 

9.1.1 比赛场地为室内采光良好、配有投影（或大屏）及音响设备的

独立空间 

9.1.2 比赛场地的出入口建议配备安保人员，比赛场地内建议设置医

护站，比赛场地晚上断电 

9.1.3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的指导老师与家长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9.1.4入场前参赛学生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以便赛事组委会核对

信息 

9.1.5 本次大赛原则上不允许参赛队员携带手机，但由于比赛需要制

作 PPT，手机可以带入赛场，但仅限拍照、录制作品视频使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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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通讯、上网等其他用途. 

9.1.6 请各领队提前做好参赛队员的安全教育工作，在比赛套件中有

美工刀、剪刀、热熔胶枪等尖锐、发热工具，使用者要戴好手套再使

用工具，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事故需要扣团队分数。 

9.1.7 为保证学生参赛电脑供电充足，参赛学生需自带插线板。 

9.2 比赛区域 

比赛现场分为制作区和工具区两部分。以小学 35组（3人一组）、中

学 15组（3人一组）为例，总面积需要大约 1000平。 

每个队伍的配置如下： 

工具 数量 备注 

桌子 1-2 张 排成小组式 

椅子 2 把  

开源硬件 1 盒 创客比赛套件 

耗材 1 份 
内有尖锐物品，注意

安全 

工具区与制作区隔离开。工具区配置如下： 

工具 数量 备注 

雷宇激光切割机 2 台 
用电 220V，配置一台

电脑 

 

9.3 人员安排 

制作区与工具区均会有技术人员在现场安全指导参赛选手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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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器材简介 

10.1 开源硬件 

推荐品牌：DFRobot 

器材名称：中小学生创客比赛套件 

编程软件下载链接：http://mindplus.cc/ 

10.2 激光切割机 

推荐品牌：雷宇激光 

器材名称：雷大宇激光切割机 

操作软件下载链接：https://www.lasermaker.com.cn/ 

10.3 耗材 

耗材清单如下： 

瓦楞纸 （大红、草绿、天蓝、黑色，白色）×各 1 份； 

http://mindplus.cc/
https://www.lasermak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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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陶超轻粘土（粉色、天蓝、绿色、红色、桃红、黑色）×各 1 份； 

不织布 （天蓝、淡黄、白色、水红、黑色、粉红、草绿）×各 1 份； 

扭扭棒（白色、果绿、浅黄、湖蓝、黑色、大红）×各 1 份； 

火柴棒 彩色×若干份； 

牛皮纸 A4 ×1 份； 

雪糕棒 直边彩色×5 份； 

雪糕棒 直边彩色×5 份； 

雪糕棒 直边原色×5 份； 

泡沫材料（白色、黑色）×各 1 份； 

白乳胶 150ml ×1份； 

尼龙排刷×1 份； 

白色泡沫胶×1份； 

热熔胶枪×1 份； 

胶棒×1份； 

辅料线材（蓝色、大红、黄色、果绿）×各 10 份 

十一、评分标准 

11.1 小学组评分标准： 

 指标 描述 

创新性 

(25%) 

整体设计有新意

(15%) 
功能、结构等具有新意，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细节功能有新意

(10%) 

功能细节实现方法有新意 

功能设计能突破原有元器件的应用习惯 

技术性 结构设计(5%) 整体结构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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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复杂性 

硬件功能实现(5%) 
使用相关元器件等实现的硬件功能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复杂性，有技术含量 

软件实现(5%) 
软件设计功能明确、结构合理、代码优化、易

于调试 

艺术性

（25%） 

工业设计(10%) 设计具有美感，并能将美学与实用性相结合 

艺术表现力(15%) 
作品具有一定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能够表

达作者的设计理念 

规范性 

(15%) 

设计方案规范性(4%) 
有初始设计，设计方案完备，有作品功能、结

构、相关器件使用等内容 

制作过程规范性(4%) 
制作过程中工具和相关器材使用规范 

有详细的器材清单、作品源代码注释规范 

作品完成度(7%) 

作品完成团队初始设计方案的程度 

各功能实现的有效程度 

作品的成品化程度，包括外观、封装，及整体

的牢固程度、人机交互等界面友好等 

团队展示

与协作 

(20%) 

团队展示(10%) 

作品展示环节中，能够很好的展现出作品的

设计思路、制作过程和功能实现情况，演示素

材制作精美，语言表达能力强，与专家互动问

答情况良好。 

分工协作(10%) 

有明确、合理的团队协作分工方案 

制作过程中每位团队成员能够充分参与、互

相帮助、协作配合 

11.2 中学组评分标准： 

 指标 描述 

创新性 

(25%) 

整体设计有新意

(15%) 
功能、结构等具有新意，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细节功能有新意

(10%) 

功能细节实现方法有新意 

功能设计能突破原有元器件的应用习惯 

技术性 

(25%) 
结构设计(7%) 

整体结构设计合理 

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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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功能实现(9%) 
使用相关元器件等实现的硬件功能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复杂性，有技术含量 

软件实现(9%) 
软件设计功能明确、结构合理、代码优化、易

于调试 

艺术性

（15%） 

工业设计(9%) 设计具有美感，并能将美学与实用性相结合 

艺术表现力(6%) 
作品具有一定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能够表

达作者的设计理念 

规范性 

(15%) 

设计方案规范性(4%) 
有初始设计，设计方案完备，有作品功能、结

构、相关器件使用等内容 

制作过程规范性(4%) 
制作过程中工具和相关器材使用规范 

有详细的器材清单、作品源代码注释规范 

作品完成度(7%) 

作品完成团队初始设计方案的程度 

各功能实现的有效程度 

作品的成品化程度，包括外观、封装，及整体

的牢固程度、人机交互等界面友好等 

团队展示

与协作 

(20%) 

团队展示(10%) 

作品展示环节中，能够很好的展现出作品的

设计思路、制作过程和功能实现情况，演示素

材制作精美，语言表达能力强，与专家互动问

答情况良好。 

分工协作(10%) 

有明确、合理的团队协作分工方案 

制作过程中每位团队成员能够充分参与、互

相帮助、协作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