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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客赛项”） 

 

比赛规则



 

 

目录 

一、 赛事简介 ........................................ 1 

二、 组织架构 ........................................ 1 

三、 比赛时间与地点 .................................. 1 

四、 参赛条件 ........................................ 1 

五、 分组办法 ........................................ 1 

六、 比赛方式 ........................................ 1 

七、 比赛主题 ........................................ 2 

八、 比赛环节 ........................................ 2 

九、 比赛环境 ........................................ 3 

9.1 场地说明 ...................................... 3 

9.2 比赛区域 ...................................... 4 

9.3 人员安排 ...................................... 4 

十、 器材简介 ........................................ 4 

10.1 开源硬件 ..................................... 5 

10.2 激光切割机 ................................... 5 

10.3 耗材 ......................................... 5 

十一、 评分标准 ...................................... 6 

11.1 小学组评分标准： ............................. 6 

11.2 初中组评分标准： ............................. 7 

11.3 高中、中专、职高组评分标准： .................. 8 

 



 

 1 

一、赛事简介 

单片机创意智造挑战赛。要求参赛青少年基于单片机、传感器和

相关电子元配件，围绕挑战赛主题，运用人工智能、编程、电子技术

等有关知识，根据规则，以团队为单位，现场设计制作创意模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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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科学技术协会、太原市教育局 

承办方：太原市科普中心、太原市教育现代化中心 

 

三、比赛时间与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4 月 10 日-4 月 11 日 

比赛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并州南路 99 号太原市第二十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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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组、高中组，各组别参赛队伍于比赛现场抽签产生申报，每支队

伍队员人数为 3~4 人，准确每支队伍人数现场由赛事组委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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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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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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和高中组三个组别。 

 

七、比赛主题 

赛事组委会于 2021年 4 月 10 日现场公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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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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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 8: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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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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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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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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的指导老师与家长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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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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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通讯、上网等其他用途.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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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为保证学生参赛电脑供电充足，参赛学生需自带插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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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比赛区域 

比赛现场分为制作区和工具区两部分。 

制作区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三个组别，每个组别拥有独立的

制作空间，互相不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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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器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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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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indplus.cc/
https://www.lasermak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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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纸 （大红、草绿、天蓝、黑色，白色）×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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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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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 

(15%) 

结构设计(5%) 
整体结构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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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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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体结构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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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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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高中、中专、职高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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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软硬件功能实现(9%) 

使用相关元器件实现的硬件相关功能，功能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通过编程实现相关功能、会运用常用的算法。

代码结构合理、具有可读性。 

项目完成度(9%) 
作品按设计方案中描述的功能，可以完整将

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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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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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领域

应用性及

可实现性 

(15%) 

设计方案应用性(9%) 

设计方案有明确的设计需求，以解决某一个

实际问题提出细化的解决方案。 

设计方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可运用于家庭 

生活、社会等。 

可产品化(6%) 
设计方案具有可被产品化的潜力，有从实际

产品选型、成本、生产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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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