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 

单片机创意智造挑战赛 

全国挑战赛项目手册 

 
单片机创意智造挑战赛。要求参赛学生基于单片机、传感器和相关电子元配

件，围绕挑战赛主题，运用人工智能、计算机编程、电子技术、物联网、结构设

计等有关知识，进行设计开发竞赛。 

 

一、 参赛对象 

仅限晋级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全国挑战赛单片机创意智

造挑战赛的青少年参加，详细名单请见附件 1：单片机创意智造挑战赛决赛入围

名单。 

 

二、 参赛形式 

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全国挑战赛单片机创意智造挑战赛

（以下简称决赛）采用线上注册与上传作品形式开展。 

每名参赛学生最多可有 1 名指导老师，同一单位的多名参赛学生的指导老师

可以重复。指导老师有责任指导参赛学生制定学习计划，督促顺利完成比赛。 

决赛采用单人赛赛制，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评选，根据学生年级组别分成小学

组、初中组、高中/中专/职高组，每个参赛学生限报 1 项作品。 

 

三、 比赛时间与网址 

比赛时间：2021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7 日。 



决赛报名及申报网址：https://contest.dfrobot.com.cn/tcwl2021/  （8 月 18

日前，本网站仍处于线上选拔赛阶段，此后方为全国挑战赛，请各位同学与老师

注意辨别）。 

 

四、 作品主题 

决赛主题将于决赛网站公开后进行公布，详见参赛网站。 

 

五、 作品申报标准 

（ 一 ） 决 赛 作 品 须 使 用 开 源 硬 件 设 计 开 发 。 编 程 平 台 为 Mind+

（http://mindplus.cc/）或 Makecode，作品外观材料不限。作品使用硬件种类

与数量不得超出器材清单要求。使用的硬件品牌不限。器材清单如下： 

主控板 

*单个作品最多使用两块主控板，各主控板使用数量不得超过对应“最多使用数量”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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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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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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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作品使用硬件种类不得超出器材清单，各种类硬件数量不得超过对应“最多

使用数量”限制。 

 

（二）决赛作品须提交包括： 

1. 作品说明文档。在线申报时填写相关作品说明，包括： 

（1）. 创作灵感、设计思路。 

（2）. 硬件清单：包括硬件型号及数量。 

（3）. 至少 5 个步骤的作品制作过程，每个步骤包括至少一张图片和简要

文字说明。 

（4）. 成品外观及功能介绍，至少包括 5 张图片（整体、局部、多角度），

并提供必要的使用说明。 



2. 作品演示视频，在线申报时填写相关视频链接，包括： 

（1）. 设计思路、研究过程，对作品外观设计及作品功能进行充分演示； 

（2）. 时间：5 分钟以内；（注：请提前将作品演示视频上传到第三方平台

腾讯视频、B 站或优酷视频） 

3. 接线图，需要提交 JPG、PNG格式的图片。 

 

六、 评分标准 

小学组评分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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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评分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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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中专、职高组评分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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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鼓励办法 

1. 全国挑战赛根据学生学段，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三个年级组

别进行评价。 

2. 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少年将分别被授予金奖、银奖和铜奖，比例分别为 15％、

35％、50％。 

3. 对积极组织辅导青少年参加活动的指导教师，将被授予“全国青少年人工

智能创新挑战赛优秀辅导者”荣誉称号。 

4. 对于精心组织，积极动员青少年参加活动的机构或单位，主办单位将授

予其“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先进组织单位”荣誉称号。 

 

八、 赛事须知 

1. 不同参赛学生不可申报相同作品。若发现相同作品取消双方参赛资格。 

2. 参赛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无版权争议。若发现涉嫌抄袭或侵犯他人著

作权的行为，一律取消申报和评奖资格，如涉嫌版权纠纷，由申报者承担责任。 

3. 参赛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使用权由作者与主办与承办单位共享，

主办与承办单位有权出版、展示、宣传获奖作品。 



4. 挑战赛坚持公益性和自愿性，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不强迫、有道任

何学校、学生或家长参加竞赛活动。 

5.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专家评审委员会决定。专家评

审委员会对凡是规则中未说明及有争议的事项拥有最后解释权和决定权。 

6. 全国挑战赛赛事咨询邮箱地址：tcwl@dfrob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