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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新杯”2021 全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大赛 

评审规则手册 
 

 

【声明】 

根据本次大赛的定位和分类，本规则依照四个大类 20 个小组的竞赛宗旨、

技术要求、参赛人员等，由评审专家组制定，遵循如下原则： 

1. 竞赛评分原则：本次大赛采取评审专家和裁判进行评分的原则，参照类

似的体育竞赛和机器人竞赛的规则，同时结合本次大赛的宗旨和类别制定本次评

审规则，既符合类似同行比赛的常用规则，便于理解和掌握；同时在部分评审方

式和评审指标上又增加体现了“智能创新”的特点，希望选手和评审专家仔细阅

读理解评分细则。 

2. 不同大类原则：针对四大类别，不同大类的侧重点不同，参赛要求和提

交的评审资料不同，组委会分别制定了不同大类的评审规则。对于第一二三大类

的小组，采用大类评审规则，不需制定小组评审规则；对于第四大类智能机器人

的各个小组，分别再制定竞赛规则和比赛手册；在第四大类的各小组中，分设大

学组和青少组两个子类别。 

3. 自主创新原则：对于提交的参赛项目，无论是理论、技术、应用，均重

视自主创新，在创新性指标上给予侧重。对于涉及抄袭他人作品的项目，一经发

现，取消参赛资格；如对第三方造成侵权的，由选手自行负责处理，大赛主办方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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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理论创新类评审规则（①-②） 

参赛报名提交材料： 

1. 提交参赛报名表（填写完整信息）。 

2. 提交公开发表的核心论文 1 篇（期刊、会议、学位论文的扫描件，包

括封面、目录、论文全文的相关页码） 

3. 提交论文自评表（填写完成自评表，同时提交）。 

4. 其他能证明论文基础理论创新性的更多材料（不要求，可自选，如承

担的相关项目、获奖证书、更多的关联论文等）。 

5. 评分规则如表，采取“自评、专家评审、集体会审”三级制度评审，

总得分为=自评*20% + 专家评审*40% + 集体会审 40%。最终根据同类

得分排名情况决定获奖情况。 

6. 本评分表适合如下两个小组评审： 

①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创新组、②机器人基础理论创新组 

 

论文自评表(基础理论创新大类) 

论文全体作者  

发表时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日期、页码  

序号 指标项 评审参考标准 评分 

1 
基础前沿性 

(20 分) 

A. 选题十分前沿，属于 AI 或机器人重大理

论研究(20 分) 

B. 选题比较前沿，属于 AI 或机器人重要理

论研究(15 分) 

C. 选题有一定前沿性，属于 AI 或机器人一

般理论研究(10 分) 

D. 选题不具有前沿性，不属于 AI 或机器人

理论研究(5 分) 

 

2 
理论原创性 

(20 分) 

A. 提出自主创新理论，构建重大创新理论模

型 (20 分) 

B. 提出较大的创新理论，构建重要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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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5 分) 

C. 提出一般创新理论，构建一般性理论模型

(10 分) 

D. 未提出本质性创新理论，未构建理论模型

(5 分) 

3 
内容先进性 

(20 分) 

A. 研究内容先进合理、发现或发明了重大新

工具新方法(20 分) 

B. 研究内容比较合理、发现或发明了重要新

工具新方法(15 分) 

C. 研究内容合理性一般、发现或发明了的新

工具新方法一般(10 分) 

D. 研究内容不合理、没有发现或发明了新工

具新方法(5 分) 

 

4 
成果创新性 

(20 分) 

A. 成果具有重大新发现或发明，国际领先或

先进(20 分) 

B. 成果具有较大新发现或发明，国内领先或

先进(15 分) 

C. 成果新发现或发明一般，先进性一般(10

分) 

D. 成果没有新发现或发明，没有先进性(5

分) 

 

5 
发展指导性 

(20 分) 

A. 理论成果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展具有明

显的很强的指导意义(20 分) 

B. 理论成果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展具有潜

在的较强的指导意义(15 分) 

C. 理论成果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展具有一

定的潜在的指导意义(10 分) 

D. 理论成果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展不具有

指导意义(5 分) 

 

自述 
自我综合阐述 

(评审参考) 

(在本单元格内，作者对论文进行综合性阐

述， 300 字左右，) 

 

该论文 xxxxxxxxx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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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技术突破类评审规则（③-④） 

参赛报名提交材料： 

1. 提交参赛报名表（填写完整信息）。 

2. 提交已经授权的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核心专利 1项（专利授权书扫描件，

包括摘要、权利要求书、实施案例等专利全文）。 

3. 提交专利自评表（填写完成自评表，同时提交）。 

4. 其他能证明专利关键技术突破的更多材料（不要求，可自选，如承担

的相关项目、获奖证书、更多的关联专利等）。 

5. 评分规则如表，采取“自评、专家评审、集体会审”三级制度评审，

总得分为=自评*20% + 专家评审*40% + 集体会审 40%。最终根据同类

得分排名情况决定获奖情况。 

6. 本评分表适合如下两个小组评审： 

③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突破组：④机器人关键技术突破组 

 

专利自评表(关键技术突破类) 

专利发明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授权日期  

专利所属权人/单位  

序号 指标项 评审参考标准 评分 

1 
领域前沿性 

(20 分) 

A. 专利属于十分前沿，完全属于 AI 或机器

人关键技术范畴(20 分) 

B. 专利技术比较前沿，基本属于 AI 或机器

人关键技术范畴(15 分) 

C. 专利前沿性一般，属于 AI 或机器人一般

性技术范畴(10 分) 

D. 专利不具有前沿性，不属于 AI 或机器人

关键技术范畴(5 分) 

 

2 
权利新颖性 

(20 分) 

A. 权利要求具有显著新颖性，保护内容完整

清晰(20 分) 

B. 权利要求具有较大新颖性，保护内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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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清晰(15 分) 

C. 权利要求新颖性一般，保护内容完整清晰

性一般(10 分) 

D. 权利要求不具有新颖性，保护内容不完整

不清晰(5 分) 

3 
技术先进性 

(20 分) 

A. 专利技术具有显著先进性，国际领先或先

进(20 分) 

B. 专利技术具有较大先进性，国内领先或先

进(15 分) 

C. 专利技术的先进性一般，可供同行参考 

(10 分) 

D. 专利技术的没有先进性，没有参考意义(5

分) 

 

4 
关键突破性 

(20 分) 

A. 专利具有关键性技术突破，发明或设计了

重大的系统和方法或装置(20 分) 

B. 专利具有较大技术的突破，发明或设计了

较大的系统和方法或装置(15 分) 

C. 专利一般性技术突破，发明或设计了一般

的系统和方法或装置(10 分) 

D. 专利没有技术性突破，没有发明或设计新

的系统和方法或装置(5 分) 

 

5 
实施普及性 

(20 分) 

A. 专利实施案例十分清晰，应用普及性很强

(20 分) 

B. 专利实施案例比较清晰，应用普及性较强

(15 分) 

C. 专利实施案例清晰性一般，应用普及性一

般(10 分) 

D. 专利实施案例不清晰，没有应用普及性(5

分) 

 

自述 
自我综合阐述 

(评审参考) 

(在本单元格内，发明人对专利进行综合性阐

述， 300 字左右，) 

 

该专利 xxxxxxxxx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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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示范应用类评审规则（⑤-⑫） 

参赛报名提交材料： 

1. 提交参赛报名表（填写完整信息）。 

2. 提交已经实施完成的典型应用示范项目报告书 1 份（依照项目模板填

写，包括项目信息、应用实施状况、建设完成后投入使用情况等）。 

3. 提交应用示范自评表（填写完成自评表，同时提交） 

4. 其他能证明典型应用示范的更多材料（不要求，可自选，如承担的相

关项目、获奖证书、用户证明、更多的关联应用等）。 

5. 评分规则如表，采取“自评、专家评审、集体会审”三级制度评审，

总得分为=自评*20% + 专家评审*40% + 集体会审 40%。最终根据同类

得分排名情况决定获奖情况。 

6. 本评分表适合如下八个小组评审： 

⑤智能教育应用示范组、⑥智能医疗应用示范组、 

⑦智能传媒应用示范组、⑧智能农业应用示范组、 

⑨智能建筑应用示范组、⑩智能煤矿应用示范组、 

⑪智能科普应用示范组、⑫智能化综合应用示范组 

 

典型应用示范项目报告(典型应用示范类)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项目来源(政府、企业)  

项目实施起止日期  

项目简介摘要 

(300 字内) 

 

 

 

一、项目背景说明 

(1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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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内容 

(1000 字左右) 

 

 

 

三、项目创新特色 

(1000 字左右) 

 

 

 

四、项目实施后效果 

(1000 字左右) 

 

 

 

五、项目投资费用 

(1000 字左右) 

 

 

 

六、产生经济效益 

(1000 字左右) 

 

 

 

七、应用普及状况 

(1000 字左右) 

 

 

 

八、获得荣誉证明 

(获奖证书、 

验收报告、 

用户证明等) 

 

 

 

 

典型应用示范项目自评表(典型应用示范类)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项目实施起止日期  

序号 指标项 评审参考标准 评分 

1 
示范代表性 

(20 分) 

A. 项目很好体现 AI 或机器人在典型行业中

的应用示范，代表性高(20 分) 

B. 项目较好体现 AI 或机器人在典型行业中

的应用示范，代表性较高(15 分) 

C. 项目体现 AI 或机器人在常见行业中的一

般性应用，代表性一般(10 分) 

D. 项目没有体现 AI 或机器人在常见行业中

的应用，不具有代表性(5 分) 

 

2 
模式创新性 

(20 分) 

A. 项目应用过程中，在系统结构、应用模式

等方面具有独特创新性 (20 分) 

B. 项目应用过程中，在系统结构、应用模式

等方面具有较大创新性(15 分) 

C. 项目应用过程中，在系统结构、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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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10 分) 

D. 项目应用过程中，在系统结构、应用模式

等方面没有创新性(5 分) 

3 
实施完整性 

(20 分) 

A. 项目实施内容非常完整、各方面方案非常

合理，已全部实施完成(20 分) 

B. 项目实施内容比较完整、各方面方案比较

合理，已全部实施完成(15 分) 

C. 项目实施内容完整性一般、大部分方案合

理，大部分内容实施完成(10 分) 

D. 项目实施内容不完整、多方面方案不合

理，大部分内容没有完成(5 分) 

 

4 
产生效益性 

(20 分) 

A. 项目实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具有很大

的社会意义 (20 分) 

B. 项目实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具有较大

的社会意义(15 分) 

C. 项目实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具有一定

的社会意义(10 分) 

D. 项目实施没有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没有明

显社会意义(5 分) 

 

5 
应用成果性 

(20 分) 

A. 项目实施取得重大应用成果，验收报告或

用户证明评价优秀(20 分) 

B. 项目实施取得较大应用成果，验收报告或

用户证明评价良好(15 分) 

C. 项目实施取得一定应用成果，验收报告或

用户证明评价一般(10 分) 

D. 项目没有取得明显应用成果，无验收报告

或用户证明(5 分) 

 

自述 
自我综合阐述 

(评审参考) 

(在本单元格内，负责人对项目进行综合性阐

述， 300 字左右，) 

 

该项目 xxxxxxxxx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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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能机器人大类评审规则（⑬-⑳） 

参赛报名提交材料： 

1. 参赛报名表（填写完整信息）。 

2. 选手自行准备参加竞赛的机器人设备，现场参加比赛（部分不方便搬

到现场的工业机器人设备，可以自行操作设备进行提前录像，比赛现

场播放视频，并现场回答评审专家提问）。 

3. 组委会提供标准比赛场地，如部分选手涉及机器人特色创新的展示，

可以自行提供赛场道具，提前向组委会报备说明。 

4. 其他能证明机器人竞赛的更多材料（不要求，可自选，如系统方案、

算法设计、技术说明等）。 

5. 本大类包括八个小组，具体评审规则详见各小组。 

⑬竞速仿人机器人赛组、⑭对抗搏击机器人赛组、 

⑮艺术舞蹈机器人赛组、⑯物品分类机器人赛组、 

⑰书法美术机器人赛组、⑱工业机器人操作赛组、 

⑲创意软件编程竞赛组、⑳(自选)机器人综合技能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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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竞速仿人机器人比赛规则 

一、机器人竞速场地 

1、机器人竞速场地示意图 

 
 

2.比赛场地规格与要求 

(1)机器人竞速的场地长 280cm，宽 180cm，白色的底板上绘有黑色边缘线，

线宽 10cm。跑道由直线、弧线组成，跑道宽 35cm。 

(2)跑道在弯道区有四条颜色为蓝色的线条,便于机器人识别弯道。 

(3)跑道中用于机器人起跑的正方形区域，边长为 35cm。 

3.比赛现场环境要求 

机器人竞速为室内竞赛项目，对赛场的要求一般为冷光源，低照度。建议各

参赛队要做好防干扰的各种准备，按规定做好热身及环境因素的测定。 

 

二、机器人设计与器材要求 

1.机器人为多自由度“双足人形机器人”，必须是人形机器人，不能是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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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机器人最大尺寸(包括可伸展部分)长 40cm、 宽 40cm、高不限。 

2.各参赛队必须对机器人进行个性化设计，机身上要有明显的本队标志。 

3.各代表队须自备电脑和竞赛所需的机器人器材，并带齐常用工具、控制器、

电源接线板、转换插头等。     

三、任务要求 

1.机器人在启动点启动，绕场地赛跑一周，然后停在起始点上(机器人的一

部分)就算作任务完成。 

2.可以赛前给机器人编排好行走路线的程序，启动后机器人自动完成走路一

圈的任务；也可以是比赛当时选手用控制器遥控机器人进行比赛行走完成。 

3.比赛过程中，如有机器人倒地等出现，选手可以用遥控器让机器人站立起

来（不得用手扶起来），机器人主体部分只要在赛道内，没有出现二分之一身体

在赛道之外，机器人站起来后可以继续比赛，比赛成绩有效，耽误时间计入比赛

所花费时间。 

四、计分方法 

1.参赛机器人必须在 3分钟内完场任务，否则任务失败。 

2.如果完成任务，按照时间计分，时间短者为优胜。 

3.机器人跑出赛道(机器人的垂直投影二分之一以上冲出赛道)，则任务失败。 

4.机器人没有停止在起始点上，则时间加上 30秒。 

5.竞赛成绩得分相同，必须决出胜负时，采用加赛一圈的方式。 

6.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轮，预赛所有选手抽签决定先后次序，分别有两次

机会比赛，取成绩最好的一次作为总成绩，全部队伍比赛完成后，取成绩前 50%

的队伍且最多不超过 10名队伍进入决赛。 

7.对进入决赛队伍，依照预算最好成绩进行排序，成绩靠后的优先出场，成

绩最好的最后出场；决赛每个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取成绩最好的一次作为总成

绩。 

8.比赛结束后，裁判签字确认成绩，组委会根据排名进行获奖等级认定。 

 

五、其它 

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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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竞速机器人比赛得分表 

比赛日期    年  月  日  当场裁判(签字)  

序号/队伍

名称 

第一轮成绩 

(分秒) 

第二轮成绩 

(分秒) 

最终成绩 

(两轮最好) 
排名 

1.xx战狼

无敌队 
    

2.xx机器

达人队 
    

3.xx科技

先锋队 
    

4.xx单位

xx队 
    

5.xx单位

xx队 
    

6.xx单位

xx队 
    

7.xx单位

xx队 
    

8.xx单位

xx队 
    

9.xx单位

xx队 
    

10.xx单

位 xx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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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对抗搏击机器人比赛规则 

一、场地道具规格 

1.比赛场地如图所示，场地的长、宽分别为是 240cm，高 15cm 的正方形矮台，

台.上表面即为擂台场地。底色从外侧四角到中心分别为纯黑到纯白渐变的灰度。

场地的两个角落设有坡道，机器人从出发区启动后,沿着该坡道走上擂台。场地

四周围 70cm 处有高 50cm 的方形黑色围栏。比赛开始后，围栏内区域不得有任

何障碍物或人。 

2.出发区及坡道用正蓝色和正黄色颜色涂敷。出发区平地尺寸为 30x40cm。 

出发坡道水平长度为 40cm, 宽度为 40cm, 坡道顶端高度与擂台平齐,15cm。场地

中央红色区域(含白色“武”字)。 

3.场地的材质为木质，场地表面最大承重能力 50kg。 场地表面的材料为亚光

PVC 膜，各种颜色和线条用计算机彩色喷绘的形式产生。建议各参赛队用标准图

纸自行制作(注意选择精度较高、亚光塑料纸面的“写真”，而不是布面料、精度

较低的喷绘”)。 

4. 比赛承办单位因客观条件限制，提供的正式比赛场地的颜色、材质、光照

度等细节,可能与规则规定的标准场地有少量差异。比赛队伍应认识到这一点，

机器人需要对外界条件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二、参赛机器人要求 

1.机器人要求是能够参加擂台赛的竞技类机器人，主要类型是：拳击机器人、

变形金刚机器人、坦克机器人、对战机器人等。 

2.每台机器人的重量不超过 4KG，在出发区的投影尺寸不超过 40x40cm 的正

方形。 

3.机器人在比赛开始后可以自主变形，不再受以上尺寸限制。重量、尺寸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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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误差范围 5%，以比赛现场测量为准。 

4.比赛过程中，选手可以事先编好自动化程序，也可以现场用控制器和 APP

软件操控机器人动作。 

三、竞赛评分规则 

1.两个队伍进行比赛，竞赛每局时长 3 分钟，采取三局两胜制。 

2.竞赛形式原则上采用抽签+淘汰赛，分组+淘汰或循环+淘汰的形式，具体

形式根据参赛队伍数量决定竞赛形式，并于赛前公布。 

3.比赛开始前，参赛队员将机器摆在出发区等待出发，准备好后向裁判举手

示意，裁判吹哨后比赛开始。裁判吹哨前，机器人必须处于静止状态，提前启动

视为违规，某方连续三次违规提前运动，取消当场比赛资格，判对方获胜。 

裁判吹哨后，参赛队员必须用非接触的方式启动机器人，选手不能再接触机

器人；机器人须从擂台下出发区启动(斜坡)，一方登台后，另一方 30 秒还未完成

登台，给在台上的一方加 1 分，继续读秒，每隔 30 秒给对方加 1 分；最多在 90

秒内登台，否则本局判负。 

比赛进行过程中，参赛双方都可以重启机器人，重启前必须举手向裁判示意，

裁判同意后才可以拿着机器人回出发区重启出发，重启一次给对方加 3 分。若双

方都在擂台上，其中一方自己掉下擂台时，在擂台上的一方得 1 分；当一方被另

一方推下时则加 3 分；如果双方一前一后掉落下台，则后下台一方加 2 分，本局

比赛结束。双方同时掉下擂台，则双方都回到出发区重启继续进行比赛(由主裁

判判定)。 

4.比赛开始后参赛队员未经裁判员同意进入场地围栏内的比赛区的，每次给

对方加 1 分。 

5.在比赛过程中，裁判有权要求消极比赛的机器人重新启动并给对方加 1 分。

消极比赛：在比赛过程中采取静止不动或及其慢速的移动等。 

6.参赛队长可以向裁判员宣布本队弃权，判对方获胜。 

7.比赛开始后，每一方只允许一名操作员进入操作区，另一名队员只能在裁

判的允许的情况下进入场地扶机器。 

8.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使用粘接剂或者吸盘吸附、粘贴场地或者对

方机器人，裁判员认为机器人故意导致或试图故意导致比赛场地、设施或道具的

损坏，无视裁判员的指令或警告的，围攻谩骂裁判员的，取消比赛资格并通报批

评。 

9.裁判员可以禁止可能危害参赛队员或者观众安全的机器人参加比赛。裁判

员根据规则维持比赛的顺利进行，对危害比赛进行、违规伤害对方机器人或者攻

击人类的参赛队可以提出口头警告、取消本局或本场参赛资格并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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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胜负判断规则 

1.比赛采取三局两胜制，每局 3 分钟，每局以得分高者为胜。 

2.出现有参赛队弃权、被裁判员取消本场比赛资格的，参赛的另一方获胜。 

3.在比赛过程中,一方的机器人出现起火或者其它裁判员认为可能有危险的

行为的，裁判员可以宣布中止本局比赛，并判本局比赛对方获胜。 

4.在淘汰赛中规定时间内出现平局，自动延长时间进入加时，直到一方掉下

擂台为止，结束比赛。 

5.每次读秒或得分时，主裁判均要大声报出，记录员做好记录。 

6.组委会根据参赛队伍决定比赛形式，根据比赛形式规定进行排名，根据排

名认定获奖情况。 

四、其它 

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搏击机器人竞赛得分表 

比赛日期    年  月  日 当场裁判(签字)  

竞赛得分 
1.xx战

狼无敌队 

2.xx机

器达人队 

3.xx科

技先锋队 

4.xx单

位 xx队 

5.xx单

位 xx队 

6.xx单

位 xx队 
备注 

1.xx战

狼无敌队 
       

2.xx机

器达人队 
       

3.xx科

技先锋队 
       

4.xx单

位 xx队 
       

5.xx单

位 xx队 
       

6.xx单

位 xx队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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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艺术舞蹈机器人比赛规则 

一、机器人比赛场地 

1、比赛场地大小为 5m X 5m 范围之内，小于此范围均有效，地面固定薄地

毯(或棉布)，周围有 5cm 高围墙，舞蹈机器人必须在该范围内运动。 

2、场景：参赛者可携带表演所需要的场地布景。 

3、灯光：没有直射的光线照在场地上。各队在设计机器人时要能适应灯光

的各种变化，如在比赛的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自然照明的变化等。如需要，

各队应调试自己的机器人适应比赛场地的照明条件。 

4、音乐：各队需自备机器人表演所需音乐，要求提供音乐备份供检测是否

可用，音乐 U 盘上需标明参赛队队名。 

二、机器人规格要求 

1、构造：机器人构造不限，常见的有“人形舞蹈机器人”、“半人形半坦克

机器人”等，参赛者可以根据情况自由设计。 

2、重量、体积：单个机器人总重量不得超过 3 公斤，体积小于

50cmX50cmX50cm(包括手臂展开)。 

3、外形服饰：根据舞蹈展现的主题，配备合理的服装装饰。 

4、控制：机器人舞蹈动作必须是由比赛之前事先编排好的程序进行控制，

比赛过程中不得有人为干扰。 

三、比赛过程要求 

1、机器人由一位队员手动或遥控启动。各队的机器人在音乐响起数秒后即

可起舞。 

2、在机器人启动后的表演过程中，不应有任何接触(其中包括遥控)，机器人

在比赛过程中亦不得有任何连线与比赛队员接触，否则将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3、机器人表演过程中不得应用任何无线传输装置，唯一的例外是用来启动

机器人，启动后该装置必须立即关闭。违反者给予扣分。 

4、参赛者不得蓄意影响机器人或损害比赛场地，否则将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5、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重新启动机器人，但

将对该队成绩给予一定扣分，每场比赛最多重新启动三次。 

6、舞蹈表演总时间(从机器人上场开始表演算起)不得超过规定时间 5 分钟，

每支舞蹈必须在 5 分钟内完成，超过规定时间就必须立即终止表演，并不作为比

赛最后成绩。 

7、参赛者在比赛过程中不得干扰评委，违者将对该队给予扣分，严重者将

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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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分标准 

比赛将聘请若干位评审专家，主要从设计、技术、功能和创意等几个方面进

行综合评审，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机器人舞蹈表演评分: 

1、总体设计、创意和创新。 

2、机器人技术实现与结构构造。 

3、舞步编排，动作复杂、协调程度，技术难度等。 

4、舞蹈和音乐的协调，机器人外型与服饰。 

5、比赛场地的利用，单机舞蹈和群体舞蹈。 
 

五、其它 

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艺术舞蹈机器人竞赛评分表 

序号 指标项 评审参考标准(每项 1-10 分) 评分 

1 设备符合度 
参赛机器人的尺寸、技术参数等是否完全

符合要求，或部分符合要求 
 

2 机器复杂度 
参赛机器人结构是否比较复杂，是单机舞

蹈还是多机集体舞蹈 
 

3 场景利用度 
比赛是否充分利用了场地、布景、空间等

来展机器人水平，或很多空间没有利用 
 

4 主题鲜明度 
舞蹈展现的主题鲜明，正能量，评委和观

众一看就清楚明了，或者比较鲜明 
 

5 编排创意度 
舞蹈动作的编排非常具有创意，包含若干

创新动作，或比较有创意 
 

6 完整连贯度 
在规定时间内能很好的完成整个舞蹈，不

同动作之间的连贯度好，或一般，或较差 
 

7 技术性难度 
机器人展示的动作具有很好难度，如单脚

独立，卧倒再起等，或难度一般 
 

8 艺术美感度 
整个表演过程艺术性很强，欣赏性高，令

人赏心悦目，或一般，或较差 
 

9 道具搭配度 
机器人具有很好的道具、服饰搭配，如面

具、指挥棒、绸服等，或一般，或较差 
 

10 音乐配合度 
舞蹈音乐配合默契，动作与音乐合拍，舞

蹈开始与结束时音乐同时开始和停止 
 

 （评分合计）   

 当场评委(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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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物品分类机器人比赛规则 

一、竞赛场地 

本次物品分类竞赛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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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场地为加厚喷绘布材质，长 240cm、宽 120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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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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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裁判公布为

准，一旦公布，两轮比赛不会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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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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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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器人规格 

1、机器人类型可以采用全自动、半自动的机器人；可以是已有完整可直接

参赛的机器人，也可以是自行设计组装的创意拼搭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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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机器人允许包含控制器 1个(品牌不限)，电机(含伺服电机)不超过 4个，

传感器总数不超过 2个，控制器供电电压≤12V均可。 

3、机器人可以使用光电或灰度或颜色传感器、检测场地中的黑色轨迹线移

动；机器人在执行垃圾分类过程中，可以采用事先编排好的程序进行自动循迹、

也可以采用手动控制进行循迹。 

4、机器人启动执行任务后，在过程中可以完全自动完成，也可以采用遥控

器控制完成，但不能直接用手操作触碰机器人；如出现机器人死机等情况，则本

局判负。 

三、任务要求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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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钟内完成,由裁判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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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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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脱线，视为后续任务失败、本局比赛结束，但不影响之前已经获得

的任务得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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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赛计分规则 

1、比赛分为预算和决赛，根据参赛队伍多少进行分组和预赛，选取不超过

10 个队伍进行决赛。预赛和决赛均进行 2 轮比赛，两轮得分之和为总得分，总

得分高者为胜；若多个队伍成绩相同，则以机器人重量轻者排前面。 

2、比赛将视现场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机器人的现场搭建，训练时做好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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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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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场。 

3、每场(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全部任务都完成的标志为所有分类都正确

完成，部分完成可以获取部分得分。 

4、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或未完成某项任务，参赛队员可以用手将

机器人拿回基地重启，重启次数不限制，机器人返回基地后，参赛队员可以对机

器人的结构进行更改或维修，在这个过程中计时不会暂停，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五、其他 

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物品分类机器人比赛得分表 

比赛日期    年  月  日  当场裁判(签字)  

序号/队伍

名称 

第一轮成绩 

(得分) 

第二轮成绩 

(得分) 

最终总成绩 

(两轮之和) 
排名 

1.xx战狼

无敌队 
    

2.xx机器

达人队 
    

3.xx科技

先锋队 
    

4.xx单位

xx队 
    

5.xx单位

xx队 
    

6.xx单位

xx队 
    

7.xx单位

xx队 
    

8.xx单位

xx队 
    

9.xx单位

xx队 
    

10.xx单

位 xx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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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书法美术机器人比赛规则 

一、机器人比赛场地 

1、比赛场地大小为 2m X 2m 范围之内，小于此范围均有效，书法美术机器

人必须在该范围内运动和写字。 

2、场景：参赛者根据自己需要可携带表演所需要的场地布景，写字台等道

具。 

二、机器人规格要求 

1、构造：机器人构造不限，可以是“写毛笔字机械臂”、“写对联机械臂”、

“作画的 3D打印机”等，本项目中，可以用能写字作画的 3D打印机等同代替机

器人参赛。 

2、重量、体积：单个机器人总重量不限，尺寸不限，但写字作画的范围不

得超过比赛场地范围。 

3、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设备、需要的道具、耗材等，选手自行准备。 

三、比赛内容和要求 

1、机器人（或机械臂、3D打印机）事先安装到比赛位置，确认好写字画画

的范围，调试好设备，裁判检查合格后参赛。 

2、比赛任务内容分两种： 

(1)第一种是必选内容，要求机器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要求写出规定内容的

文字，尺寸满足规定要求，比如：在规定 30 分钟之内写作或 3D打印完成“智新

杯全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共 14个字，每个字的长宽尺寸不得小于 5cm。 

比赛开始前，所有选手集中，组委会统一发布题目，指定“必选内容和要求”，

全部选手有 30 分钟准备时间。然后进行正式比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者得

分，依据用时多少进行排序，用时少者排序在前，用时多者排序在后。  

(2)第二种是自选内容，选手可以不受“书写内容和尺寸大小的限制”，事

先选择好能够展示自己机器人书法水平的程序和原材料，到比赛现场时，进行现

场书写或打印作品，总时间不得超过 30分钟，评委根据最终作品进行评分。 

四、评分标准 

书法美术机器人比赛将聘请评审专家，主要从必选内容完成度、自选内容完

成度，以及作品的设计、技术、功能和创意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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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法美术作品的完成度、创意和创新。 

2、机器人技术实现与结构复杂度和创意。 

3、书法美术内容的创意、艺术性、美观度等。 

五、其它 

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书法美术机器人竞赛评分表 

序号 指标项 评审参考标准(每项 1-10 分) 评分 

 必选任务 
根据比赛现场给定的“规定文字和尺寸要

求”进行写作 
(必选评分) 

1 限时完成度 

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内容，满足最

低尺寸要求，即可得满分 10 分；没有完成

的，视完成程度可给予 1-5 分，最多 5 分 

 

2 比划丰富度 
在完成作品和满足最低尺寸时，作品尺寸

越大，比划越丰富得分越高，评 1-10 分 
 

3 竞速快慢度 

根据用时情况进行排名，时间短的前十名

分别得 10-1 分，第 1 名得 10 分，第 2 名锝

9 分，以此类推，第十名及之后均得 1 分 

 

4 手法创新度 
书写手法具有显著创新性，为一般机器人

不具备的手法，或手法普通，评 1-10 分 
 

5 书写规范度 
机器人书写或作画符合书法规范，字体比

划清晰可辨，书面整洁，评 1-10 分 
 

 自选任务 
选手赛前调试选择好书写内容文字或图

画，比赛现场进行书写 
(自选评分) 

6 选题代表度 
自选书写内容主题鲜明，如名人诗句的代

表作品，或代表性一般，评 1-10 分 
 

7 机器智能度 
能很好地展示所用机器人的智能性，如自

动移纸等，根据智能化程度评 1-10 分 
 

8 内容丰富度 
自选内容字数多，丰富饱满，意义深刻，

或一般，评 1-10 分 
 

9 艺术美观度 
对作品的整体艺术性、可观赏性、美观度、

整洁度进行评价，评 1-10 分 
 

10 作品装饰度 
作品装饰包括：题名、落款、签名、印章、

日期、花边等，视装饰程度评 1-10 分 
 

 （评分合计）   

 当场评委(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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⑱工业机器人操作比赛规则 

一、机器人比赛场地 

1、本次工业机器人操作赛采取线上进行，对比赛场地不作限制，选手要求

在本单位的工作现场或实验室进行线上展示操作即可。 

2、场景：参赛者根据自己需要进行现场布置，可使用工业机器人需要操作

控制的相关软硬件系统、操作控制器、编程设备等。 

3、根据工业场地、操作内容、用时多少等综合情况，如确实不方便在比赛

当天进行操作的选手，经联系组委会同意，可以提前进行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对

操作过程进行全程录像，比赛当天提交录像视频。 

二、机器人规格要求 

1、工业机器人要求：机器人构造不限，可以是各种类型的多轴机械臂、工

业物流机器人、抓取移动物品机械臂等。 

2、重量、体积：对工业机器人的总重量不限，尺寸不限，操作范围不得超

过工程作业范围，具体根据机器人类型需求而定，组委会对这点不作要求。 

3、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设备、需要的道具、耗材等，选手自行准备。 

三、比赛内容和要求 

1、机器人（或机械臂）事先安装到比赛位置，确认好作业范围，调试好设

备，比赛过程中只能用同一台(套)设备。 

2、比赛任务由选手自行选择，要求选择两个不同类型的任务进行操作。每

个任务限定在 3分钟内操作完成。每个任务提供 5分钟左右操作录像视频（包含：

正式操作之前，选手对本次任务的介绍 1分钟；正式操作过程 3分钟；完成后选

手的自我总结 1分钟），每个视频大小不超过 1G。 

3、对本组比赛的选手，除了需要提供两个任务的操作视频(两个 5分钟的视

频录像)外，选手需要到现场参加“评委提问答辩”，选手根据参赛项目自行准

备答辩问题，评委现场针对比赛项目相关内容进行提问，力求客观合理评分。 

四、评分标准 

工业机器人操作比赛将聘请评审专家，主要从项目完成度、机器人技术难度、

操作精准度、时间空间的利用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具体参见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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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它 

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工业机器人操作编程竞赛评分表 

序号 指标项 评审参考标准(每项 1-10 分) 评分 

 任务一 针对任务一目标要求的完成情况 (任务一评分) 

1 任务完成度 
能够在 3 分钟内完成整个任务给 10 分，不

能完成给 1-5 分，最多 5 分 
 

2 任务复杂度 
选手设定目标任务的复杂程度，任务复杂

度越高得分越高，评 1-10 分 
 

3 智能化程度 
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体现机器人的智能化程

度，智能化越高得分越高，评 1-10 分 
 

 任务二 针对任务二目标要求的完成情况 (任务二评分) 

4 任务完成度 
能够在 3 分钟内完成整个任务给 10 分，不

能完成给 1-5 分，最多 5 分 
 

5 任务复杂度 
选手设定目标任务的复杂程度，任务复杂

度越高得分越高，评 1-10 分 
 

6 智能化程度 
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体现机器人的智能化程

度，智能化越高得分越高，评 1-10 分 
 

 现场提问 针对选手现场答辩提问情况评分 (提问评分) 

7 自我表述度 

选手现场对本次工业机器人操作编程任务

完成情况的自我阐述，表示十分清晰，或

一般，或不清晰，分别评 1-10 分 

 

8 技术专业度 
评委针对参赛作品进行专业性技术提问

1-3 个，根据回答正确性评 1-10 分 
 

9 编程操控度 
评委针对编程与操作过程进行提问 1-3 个，

根据回答正确性评 1-10 分 
 

10 项目创新度 

本项目展示的任务和操作内容是否具有创

新性，是否是常规工业机器人都能完成的

任务，根据创新程度，评 1-10 分 

 

 （评分合计）   

 当场评委(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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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创意软件编程的比赛规则 

一、创意编程比赛场地 

1、本项目比赛场地为现场，作即可。 

2、场景：参赛者根据自己需要进行现场布置，可使用工业机器人需要操作

控制的相关软硬件系统、操作控制器、编程设备等。 

3、根据工业场地、操作内容、用时多少等综合情况，如确实不方便在比赛

当天进行操作的选手，可以提前进行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对操作过程进行全程录

像，比赛当天提交录像视频。 

二、编程软件规格要求 

1、本次编程软件可以有两种类型：一是 scratch编程软件，二是 human like 

robot编程软件。 

2、组委会根据报名情况进行适当分组，scratch组和 human like robot 组

均要求完成相同功能的编程。 

3、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设备、电脑设备、需要的道具等，选手自行准备。 

三、比赛内容和要求 

1、机器人（或机械臂）事先安装到比赛位置，确认好作业范围，调试好设

备，比赛过程中只能用同一台(套)设备。 

2、比赛前，所有参赛选手集中，类似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将发布 A组、B

组两组不同类型但难度相当的编程题目，选手根据自己擅长的编程工具（scratch

或 human like robot 编程软件）进行选题，发布题目后给与 2 个小时编程准备

时间，2小时后，进行正式比赛的展示，每个项目展示时间分为 5分钟（其中包

括：程序设计原理 1分钟，软件编程或机器人功能实现展示 3分钟，最后自我总

结 1分钟）。 

3、对本组比赛的选手，除了比赛展示 5 分钟外，选手需要参加“评委提问

答辩”，评委现场针对比赛项目相关内容进行提问，并给予合理评分。 

四、评分标准 

创意软件编程比赛将聘请评审专家，主要从题目给定功能的实现度、软件编

程算法与逻辑设计、最终展示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具体评分标准参见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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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它 

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创意软件编程竞赛评分表 

序号 指标项 评审参考标准(每项 1-10 分) 评分 

1 自我表述度 

选手现场对本次工业机器人操作编程任务

完成情况的自我阐述，表述十分清晰，或

一般，或不清晰，分别评 1-10 分 

 

2 选题理解度 
能够很好地理解选题任务和所需要实现的

功能内容、性能要求，视程度评 1-10 分 
 

3 设计逻辑性 
系统设计的逻辑性强，动作连贯性好，或

一般，或较差，评 1-10 分 
 

4 功能实现度 
能够在 3 分钟内完成全部功能展示，根据

功能实现程度，评 1-10 分 
 

5 编程创意度 
展示的编程是否具有很好的创意，根据创

意程度，评 1-10 分 
 

6 代码规范性 
展示代码格式或可视化元素，视布局规范

性，优化性、清晰可读性，评 1-10 分 
 

7 工具使用度 
是否采用了软件工具的一些特定功能来实

现，以便提高效率和性能，评 1-10 分 
 

8 展示完成度 
最终实现的软件功能展示，或机器人展示，

是否完整美观，是否有失误，评 1-10 分 
 

9 技术体现度 
根据最终编程实现功能和所展示效果，对

所体现的技术进行评价，评 1-10 分 
 

10 问答准确度 
评委针对选手创意编程进行提问 1-3 个，根

据回答正确性评 1-10 分 
 

 （评分合计）   

 当场评委(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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⑳(自选)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规则 

一、机器人比赛场地 

1、本次比赛设立(自选)机器人综合技能赛，如果选手在本单位的工作现场

或实验室进行线上展示，则对比赛场地不作要求。参考场地为： 

室内空间参赛的：在 5m*5m*5m（长*宽*高）的空间内。 

室外地面参赛的：在 15m*15m（长*宽）的场地内，（即：约半个篮球场）。 

室外空中参赛的：在 50m*50m*50m（长*宽*高）空间内，（即：约半个足球

场）。 

室外水域参赛的：在 25m*10m*1.8m（长*款*深）空间内，（即：约半个游

泳池） 

2、如果机器人设备需要搬到比赛现场来，则要求整套设备长宽高分别低于

3m*3m*3米（长*宽*高）。 

3、参赛者根据自己需要进行现场布置，可使用机器人需要操作控制的相关

软硬件系统、操作控制器、编程设备等。 

3、根据场地、操作内容、用时多少等综合情况，如确实不方便在比赛当天

进行现场或线上进行比赛的选手，经联系组委会同意，参赛选手可使用自己的场

地展示机器人，并提供视频资料，视频大小不超过 8分钟，大小不超过 1G。 

二、机器人规格要求 

1、机器人要求：机器人类型和构造不限，可以是各种类型的机械臂、人形

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 

2、重量、体积：对在选手单位自行完成比赛的机器人，对设备总重量不限，

尺寸不限，操作范围不得超过安全作业范围，具体根据机器人类型需求而定，组

委会对这点不作要求。 

3、对于需要搬到现场参加展示的机器人，重量要求不得超过 100kg，外形

尺寸不得超过 3m*3m*3 米（长*宽*高），工作时噪音小于 60分贝，不破坏场地，

不释放有毒高温物质。 

三、比赛内容和要求 

1、机器人（或机械臂）事先安装到比赛位置，确认好作业范围，调试好设

备，比赛过程中只能用同一台(套)设备和系统。 

2、比赛任务由选手自行选择，可以是“一组能够反应机器人综合技能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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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控制、功能编程、物体传输等”某一个领域的机器人技术先进性；也可以是“多

组能够反应机器人在几个领域的技能技巧的综合性应用”。 

3、选手选定设备和展示主题后，需合理设计展示内容、展示方式、展示顺

序。整个展示过程(现场或者提前录好视频)限定在 8分钟内完成。其中包含：机

器人正式展示之前，选手对本参赛项目设计的介绍 2分钟；正式展示过程限定不

超过 5分钟；展示完成后选手的自我总结 1 分钟。 

3、对本组比赛的选手，除了需要提供 8 分钟展示视频外，选手需要到现场

参加“评委提问答辩”，选手根据参赛项目自行准备答辩问题，评委现场针对比

赛项目相关内容进行提问，根据回答情况评分。 

四、评分标准 

(自选)机器人综合技能赛将聘请评审专家，主要从参赛项目内容的完成度、

机器人技术难度、操作精准度、时间空间的利用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具体评分

标准参见评分表。  

五、其它 

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自选)机器人综合技能赛评分表 

序号 指标项 评审参考标准(每项 1-10 分) 评分 

1 自我表述度 

选手现场对本次自选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的自我阐述，表述十分清晰，或一般，或

不清晰，分别评 1-10 分 

 

2 选题符合度 

选题符合“智能创新.人机共融”的主题，  

很好地展现了 40年来中国人工智能的研究

进展和应用成果，视程度评 1-10 分 

 

3 任务完成度 
能够在 5分钟内完成整个既定任务的目标，

根据完成展示程度评 1-10 分 
 

4 任务复杂度 
选手设定目标任务的复杂程度，任务复杂

度越高得分越高，评 1-10 分 
 

5 技术集成度 
体现了多个技术组合、或跨学科技术的综

合应用、或跨领域应用的集成，评 1-10 分 
 

6 智能化程度 
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体现机器人综合的智能

化程度，智能化越高得分越高，评 1-10 分 
 

7 突破创新度 

参赛项目所展示的基础理论、或关键技术、

或典型应用，是否在某方面具有显著突破

性、颠覆性、创新性，视程度评 1-10 分 

 

8 产业影响力 
该参赛项目对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市场

发展等产生影响的能力，评 1-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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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比赛竞技性 
参赛项目设计具有趣味性、观赏性、竞赛

性、安全性，视体现程度评 1-10 分 
 

10 问答正确度 
评委针对选手现场进行提问 1-3 个，根据回

答正确性评 1-10 分 
 

 （评分合计）   

 当场评委(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致谢】 

1. 根据本次大赛的定位和分类，在结合本次大赛的宗旨和类别制定评审规则，

在此对参考以往体育类竞赛和同类型机器人比赛的评分规则的相关制定专家

表示感谢。 

2. 对参与本次大赛评审规则的制定专家、指导顾问、场地和设备制定人员、文

稿撰写人员，对大赛所有付出辛勤劳动的专家教授、工作人员，在此一并表

示致谢。 

   

 

 

智新杯全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组委会 

2022 年 0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