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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赛事介绍 
人工智能赛的核心形式是无人机自动避障，竞速闯关。参赛队员需要应用数学、物理、编程等知识给无人

机编程，使其自主飞行完成比赛任务，穿越障碍、完成规定轨迹飞行，并且尽可能快地到达终点。 

人工智能赛通过刺激畅快的无人机穿越竞速，鼓励青少年和科技爱好者学习并运用 STEAM 知识，体验人

工智能，探索未来科技运行的原理，培养工程实践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并最终实现在竞技中收获知识，在

学习中体会乐趣。 

 
图 1-1 比赛场地示意图 

1.1 机器人与参赛人员 

1.1.1 机器人阵容 
 参与比赛的机器人需要符合阵容要求，阵容要求如下所示： 

表 1-1 机器人阵容 

机器人类型 数  量（台） 

无人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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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参赛人员阵容 
每支参赛队伍必须由两名参赛队员和一名指导老师组成。每个参赛人员仅能参加一个队伍。 

 比赛过程中，无人机需要自动完成比赛任务，仅允许一名操作手在比赛开始时手动启动程序。 

 程序启动后，操作手不可再对无人机进行任何操作。 

1.2 比赛流程概述 
参赛队伍在赛前可以结合场地信息对无人机进行编程。每支队伍在赛前的场地适应阶段有一次三分钟场地

适应的机会，可对程序进行调试，也可对场地进行测量。 

上场比赛的无人机需通过赛前检录，确保无人机满足组委会规定的无人机技术规范，以保证比赛公平性。

检录完成后，参赛队员携带无人机前往候场区，等待进入赛场进行比赛。 

每场比赛开始前，参赛队伍需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从候场进入赛场。每支参赛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每次比

赛由一分钟准备阶段和三分钟比赛阶段构成。 

每场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需到指定区域签字确认成绩，并将无人机搬离场外。比赛当日具体流程描述请

参考“5 比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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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规范 
 参赛队员需自备 PC 或移动设备（平板或者手机）用于无人机编程 

 参赛队员可使用 Scratch 语言或 Python 语言对无人机进行编程 

参与比赛的无人机需要符合无人机技术规范要求。 

 

为保证飞行安全，无人机需配备下视视觉系统进行视觉标签识别。 

无人机参数要求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无人机参数要求 

项目 限制 

电机数量（个） 4 

相邻电机轴距（mm） ≤100 

桨叶尺寸（英寸） ≤3 

整机重量（g） ≤100 

供电电压（V）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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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赛场地 

3.1 概述 
无人机竞速闯关赛的比赛场地长为 6 米，宽为 5 米，高为 2.2 米，包含启动区、降落区和多种类型的障碍

物。 

 
图 3-1 比赛场地轴测图 

  

[1] 4号挑战卡 [2] 小圆环 [3] 3号挑战卡 [4] 隧道 [5] 2号挑战卡 [6] 1号挑战卡 

[7] 大圆环 [8] 启动区 [9] 降落区 [10] 拱门 [11] 7号挑战卡 [12] 交叉环 

[13] 6号挑战卡 [14] 直筒 [15] 5号挑战卡 [16] 刀旗   

图 3-2 场地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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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启动区 
启动区是无人机起飞的区域，是一张 ID 为 1 的挑战卡。 

3.3 降落区 
降落区是无人机降落的区域，是一个 600mm*600mm 的正方形，分成九个小正方形。中央的小正方形内

粘贴有一张 ID 为 8 的挑战卡。比赛开始前，裁判会在周围的八个小正方形中随机放入一张边长为 193mm

的红色卡片。 

 
图 3-3 降落区示意图 

3.4 障碍物 
障碍物包括圆环、隧道、竖井、交叉环、拱门和刀旗。 

每个障碍物前方的地面上放置有不同 ID 的挑战卡用于辅助定位。 

3.4.1 圆环 
圆环有两种规格，分别是大圆环和小圆环： 

大圆环直径为900mm，且有900mm大圆环和1500mm大圆环两种，圆心距离地面的高度分别为900mm、

1500mm。 

小圆环直径为 400mm，圆心距离地面的高度为 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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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大圆环示意图 

 
图 3-5 小圆环示意图 

3.4.2 交叉环 
交叉环是由两个直径为 600mm 的圆环竖直叠加组成，圆心距离地面高度分别为 700mm、1550mm。无人

机需依次穿越上方和下方的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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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交叉环示意图图  

3.4.3 拱门 
拱门是一个直径为 1000mm 的半圆。 

 
图 3-7 拱门示意图 

3.4.4 隧道 
隧道是一个水平摆放的管状物体，直径为 600mm，长度为 1000mm，中轴线距离地面高度为 600mm。 



 

© 2020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13 

 
图 3-8 隧道示意图 

3.4.5 竖井 
竖井是一个竖直摆放的管状物体，直径为 600mm，长度为 1000mm，圆形最底面距离地面高度为

500mm。 

 

图 3-9 竖井示意图 

3.4.6 刀旗 
刀旗由固定杆和旗帜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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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刀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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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赛机制 

4.1 比赛任务 
无人机需要从启动区出发，沿指定路线依次穿越多种类型的障碍物，最终降落至降落区。 

比赛指定路线如下图所示： 

 

图 4-1 路线示意图 

4.2 比赛结束 
每支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若出现以下情况，则视为一次比赛结束： 

 无人机完成穿越障碍任务，到达降落区 

 三分钟比赛时间耗尽 

 无人机进入异常状态，经裁判确认后由裁判结束比赛 

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出现以下情况，会被认为是处于异常状态。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1 无人机异常状态 

状态 注解 

坠落 因撞击、程序失控等原因导致无人机接触地面时间超过 10 秒 

停滞 无人机在空中悬停时间超过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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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注解 

罚下 无人机因违规被裁判直接罚下的状态 

4.3 成绩说明 

4.3.1 计时 

比赛开始，裁判会发出指令并开始计时。当比赛结束后，裁判结束计时。 

每支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两次比赛都会单独计时。 

4.3.2 计分规则 

比赛共 8 个任务得分点，总分为 150 分，计分细则如下所示： 

表 4-2 评分细则 

任务 得分 

通过 1500mm 大圆环 10 

通过 900mm 大圆环 10 

通过隧道 20 

完成刀旗绕行 20 

通过小圆环 20 

通过交叉环 30 

通过拱桥 10 

降落至降落区挑战卡 30 

降落至降落区红色卡片 50 

 无人机完整穿过圆环、拱桥、隧道视为成功通过 

 无人机依次通过交叉环的上方圆环、下方圆环视为成功通过 

 无人机按照路线要求完成绕旗飞行即视为完成多旗绕行 

 无人机停桨后，任意一部分与降落区挑战卡或红色卡片发生接触即视为完成降落。 

4.3.3 成绩排名 

每支参赛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用于队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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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名次判定时，优先按照分数高低判定。若分数相同，则用时较短者名次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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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赛流程 

5.1 抽签 
参赛队伍签到后，可到现场指定的抽签区域进行抽签确定出场顺序，抽签完成后由工作人员对抽签结果进

行记录。 

5.2 场地适应 
每支参赛队伍在正式比赛前将有一次三分钟进行场地适应的机会，参赛队伍完成抽签后根据时间安排进行

场地适应。在场地适应阶段，参赛队伍可对程序进行调试，也可对场地进行测量。 

5.3 检录 
为保证所有参赛队伍制作的无人机符合统一的制作规范，参赛队伍需在比赛前到检录区进行赛前检录。检

录标准可参阅“2 技术规范”。 

若无人机未通过检录，参赛队伍需在备场区修改检录不合格的无人机，直至符合检录要求才能上场比赛。 

5.4 候场 
赛前检录完成后，参赛队伍需在比赛前到达候场区。候场区工作人员将核查参赛无人机的状态，检查参赛

队员和指导老师的信息。 

5.5 一分钟准备阶段 
一分钟准备阶段内，参赛队员需要将无人机放置在启动区，操作手检查自带的操作设备，确认无人机操控

及操作设备正常。一分钟准备时间结束，操作手需退回操作区，除操作手外的参赛队员需回到观赛区。 

5.6 正式比赛阶段 
三分钟比赛阶段内，参赛队员根据规则要求，操作无人机启动后由无人机自动完成比赛任务。 

5.7 成绩确认 
比赛为计分竞速赛，两次比赛机会不设间隙，取两次比赛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为最终成绩。每场比赛结束五

分钟内，队长需到裁判席签字确认成绩。 

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对于成绩有疑问，需要在比赛结束后的五分钟内提出。若队长在比赛结束的五分钟内

未到裁判席签字确认成绩，也未提出任何疑问，则视为默认当场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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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判罚规则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严肃比赛纪律，参赛队伍及无人机需严格遵循比赛规则。如有违规，裁判将会对违

规行为给予相应的判罚。 

6.1 判罚体系 
裁判对于参赛队员及无人机的判罚说明如下所示： 

表 6-1 判罚体系 

判罚 说明 

口头警告 裁判对参赛队员或无人机产生的违规行为作出提示和警告 

罚下 
 罚下无人机：比赛流程中，无人机出现违规情况，裁判直接罚下对应无人机 

 罚下参赛队员：比赛流程中，参赛队员出现违规情况，裁判将直接罚下该队员，

违规的参赛队员被裁判罚下后需离开赛场区域 

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队员或无人机出现严重违规行为，裁判将取消该队伍的比赛资格。 

6.2 规则 
以下规则仅针对常见情况，若发生其他影响比赛公平性的情况，由裁判判定。 

6.2.1 人员规则 

R1 组建参赛队伍时需遵循以下规范： 

R1.1 参赛队伍需满足“1.1.2参赛人员阵容”中规定的要求。 

R1.2 同一所学校最多有两支队伍拥有参赛资格。 

R1.3 任意一名参赛队员在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伍。 

违规判罚： 

若存在参赛队伍不符合 R1.1-R1.3 任意一项，将被驳回报名申请。如果在比赛中发现有违规情况，最

高给予违规队伍取消比赛资格的判罚。 

R2 比赛开始后，参赛队员不得接触无人机。 

违规判罚：罚下违规无人机。 

R3 操作手在启动程序后不可再进行任何操作，不允许任何人通过有线或无线电等方式对无人机进行遥控。 

违规判罚：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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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无人机规则 

R4 上场比赛的无人机需通过赛前检录。 

违规判罚：未通过赛前检录的无人机被罚下。 

R5 比赛过程中，无人机不得飞出场地外。 

违规判罚：罚下违规无人机。 

R6 比赛过程中，无人机不得对比赛场地上的道具造成破坏。 

违规判罚：罚下违规无人机。 

R7 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无人机和设备需由参赛队伍自行准备，参赛队伍不可使用其他队伍的无人机进行

比赛。 

违规判罚：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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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无人机挑战卡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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