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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竞赛内容 

1.1 赛项简介 

本赛项隶属于人工智能创客工具运用类，所使用的创客工具主要是安全多功

能调速机床。比赛旨在鼓励学生动手实践，使用机床对各类金属、木制、塑料等

材料进行设计和加工，通过构思、设计、创作、搭建等环节，结合电子模块，将

新颖、独特、智慧的想法变为现实，这也是培训和考察学生关于人工智能基本能

力的方式。 

本次比赛要求参赛选手按照命题要求，借助人工智能创客工具（安全多功能

调速机床）对材料进行创意设计和加工制作，团队合作完成一个既符合比赛要求

又有创意的作品。重点考察学生构思设计能力、动手操作能力、机电结合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协作、思维创新的能力。 

1.2 比赛主题 

1.2.1 梦之船（小学组） 

世界上最早的“船”是树干，人骑在一段树干上，就能顺着河水漂流。后来

有人把几根树干扎在一起做成筏子。筏子不容易翻，但走得很慢。有人把树干挖

空做成独木舟。独木舟又快又安全，还可以放东西。看到水鸟在水中游，有人想

到利用扁平的木棍划水使船走得更快，于是船有了桨。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谁

想到，可以在船上装帆。帆船借助风力跑得更快。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几支特制的桨安在一个大轮子上，做成最初的轮桨。

再把轮桨装在船上由人力转动。这样，即使没有风，船借助轮桨也能快速行驶了。 

  而蒸汽机发明以后，人们就用它带动轮桨，于是船喷着烟在水中行驶，速度

更快了。 

  如今，船越造越大，越造越先进。豪华的客轮上，有起居室、餐厅和娱乐场

所。庞大的货轮，可以运输成千上万吨的货物。还有军舰、油轮、科考船、工程

船…… 

正是因为人类的聪明才智、不断探索，才使得船从一根树干演变成为今天豪

华的客轮、庞大的货轮，威武的军舰，神奇的科考船。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今

天同学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上勤奋努力，畅想未来，造一艘属于自己梦想的

满载热情、希望的“梦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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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国桥（初中组） 

从窄窄的独木桥、汀步桥、浮桥和梁桥，到现如今的丹昆特大桥、港珠澳大

桥、矮寨特大悬索桥等，人们无法想像一跨千米、跨越峡谷甚至海湾的特大桥梁

会集中出现在中国。天堑变为通途，“中国桥梁”正在世界桥梁史上书写属于自

己的篇章，仅贵州一省就有全球最高的桥梁排名前 20 名中的 14 座，甚至在世

界桥梁界有着这样一句话：世界桥梁建设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看欧美，90 年代

看日本，21 世纪看中国。甚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中，都流淌着敢钻研、

敢创新的“桥梁精神”。 

近日，与中国友好的两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求助：A 国工商业发达，可以为 B

国提供各种日常生活用品；B 国的农业发达，可为 A 国提供充足的粮食；A、B

两国之间有一条大峡谷，谷深河宽，平时两国的物资运输需要绕道很远才能运送

到对方。他们非常期望能在峡谷上建一座大桥，使近在咫尺的两个国家能把食品

和生活用品方便运送到对面。 

相信本次参赛的“桥梁建设者”们，能够齐心协力，攻克难关，利用技术智

慧和创客工具，设计、建造出一座集结智慧与力量的“中国桥”，帮助两国的人

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中国桥梁建设创意、创新添砖加瓦。 

1.3 比赛要求 

1.3.1 比赛组别 

本次比赛分为小学初级组（1-3 年级）、小学高级组（4-6 年级）、初中组三

个组别。比赛方式为现场赛。每个组别对应比赛主题如下： 

小学初级组：梦之船（无载重） 

小学高级组：梦之船（有载重） 

初中组：中国桥 

1.3.2 参赛队 

每只参赛队伍由三名队员和一名辅导老师组成，三名队员必须是同一组别的

在校学生，不得不同组别之间混合编队。比赛过程中需学生本人独立完成，辅导

教师、家长或其他人不得代替或者帮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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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比赛器材 

竞赛过程中，所用到的材料和工具由参赛队自备，但必须符合安全要求和竞

赛规定。 

1.4.1 主体材料 

主体材料部分：为保证比赛公平公正，梦之船、中国桥主体结构必须统一采

用如下规格材料： 

组别 名称 材质或型号 规格（单位：mm） 

小学组 

初中组 

木条 桐木 

宽*厚度*长度=8*2*1000 

宽*厚度*长度=4*2*1000 

宽*厚度*长度=2*2*1000 

宽*厚度*长度=55*1*1000 

宽*厚度*长度=55*2*1000 

木圆柱 桐木 

3（直径）*1000（长） 

5（直径）*1000（长） 

10（直径）*1000（长） 

初中组  棉线（初中组） 棉纤 1mm（直径） 

电子材料部分：可按创意需求自行准备电子零件、智能模块等材料，。电子

材料必须是安全无害的。有毒、易燃易爆、有异味、具有腐蚀性、超过正常安全

电压、体积过大等材料不得带入场内使用。 

1.4.2 粘接材料 

主体结构的粘接材料必须为 502 胶水、乳胶，电子零件可用锡焊连接电路。 

1.4.3 主要加工工具说明 

由于比赛时间与操作台面积大小有限，同时为了比赛的公平性，比赛必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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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安全多功能调速机床（在不用拆卸的情况下可同时使用线锯床、车床、钻

床、磨床四种功能，并且具有转速调节功能，具备吸尘功能，防止现场粉尘污染） 

具体规格如下： 

机床主要零件：如马达箱，主轴箱，中间块，线锯基座，线锯箱，齿轮，机

床侧盖，小滑块（十字滑），长滑块，钻床压杆，钻台面，线锯台，连接块，砂

纸盘，皮带保护盖等都采用全金属材料。 

马达转速≤12000 转/分钟；输入电压/电流/功率≤12VDC/5A/60W，开关

电源的输入电压 110V—240V；线锯床工作台面积≥120mm x 120mm；金属

车床加工材料长度≥150mm；采用定制超静音高速内置风扇电机；夹头≥1-6mm；

钻床工作台面积≥120X120mm；三爪卡盘可夹持工件的最大直径为 50mm；车

床的中心高≥25mm；可以根据加工的需求，调节任意一种功能的电机转速；具

备吸尘功能，防止现场粉尘污染；采用专业定制航空箱，易于携带。 

1.4.4 其他工具 

比赛准予使用的工具：电脑、工作垫板（60cm*90cm）、护目镜、口罩、直

尺、刻度尺、水平尺、三角尺、砂纸、电流表、焊锡枪、维修设备等。如有其它

工具，需要在安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经现场裁判检查允许方可带入使用。 

1.5 场地、道具 

组别 名称 说明 

小学初级组 水池、漂浮物、水泵 由竞赛主办方准备 

小学高级组 水池、漂浮物、水泵、配重物 由竞赛主办方准备 

初中组 承重台、小车、砝码、桥面材料 由竞赛主办方准备 

初中组 电机（电压 3V）,电池（2 节南孚五

号电池），带开关的电池盒（可串联

两节五号电池） 

参赛队伍自备，数

量满足竞赛需求即

可 

比赛现场场地和道具的详细材料种类、尺寸、重量等参数，见 3.3 现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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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比赛流程 

1.6.1 签到 

比赛选手需携带身份证及户口本、学籍证明、知识产权承诺书等进行签到。 

1.6.2 器材检查 

裁判员对参赛选手带入场内的参赛材料、工具以及设备器材等依据比赛规则

进行检查，重点排查具有安全隐患的器材设备和工具，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1.6.3 现场制作 

参赛队成员需在指定的比赛场地独立进行并完成比赛作品的设计和制作。 

1.6.4 作品展评 

参赛队成员需携带参赛作品在指定展位进行公开展示和介绍，并接受评委的

评比（小学组参赛队员还需向评委展示和讲述关于“梦之船”的创意构思）。 

1.6.5 现场测试 

参赛队成员需携带完成的参赛作品，按照顺序在指定场地参加专业测试。 

2 比赛规范 

2.1 作品规范 

参赛队员需严格按照比赛规则制作出符合创客、创新精神的作品。整体作品

所有部件必须在比赛现场利用规定的材料、工具、设备器材来完成，不得在比赛

时间结束前提交作品。任何在比赛前已完成的结构件不得带入比赛场地，避免与

比赛现场制作的结构件混淆。电子元器件、软件编程等，需要现场组装、编写和

调试。若作品需要另外的装饰物品，也应现场制作，不得使用成品进行装饰。 

2.2 内容规范 

参赛作品整体设计必须积极向上，具有科学教育意义，符合创新、创客精神。

比赛过程中需参赛队员（学生本人）独立进行并完成比赛，辅导教师、家长或其

他人不得帮助或者代替其完成。 

参赛作品必须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得抄袭他人作品或已发表的作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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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参赛队员每人需签定诚信承诺书。 

参赛作品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场制作阶段，

参赛队需要现场制作出一个符合比赛要求的作品。小学初级组现场制作时间为 3

小时，小学高级组现场制作时间为 3.5 小时，初中组现场制作时间为 4 小时。第

二阶段是评比阶段，各参赛队提交作品进行展评和测试，时间为 3 小时。 

3 比赛规则 

3.1 安全规则 

3.1.1 严格遵守防疫工作要求：参赛队员需严格配套口罩，统一按照防疫要

求做好安全码识别、登记和测温，做好防疫防护。 

3.1.2 比赛期间不得携带易燃、易爆、尖利、高压、有强烈异味的物品进入

比赛场地；不得污损比赛场地设备、物品。 

3.1.3 比赛作品不得含有恐怖、暴力、淫秽、涉密、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不益

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信息和内容。 

3.1.4 比赛过程中所携带的器材和材料必须严格按照规则要求，不在规则里

的器材需符合安全标准，经由裁判判定合格后，方可进入比赛场地。 

3.1.5 比赛现场电源使用需在志愿者的协作下开启并进行使用，参赛队员禁

止随意接线或充电。 

3.1.6 比赛现场参赛队员需服从管理人员或志愿者的安排，在指定场所对号

入座，不得大声喧哗、打闹或嬉戏，由此发生的安全问题，赛事组有权追究责任，

并取消其参赛资格。 

3.2 作品规则 

3.2.1 梦之船 

各参赛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小学初级组 3 小时，小学高级组 3.5 小时）完

成一个船体模型的制作，具体要求如下： 

3.2.1.1 船体主要结构必须使用规定的桐木材料进行制作和搭建。 

3.2.1.2 整体模型最长边尺寸不得大于 30cm，最短边尺寸不得小于 10cm；

形状、款式不限。 

3.2.1.3 船体需要能在水面上借助道具风扇所提供的风力前行，不得使用除

此之外的其他动力来源驱动船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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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 小学低级组无需载重，高级组需要承载 500g 重物从起点到达终点

线。 

3.2.1.5 船体模型需船体结构跟电子零件或人工智能模块相结合。 

3.2.1.6 鼓励船体美化和涂装。 

3.2.2 中国桥 

各参赛队需要在 4 小时内完成一个桥梁模型的制作，具体要求如下： 

3.2.2.1 桥梁主要结构必须使用规定的桐木材料进行制作和搭建。 

3.2.2.2 整体模型必须按照规定，长度不超过 190cm，宽度不小于 13cm。

高度不设限制。另外，搭载在承载台上，距地面（水平面）不少于 40cm。 

3.2.2.3 鼓励创新或者融合历史、文化、科技或艺术，形状、样式不限，但

需能铺设道具路面和通过载有砝码的道具小车。 

3.2.2.4 为测试桥梁稳定性和通过性能，比赛设有驱动道具小车从桥体一侧

到另一侧的测试环节。驱动道具小车前进的动力必须由规定电机、电池提供，测

试过程中不得利用电机提供的动力之外的其他动力来源。 

3.2.2.5 鼓励桥体美化和涂装。 

3.2.2.6 桥梁模型必须是桥体结构跟电子零件或人工智能模块相结合的创意

作品，具有一定的自动化或者智能化功能。 

3.3 现场规则 

3.3.1 梦之船场地 

梦之船比赛场地是一个水池，用于船只航行。水池尺寸（长*宽*深）为：

300cm*200cm*20cm。另外，赛场起始位置设有微型竞赛专用风机，赛场周围

均有场地标识（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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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中国桥场地 

用于搭建桥梁的承载台规格和要求参数如下（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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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左右承重台跨度为 100cm ，两侧承重台距地面（水平面）高为

60cm。 

3.3.2.2 模型可接触部分为图中阴影部分，即承重台 20cm*30cm 的上表面

和高度为 5cm 的侧面。 

3.3.2.3 用于铺设在模型表面方便通车的路面，采用橡胶材质，尺寸（长*宽

*厚）180cm*13cm*0.2cm。 

3.3.2.4 用于测试桥梁通过性能的小车和砝码，小车为四轮小车，尺寸（长

*宽*高）不超过 15cm*10cm*10cm；砝码标准重量为 100g。 

3.3.3 参赛要求 

3.3.3.1 所有参赛队队员身份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在比赛前需要查验有效身

份证明（身份证或者户口本），方能进入比赛现场比赛。 

3.3.3.2 参赛队员需要按时进入比赛场地进行比赛，因故未到或者迟到半小

时以上者取消比赛资格。 

3.3.3.3 比赛过程中，如有队员违规使用未经许可工具和材料或不当使用工

具，将予以警告，警告后仍未改正者，将取消其比赛成绩；因违规造成危险事故

的，可直接取消其比赛资格。 

3.3.3.4 比赛期间队员要遵守比赛规则，听从裁判和工作人员指令，如违反

比赛要求和规则，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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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 比赛期间若对裁判员或工作人员的裁决有异议，可现场向总裁判长

和副总裁判长申请仲裁，并尊重仲裁结果。 

3.3.3.6 辅导老师需要在场外等待，不得进入比赛场地。同时要切实做好参

赛学生的生活和安全工作。如有问题，请按程序与组委会和裁判组沟通，或者提

出申诉。若违反上述规定，可取消所带参赛队比赛资格和成绩。 

3.4 规则解释 

其余项目规则最终解释由少年硅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设计团队所有。 

4 比赛评比 

4.1 评分细则 

4.1.1 “梦之船”评分 

各参赛队伍的作品模型经裁判员裁定，确认作品制作合格后，按照抽号顺序

依次进行路演展评和测试，总时间为 3 小时。具体办法如下： 

4.1.1.1 展评环节 

裁判判定模型制作合格的参赛队可进入展评环节。每支参赛队进入自己展位，

等待评选和参观。参赛选手应积极向评委和观众介绍自己的作品。每队需制作方

案说明书和关于“梦之船”的故事，均在赛前提前准备，用 A4 纸打印装订成册。

方案说明书包括但不仅限于团队介绍、设计思路、技术亮点、配件图（有尺寸标

注）、装配图或整体三维效果图等内容。“梦之船”的故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

也可以加入新颖、有趣的设计，故事内容不限，可从小船的造型、功能、设计等

方面展开故事，要求故事积极向上、或有寓意、或有创意、或有科学性。 

展评得分由以下内容构成：电子智能创意（20 分），做工精细程度（20 分）、

实用性（10 分）、科学合理性（10 分）、特色（20 分）、美观（20 分）、创新（30

分）、答辩（20 分）、情景故事（20 分），机床工具的的运用规范程度（30 分），

共计 200 分。 

4.1.1.2 抽号按顺序测试 

每支参赛队按抽号顺序进行测试，将船体模型放入水池中（高级组加载重物），

从起点开始出发，借助风机产生的风力，行进到终点，碰触到终点线比赛结束。 

4.1.1.3 测试得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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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得分：记录航行所用时间，时间短的此项成绩排序在前，最高分 200 分，

每一个排序为此降低 1 分，参赛队伍数超过 200 支，可以为负分。例如：用时

最短的参赛队此项分数记 200，第二短的记 199 分。 

触碰点得分：船体触碰到终点线，触碰点与终点线中间点之间的距离定义为

触碰距离，触碰距离在 10cm 以内，加 100 分，此距离每增加 10cm，所加分

数在 100 分的基础上减 10 分。例如：触碰距离为 20cm 到 30cm 之间，此项

分数记 80 分。此外，若船体在触碰终点线之前，就触碰水池边缘，则此项记 0

分。 

4.1.1.4 最终得分 

最终得分=展评得分+测试得分，其中测试得分=用时得分+触碰点得分 

4.1.1.5 测试规则 

测试过程中要遵循以下规则： 

4.1.1.5.1 测试有三次机会，以最高得分为最终的测试得分。 

4.1.1.5.2 船体尺寸不合规定，经裁判警告无法修改到规定尺寸的，此次测试

成绩视为不合格。 

4.1.1.5.3 在比赛开始指令下达后，整个比赛过程中，队员必须在安全线以外，

不得碰触船体和水池，否则，此次测试成绩视为不合格。 

4.1.1.5.4 船体碰触终点后，未经裁判示意，参赛队员不得触碰或拿走船体。

若违反规则会收到裁判员警告，警告无效后，此次测试成绩视为不合格。 

4.1.1.5.5 若船体超过两分钟仍未到达终点，则裁判有权终止此次测试，成

绩视为不合格。 

4.1.1.5.6 若队员先于裁判指令，将船体驶离起点出发，警告一次，两次警

告以上，此次测试成绩视为不合格。 

4.1.1.5.7 比赛过程中若船体出现沉船、翻船、主体结构解体或承载物掉落

等情况，此次测试成绩视为不合格。 

4.1.2 “中国桥”评分 

各参赛队模型经裁判员裁定制作合格后，按照抽号顺序依次进行路演展评和

测试，总时间为 3 小时。具体办法如下： 

4.1.2.1 展评环节 

经由裁判判定参赛模型制作合格的参赛队可进入展评环节。每支参赛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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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展位，等待评选和参观。参赛选手应积极向评委和观众介绍自己的作品。每

队需制作一个方案说明书（可在赛前提前准备，用 A4 纸打印装订），包括但不

仅限于团队介绍、设计思路、技术亮点、配件图（有尺寸标注）、装配图或整体

三维效果图等内容。 

展评得分由以下内容构成：电子智能创意（20 分），作品的做工是否精细（20

分）、实用性（20 分）、科学合理性（10 分）、特色（20 分）、美观（30 分）、创

新（30 分）、答辩（20 分）、机床工具的运用规范程度（30 分），共计 200 分。 

4.1.2.2 抽号按顺序测试 

每支参赛队按抽号顺序进行测试，将桥体模型搭载在承台上。搭载过程中模

型只能接触承台的可接触区，且不得利用工具和材料通过任何方式进行固定或粘

接。模型结构体必须是一个完整结构，且整个测试过程中不可接触地面（水平面）。 

4.1.2.3 测试得分规则 

开始测试前，参赛队员需在已顺利搭载于承台的桥梁模型上铺设路面，再将

载有砝码的小车在承台一侧静止放置（初速度为 0），听到裁判指令后，由队员

打开马达开关拉动绳子，从而驱动小车通过桥面，到另一侧承台静止为止。 

用时得分：记录小车通过所用时间，时间短的此项成绩排序在前。最高分 200

分，每置后一个排序降低 1 分，不设下限。若参赛队伍数超过 200 支，可以为

负分。例如：用时最短的参赛队为“时间排序第一”,此项分数记 200 分，“时间

排序第二”的参赛队此项分数记 199 分，以此类推。 

自重得分：通过测试后测量并记录桥体自重。按自重等级赋分，重量轻的此

项成绩排序在前。最高分 200 分，每置后一个排序降低 1 分，不设下限。参赛

队伍数超过 200 支，可以为负分。例如：重量最轻的参赛队为“自重排序第一

“，此项分数记 200 分，“自重排序第二”的参赛队此项分数记 199 分，以此类

推。 

载重附加分：测试过程中，桥梁模型需使得载有砝码的小车顺利通过，砝码

的标准重量是 100g。模型至少需要满足承载一个砝码的小车通行，在此基础上，

每增加一个 100g 砝码，获得载重加分 2 分，以此类推。 

4.1.2.4 最终得分 

最终得分=展评得分+测试得分，其中测试得分=用时得分+自重得分+载重

附加分。 

4.1.2.5 测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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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要遵循以下规则: 

4.1.2.5.1 测试有两次机会，参赛队有权放弃第二次机会，但两次测试时间

间隔不得超过 5 分钟，避免影响比赛进程。最后取两次测试的最高成绩为最终的

测试得分。 

4.1.2.5.2 在比赛指令下达后，整个比赛过程中，队员不得碰触桥体、小车

和承台，只能控制电机开关。否则，此次测试成绩视为不合格。 

4.1.2.5.3 若比赛过程中出现桥体垮塌、主体结构解体或小车侧翻等情况，

则此次测试成绩视为不合格。 

4.1.2.5.4 小车到终点后，未经裁判示意不得拿走小车或桥体，若违反规则

会收到裁判员警告，警告无效后，此次测试成绩视为不合格。 

4.1.2.5.5 整体测试时间为 3 分钟，时间范围内如果小车无法抵达终点，裁

判可判定此次测试成绩为不合格。 

4.1.2.5.6 小车及一个砝码（100g）的重量合计不超过 1000g，具体重量比

赛开始前当场公布。 

4.1.2.5.7 桥体尺寸不合规定，经裁判警告无法修改到规定尺寸的，测试不

合格。 

4.2 奖项设置 

本比赛项目将按照主题和组别分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每个奖项的数

量将根据每个主题参赛队伍的总数按照一定的比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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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比赛过程评分表 

梦之船评分表 

编号  作品是否合格  

测试 

第一次测试时间  
最终测试时间  

第二次测试时间  

测试得分  

队员签名 

 
 

裁判员签名 

 
 

展评 

项目 
得分 

 

最终展评

得分 
 

做工精细（满分 20）  

实用（满分 10）  

科学合理（满分 10）  

特色（满分 20）  

电子或智能运用 

（满分 20） 
 

答辩（满分 20）  

美观（满分 20）  

创新（满分 30）  

情景故事（满分 20）  

机床运用（满分 30）  

总评得分  

裁判员签名 

 
 



2020—2021 学年首届少年硅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第 15 页 共 16 

页 

中国桥评分表 

  

编号  

作品是否合格  测试是否合格  

测试 

桥体重量（克）  得分  

砝码重量（克）  得分  

队员签名 

 
 

裁判员签名 

 
 

展评 

项目 
得分 

 

最终展评

得分 
 

做工精细（满分

20） 
 

实用（满分 20）  

科学合理（满分

10） 
 

特色（满分 20）  

电子或智能创意

（满分 20） 
 

答辩（满分 20）  

美观（满分 30）  

创新（满分 30）  

机床运用 

（满分 30） 
 

总评得分  

裁判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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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比赛结果评分表 

梦之船、中国桥比赛结果评分表 

 

参赛编号 参赛选手姓名 最终比赛成绩 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