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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人工智能设计大赛

参赛邀请函

 大赛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嵌入式系统与机器人分会

协办单位：北京博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大赛目的

深化高等学校嵌入式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社会急

需的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应用人才，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大赛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一个创新、交流和展示的平台，本着公平、公正、开源、开放

的大赛精神，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与大赛作品，吸引国内外优秀的企业积极参与，利用企业

平台，实现人才就业与大赛作品的产品化转换。

大赛目标是成为高校与企业间的人才、技术双向交流对接的高端平台，为了进一步推

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提供了有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大赛规模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人工智能设计大赛是一个为学生提供交流学习、项目实践，

为企业提供人才选拔的专业竞赛平台，自 2005年第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七届，共计参

赛队伍 8000余支，参赛学生近 30000名。“博创杯”大赛极大的促进了我国高校嵌入式人

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技术教育的发展，也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筛选了大批优秀的创新

型技术人才，是一项深受高校师生欢迎的公益性赛事，也是目前该领域规模及影响力较大

的赛事。

 大赛效益

对学校：大赛作为一项面向高等学校在校生的学科竞赛活动，充分调动了产、学、研

的各个环节，对国内高校的教学体系、课程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加强产学合作、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是高校培养信息技术人才的有效途径。

对教师：嵌入式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作为新兴产业，技术和信息不断更新，教

师队伍的专业能力、知识更新、创新意识都需要加强。而大赛采用公开展示、公开评审以

及共享作品源代码的方式，为参赛的指导老师提供了更广泛的交流学习机会，教师在指导

学生参赛的过程也是教师素质提高的重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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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通过大赛强化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设计能力与创新能力，推动了学生基于问题

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等研究性学习方法，加强学生创新能力训练，进

一步缩小高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差距。

对社会：大赛组委会通过大赛选拔优秀嵌入式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才，设

立人才资源库，由企业根据需要到人才库进行人才挑选。为高校学生就业，企业选拔人才搭

建一个高端平台。据统计，往届参加大赛后的学生就业形势非常理想，通过大赛的锻炼，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弥补了应届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的缺憾，为企业选择人才提供重要依据。

另外，由于嵌入式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技术涉及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而大赛采

用了开放式的命题方式，给学生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使参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同时又简洁实用，针对性强。很多作品本身就可以作为实际应用产品的设计原型，经过

包装直接就可以面向市场，大赛促进了高校知识转化成企业产品的进程。

 赛事时间及设置

（一）比赛时间

1、即日起--2022.4.30 在线报名，准备作品

2、2022.5月 修改报名信息

3、2022.6月 各分赛区比赛，具体比赛时间以官网公布为准

4、2022.7月 总决赛（具体时间待定）

（二）赛区设置

大赛预设分赛区：华北赛区、华东赛区、华中赛区、华南赛区、西北赛区、西南赛区、

东北赛区、北京赛区、综合赛区（未设置赛区省份归为此类）

（分赛区设置详情将陆续更新，请留意大赛官网的更新状态！）

（三）赛项设置

本次大赛设【标准赛本科组、高职组】、【服务机器人创意赛】，不限定命题，通过

分赛区现场实物评审的形式选拔进入全国总决赛。规则详情请到大赛官网“资料下载”处

下载《标准赛项比赛说明》。

（四）大赛平台

为了使大赛更加规范统一、更有利于参赛作品的创新、评审评比也更加的公平公正，

参赛队须使用大赛指定平台设计作品并参赛。对于任何以其他非大赛指定平台报名的参赛

队，报名信息审核阶段将不会审核通过，若在分赛区或决赛发现使用非大赛指定平台，大

赛组委会也将直接取消其参赛资格，最终解释权归全国大赛组委会所有。

http://www.cie-eec.org/Content/Download/%e7%ac%ac%e5%8d%81%e4%b8%80%e5%b1%8a%e2%80%9c%e5%8d%9a%e5%88%9b%e6%9d%af%e2%80%9d%e2%80%94%e6%a0%87%e5%87%86%e8%b5%9b%e9%a1%b9%e6%af%94%e8%b5%9b%e8%af%b4%e6%98%8e.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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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赛项】要求采用创新创客智能硬件平台、嵌入式人工智能教学科研平台、

UP 派套装、口袋机系列或其核心开发板及配套模块做为参赛基本平台，此平台是北京博创

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为“博创杯”大赛量身定制的设备，由丰富的嵌入式主板、扩展模

块、人工智能模块、传感器、通信模块等单元组成，有配套的在线学习网站（魔法学院:

http://www.magic-college.com ） ， 配 套 的 淘 宝 商 城 （ 魔 法 师 商 城 :

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各模块单元间可通过标准接口自由组合，极大的

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学习兴趣，激发灵感和创新思维。

A、 创新创客智能硬件平台

B、 嵌入式人工智能教学科研平台

C、 UP 派套装

D、 口袋机系列

2、【服务机器人创意赛】要求采用捡乒乓球机器人智能平台、家居精灵、超轻量仿

人机械臂作为比赛设备。三种平台各自对应不同的比赛规则、评分标准，详情请到大赛官

网“资料下载”处下载查阅。

A、捡乒乓球机器人智能平台

B、家居精灵

C、超轻量仿人机械臂

（五）参赛平台购买方式

1、整体平台：www.up-tech.com 18500370082 sales@up-tech.com

2、开发板及模块：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

（六）参赛条件

1、参赛单位：以单支参赛队伍为基本单位在线报名；以院校为基本单位统一邮寄资

料和参赛。

分赛区比赛，每个学校原则上不能超过 5支队伍（独立学院可单独计算），超过 5支

队伍的学校自行校内筛选。

2、参赛队员：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本科生、高职生均有资格报名参

赛；每支参赛队最多三名队员组队，每名队员只能参加一支队伍。分赛区比赛开始后，参

赛队员不得更换。如发现顶替、更换、虚假身份，将取消参赛及评奖资格，如有特殊情况

需报请大赛组委会批准，大赛组委会将于比赛现场查验学生证、身份证件。

3、指导教师：每支队伍不超过 2名指导教师，每位老师指导的队伍不超过 3支。

4、作品要求：作品必须为原创，且不能在其它同类赛事中参评，如有违反大赛规定

file:///D:/Documents/WeChat%20Files/lhj1951/FileStorage/File/2021-03/法学院:%20http:/www.magic-college.com
file:///D:/Documents/WeChat%20Files/lhj1951/FileStorage/File/2021-03/法学院:%20http:/www.magic-college.com
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
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
http://www.up-tech.com
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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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条款将取消大赛的参赛和评奖资格。

为安全起见，禁止飞行器类作品参赛。作品应符合大赛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

（七）命题设置

标准赛、服务机器人创意赛为开放式命题，使各参赛队伍能有更自由的发挥空间。

命题设计内容可涵盖：嵌入式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无人驾驶、智能医

疗、智能交通、智能农业、智慧体育、港口物流、环境监测、多网融合、消费类电子、数

字电视、GPS导航、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数字家电、多媒体、视频编码解码、图像处

理、安防监控、无线通讯、信息识别、工业应用领域的硬件设计，应用软件，系统软件等）。

（八）报名流程及时间

 以单支参赛队伍为单位在线报名；以院校为单位统一申请大赛指定平台和参赛。

 通过官网赛事中心 http://www.cie-eec.cn/Home/CompetitionIndex进入，注册登录后，

点击“我的赛事”在线提交报名信息。

 报名信息提交后 2个工作日内组委会审核通过会发送确认邮件至负责人邮箱。

 组委会不向参赛队收取报名费、参赛费及评审费等任何费用。

 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 4月 30日。

 请在分赛开赛前进行报名信息变更，比赛期间不得随意修改、替换。

说明：报名时需严格按照赛规进行报名信息的填写和资料提交。比赛期间报名信息不得

更改，修改报名信息请在赛前下载“报名信息变更表”按要求完成信息修改。

 比赛流程

3.分赛作品资料提交

2022.6

下载《作品资料提交清单》

按清单要求准备作品资料

4.分赛区

2022.6

官网查询分赛区分赛信息

官网查询分赛区比赛须知

携带作品和资料赴赛区

2.准备作品

2022.2—2022.5.31

按大赛要求组建队伍

按大赛要求设计作品

1.报 名

即日起—2022.4.30

大赛官网注册后，在线报名

www.cie-eec.cn/Home/CompetitionInd

ex

5.决赛作品资料提交

2022.7组委会邮件通知总

决参赛队

下载《作品资料提交清单》

按清单要求准备作品资料

6.全国总决赛

2022.7

官网查询总决赛比赛须知

携带作品和资料报到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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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总决赛评审及评奖

通过分赛区比赛选拔进入决赛的参赛队需提前提交设计报告，现场以 PPT 和现场演示两

种形式进行公开陈述，评委按以下评审规则评选：

大赛平台（20 分） PPT 报告环节（15 分） 作品演示环节（65 分）

大赛推荐平台的

选用、配套模块使

用数量（20 分）

表述清楚

叙述完整

重点突出

（5 分）

原理论

述正确

（5 分）

回答评委

提问的正确

性和完整性

（5 分）

作品设

计 创 新

性 （ 20

分）

作品设

计难度

系数（20

分）

作品按预

期设计功能

演示效果程

度（20 分）

作品可被

推 广 应

用性（ 5

分）

声明与主要事项

1、参赛作品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社会的道德规范。

2、参赛作品不得违反知识产权和所有权，所涉及的参考资料应注明出处和来源。

一经发现上述违反行为立即取消其参赛、获奖资格，由此发生的法律纠纷由提交作品的

团体或个人自行承担并负全责，参赛者一经提交报名表并确认参赛即代表完全接受大赛活动

所有条款。

 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高老师 联系：18500370082

E-mail：contest@up-tech.com 大赛官网：www.cie-eec.cn

报名时必须填写好报名表发送邮件到 contest@up-tech.com，等待审核结果（报名表见

大赛官网---资料下载---第十八届“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人工智能设计大赛报名表）

报名表链接：http://cie-eec.cn/Home/Download

大赛学习网站（魔法学院: http://www.magic-college.com

开发板及大赛推荐选配模块淘宝商城（魔法师商城: 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

注意：大赛重要评分项：大赛推荐平台的选用。

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电子学会嵌入式系统与机器人分会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人工智能设计大赛组委会

2022 年 3 月

mailto:contest@cie-eec.org
http://www.cie-eec.cn
mailto:contest@cie-eec.org
http://cie-eec.cn/Home/Download
http://www.magic-college.com
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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