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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赛项说明： 

2022年（第 15届）大赛作品共分 15大类，其中包括：（5）人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应用类包含以下小类： 

（1）人工智能实践赛。 

（2）人工智能挑战赛。 

北京博创智联携手百度飞桨共同支持：人工智能挑战赛——智慧工厂挑战赛 

2、赛具介绍： 

赛事推荐平台：搭载百度 PaddlePaddle框架（包括 EasyDL云服务）的博创智联“创新创客

智能硬件平台” 

3、报名方式： 

大赛介绍网站：http://ai.jsjds.cn/2022/Default_C.aspx?id2=7 

大赛报名网站：http://www.jsjds.com.cn 

博创官网赛事合作介绍：https://www.up-tech.com/a/news/333.html 

4、大赛支持网站：https://www.magic-college.com 

5、大赛配件商城：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 

6、赛具联系方式：张经理：13260031001    18500370082 

7、本直报赛区联系人咨询： 

联系人：李骏扬 

邮箱：jupiter@seu.edu.cn 

电话：17327092417 

  

http://ai.jsjds.cn/2022/Default_C.aspx?id2=7
http://www.jsjds.com.cn/
https://www.up-tech.com/a/news/333.html
https://www.magic-college.com/
https://shop322553369.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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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简介 

    

i.MX8 主控板                          百度 EdgeBoard 嵌入式 AI计算卡（FZ3）（选配）                                     

  

外围模块、配线、电源等 

 

1．平台硬件整体采用模块化设计。既可以满足高校计算机类、电子自动化类、电气信息类、

人工智能、嵌入式、物联网、机器人等专业教学需求；又适用于相关专业的科研工作、创新创业、

毕业设计、各类学生竞赛与就业培训等； 

2．平台主控核心 CPU 采用目前市场上主流的 NXP公司 i.MX8处理器，具有图像硬件加速器与

原生千兆以太网，其它 CPU 采用市场主流的意法 ARM®Cortex™M3 STM32F103ZET6 以及百度

EdgeBoard FZ3 板卡即 Xilinx 的 Zynq UltraScale+ MPSoCs EG 系列 XAZU3EG-1SFVC784I芯片； 

3．提供灵活多样的传感器模块，包含声、光、热、电、力等各种类型，可以方便的自由组合，

完成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采集；结合控制器和百度云平台，实现智慧工厂情景模式； 

4．提供配套在线学习平台，https://www.magic-college.com/ ，可以满足学生在线学习的

需要。有丰富的实验体系、教学视频、教师 PPT等资源； 

5．提供人工智能软件教学资源，基于 Ubuntu 18.04 系统，支持 OpenCV 3.2.0，Python 



创新创客智能硬件平台 

TEL： 18500370082 

 
第 4 页 

2.7/3.6.7，Qt 5.9.5，包含 OpenCV、Python实验体系，拥有图像识别、人工智能常用算法、语

音识别案例，可与百度人工智能平台、天工平台对接，打造嵌入式、人工智能、物联网一体化实

验体系。 

 

 

整体配置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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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特色 

 

飞桨(PaddlePaddle)以百度多年深度学习技术研究和业务应用为基础，集深度学习核心框架、

基础模型库、端到端开发套件、工具组件和服务平台于一体，是全面开源开放、技术领先、功能

完备的产业级深度学习平台。飞桨源于产业实践，始终致力于与产业深入融合。目前飞桨已广泛

应用于教育、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与合作伙伴一起帮助越来越多的行业完成 AI 赋能。 

 

博创智联拥有嵌入式与机器人技术领域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有研发

团队，在艰难的环境下，我们一直在坚持，继续深耕核心硬件与底层开发！ 

 

教学市场不是行业应用，需要开源才能更好的满足教与学的要求。目前市面上许多嵌入式人

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核心网关使用网上的开发板来集成，这样硬件成本低，但底层软硬件不开

源。博创的优势就是硬件、底层、软件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完全开源，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嵌

入式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教学实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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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 础 版： 

 

 

  

i.MX8 主控板 4寸 MIPI屏 扩展板 TF卡(32G) 

  

  

USB Type-C线 Micro USB串口线 网线 USB摄像头 

 

i.MX8 主控板：尺寸 100*65*20（mm），仅比公交卡大一点，重量轻、方便携带。只准备电

脑和 IMX8派口袋机，就可以做实验，开发简单、快捷有效、省时省力。 

 

4 寸 MIPI 屏：分辨率 480*800，像素 24位，2路 MIPI信号。 

 

扩展板：有 4个麦克输入，2个喇叭输出，1个耳机 PHONE输出和众多 4P 接口。 



创新创客智能硬件平台 

TEL： 18500370082 

 

第 7 页 

 

接口资源20个（按照数字顺序排列）：I2C接口1、I2C接口2、串口、2路GPIO接口、SPI接口、

2路GPIO接口、2路PWM接口、2路GPIO接口、2路GPIO接口、2路GPIO接口、WM8962音频芯片、耳机

PHONE接口、右声道4输入、左声道4输入、右声道3输入、左声道3输入、喇叭1、喇叭2、备用GPIO

接口、40P插针接口。 

 

基于“基础版”可完成至少12个人工智能实验，包括Python、OpenCV、语音识别、车牌、人

脸、文字等人工智能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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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版： 

在基础版之上，又增加了如下设备： 

（1）扩展模块： 

传感器模块（24 种）： 

红外测距传感器、单轴倾角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薄膜压力传感器、广谱气体传感器、热

释红外传感器、接近开关-红外反射模块、声响-光敏传感器、干簧门磁-霍尔开关传感器、红外对

射传感器、雨雪传感器、震动传感器、火焰传感器、循迹传感器、继电器模块、LED蜂鸣器模块、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光照强度传感器、独立按键模块、双数码管模块、LCD 1602

模块、热电偶传感器、USB-HUB 2.0模块； 

 

通讯类模块： 

(1) NB-IOT 模块 1 个、 

(2) 4G 模块 1 个； 

(3) USB 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1 个； 

(4) 串口 WIFI 模块 1 个； 

(5) 串口蓝牙模块 1 个；  

(6) RFID 模块：125K 低频读卡器 1 个，配 10 张电子标签； 13.56M 高频读卡器 1 个，10 张电子

标签，14443 协议卡 5 张，15693 协议卡 5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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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联网口袋机 1 个：采用底板与无线功能模块对插的搭载方式，拥有 WIFI、NB-IOT、LoRaWAN、

Zigbee 四种无线传输方式，其中标配 WIFI 功能模块，其余三种功能模块用户可根据需求进行选

配，满足于不同物联网场景需求； 

 

（3）STM32 子板、仿真器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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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子板（如上图）：尺寸100mm*65mm；CPU采用ARM® Cortex™M3内核的STM32F103同类芯

片，主频72MHz；包含I2C接口、UART接口（TTL电平）、ADC接口、中断接口、PWM接口、SPI接口、

GPIO等； 

仿 真 器：1个 ST-LINK 仿真器； 

 

（4）百度 EdgeBoard FZ3 板卡 1个（选配）： 

EdgeBoard 是百度面向嵌入式 AI 场景打造，体积小，性价比高，丰富的 IO 口，自带主控系

统，1.2TOPS 算力。 

主芯片采用 Xilinx 的 Zynq UltraScale+ MPSoCs EG 系列的 XAZU3EG-1SFVC784I 芯片，集成

了 4 个 ARM Cortex™-A53 处理器，速度高达 1.2Ghz，支持 2 级 Cache。另外还包含 2 个 Cortex-R5

处理器，速度高达 500Mhz。PS 端挂载了 2 片 DDR4（2GB，32bit），1 片 8GB eMMC FLASH 存

储芯片和 1 片 256Mb 的 QSPI FLASH。外围接口包含 2 个 USB 接口（1 个 USB3.0，1 个 USB2.0）、

1 个 MINI DP 接口、1 路千兆以太网接口、1 个 USB 串口、1 路 PCIE 接口、1 路 TF 卡接口、1

个 44 针扩展口、1 路 MIPI 接口，1 路 BT1120 接口和按键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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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入门实验—上手篇 ：15 个实验。为动手操作类实验，讲述如何连接电源和调试串口，熟

悉外设资源，安装开发软件，测试产品功能。如：拿到产品后，快速测试显示屏，LED 灯，调试

串口，USB 口，网口等实践操作。  

 

3.2 初级实验—基础篇 ：15 个，掌握 C 语言，熟悉 linux 开发环境，将程序运行到 IMX8

上。 

    

3.3 中级实验—进阶篇：5 个，讲述 QT 图像界面和无线通讯的应用案例。 

     

3.4 高级实验—外设硬件篇：6 个，控制硬件或采集硬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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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模块实验篇：40 多个，涉及力、热、光、电、声、磁等，全部模块化，即插即用，操作

使用非常简单！  

 

3.6 毕设项目篇：6 个，从立项文档到最终成果，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完成。  

 

3.7 文档案例：  

 

文档详细                                    源码注释结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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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硬件资源：包括设计图、原理图、数据手册。 

 

3.9 人工智能实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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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议课程体系 

 

4.2 毕设项目案例 

从立项文档到最终成果，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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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考 PPT 

 

 

 

4.4 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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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参考教材 

 

4.6 在线学习平台 

 网课教学网站：https://www.magic-college.com/ 

 手把手教学，包括人工智能、MCU、linux、android、产品展示、开发项目等课程，理论实践

结合学习。  

 

https://www.magic-colle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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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景说明 

百度 EdgeBoard 场景说明： 

EdgeBoard FZ3A

USB-Wi-Fi/BT

USB摄像头

可作为一个智能摄像头，运行不同的程序拥有不同
的功能，例如口罩检测（智慧工厂工人口罩规范性
检查）、器件检测（例如做口罩的工厂，检测口罩
是否完好等）等。

 

通讯模块场景说明： 

STM32通讯模块

可灵活部署

长距离通讯

RFID

NBIOT模组

物联网口袋机

4G模组

串口Wi-Fi

串口蓝牙

125KHz模块

13.56MHz模块

使用方便，可以灵活部署到智慧工厂
的各个位置，带有传感器、屏幕、
WiFi功能，在本地或远程均可实现交
互。

属于远距离通讯模组。例如工厂网络
出现故障，NB-IOT模组节点就会突出
表现；4G模块可以发短信、打电话，
可以在异常情况下进行有效通知。

用于本地通讯，例如STM32子板与UP派
之间通讯、手机APP与模块通过Wi-Fi
或蓝牙通讯。

用于身份识别，例如智慧工厂的门
禁，可以是人脸识别+卡片识别的方
案；还可以识别具体产品，例如每个
产品一个ID，该ID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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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X8 主系统场景说明： 

UP派
扩展板

STM32子板
ST-LINK

UP派作为主处理器，利用自身CPU性能，处理各类传感器数
据和智慧工厂的业务逻辑；扩展板和子板可以选用或齐用，
难度不同、功能不同；ST-LINK与STM32子板配套，用于烧写
和调试。

 

 

感应场景 1： 

以环境监测为例，选取 6个传感器，可实现如下功能场景。 

红外测距 单轴倾角 陀螺仪 薄膜压力

广谱气体

热释红外 接近红外反射 声响-光敏 干簧-霍尔 红外对射

雨
雪

震
动

火
焰

循迹 继电器 LED蜂鸣器 超声波测距

温
湿
度

光照

独立按键 数码管

LCD1602热电偶USB-Hub

智慧工厂环境监测

当前工厂的温湿度信息
（具体可服务于人或产
品，例如多少度人比较
舒服，再比如某些器件
暂存不能超过多少度或
低于多少度）

工厂是一个禁火区域，
检测到可报警

工厂是一个禁烟区域，
检测到可报警

例如一些机械工作中，
检测是否有颠簸等情况

可检测室外是否下雨下
雪，也可检测室内是否
漏水。例如工厂是否漏
水等

光照是对光线强度敏感
的传感器，可用于智慧
工厂的节能，例如天黑
了自动开灯，天亮自动
关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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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场景 2： 

在上一个作品的基础上，在选择 5个模块，包含控制类和感应类的，就可以对智慧工厂环境

监测与控制更加的丰富。 

红外测距

单轴倾角

陀螺仪 薄膜压力

广谱气体

热释红外

接近红外反射 声响-光敏 干簧-霍尔 红外对射

雨
雪

震
动

火
焰

循迹

继电器

LED蜂鸣器 超声波测距

温
湿
度

光照

独立按键

数码管

LCD1602

热电偶USB-Hub

智慧工厂环境监测

当前工厂的温湿度信息
（具体可服务于人或产
品，例如多少度人比较
舒服，再比如某些器件
暂存不能超过多少度或
低于多少度）

工厂是一个禁火区域，
检测到可报警

工厂是一个禁烟区域，
检测到可报警

例如一些机械工作中，
检测是否有颠簸等情况

可检测室外是否下雨下
雪，也可检测室内是否
漏水。例如工厂是否漏
水等

光照是对光线强度敏感
的传感器，可用于智慧
工厂的节能，例如天黑
了自动开灯，天亮自动
关灯等

开关灯为例，增加继电器模
块就可以实现电灯的控制，
添加热释红外就可以检测当
前工厂是否有人，有人则打
开，无人则不应该打开

增加数码管可以实时的显示
当前温湿度信息，这对工人
可能更友好

如果检测到烟火异常，可以
在LCD上显示，模拟智慧工
厂的警示屏

加入单轴倾角，可以检测机
械设备当前的姿态，可以了
解工厂是否有特殊状况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增加 LED蜂鸣器，例如 LED 可以模拟工厂中报警器的灯，蜂鸣器就可以模

拟工厂中报警铃，在发现有异常情况直接闪烁、响起。其他的场景也都类似，比如工厂的安防场

景、智慧检修等。参赛的学生可以结合实际工厂场景，发挥自身的长处来完善和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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