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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简介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指出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

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开发和推广。”青少年

通过编程学习，不仅是学习写代码，更多的是锻炼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

能力、创造力等， 并通过编程加深对这个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世界的理解，培养计算

思维。本竞赛项目基于微软 Kodu 可视化游戏编程工具，参赛选手通过创 

建自己的游戏世界，训练青少年的计算思维，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视角， 激发青少

年的创造能力，提高青少年的协作能力。 

 

二、 比赛主题 

比赛主题为“Kodu 世界，智能未来”。 

科技改变世界的进程正在不断加快，人工智能的影响也开始变得愈发明显，随

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配套体系的发展，人工智能将越来越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

活。参赛选手将用 Kodu 创造心目中的未来人工智能小镇。在小镇里发生着各种精彩

的故事：一场人与机器人单轮车障碍赛；在全息游乐场中居民正与外星对手激烈对抗；

小镇智能管理系统正在自动治理污染；智能水果采摘器正在自动采摘成熟的水果……

一切脑洞大开的未来世界，都能成为比赛作品！ 

 

三、 比赛内容 

比赛内容为两种形式：个人作品展示和团队限时竞技。 

（一）个人作品展示：个人选手携带已经完成的作品现场展示，介绍创作思路、

讲解故事情节和展示编程内容，每人时间为 5 分钟；结合裁判组提问进行解答。 

（二）团队限时竞技：由选手自由组合成团队，根据现场公布的主题，限时 90 

分钟完成作品设计和编程。以团队形式共同展示作品，介 

绍创作思路、讲解故事情节和展示编程内容，每团队时间为 5 分钟；结合裁判组提

问进行解答。 

四、 报名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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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为地区赛和全国总决赛。各参赛队首先报名参加地区赛，在地区赛中

获奖的队伍取得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一）报名需具备以下条件： 

1. 参赛选手年龄为 7 至 16 周岁； 

2. 参赛团队人数为 2 至 3 人； 

3. 熟悉微软 KODU GAME LAB 编程软件，熟悉计算机基本操作， 能独

立完成编程作品，可以对作品进行演示、讲解。 

（二）比赛分组 

1. 参赛个人选手按年龄段分为小学组、初中组； 

2. 参赛团队的参赛组别由本队中年龄最大的参赛队员确定； 

3. 每个个人选手、每支参赛团队均只有一次参赛机会。 

 

五、 比赛设备要求 

个人作品展示可使用比赛组委会提供的电脑或自带电脑；团队限时 

竞技须使用自带电脑。电脑硬件及软件配置满足微软 Kodu 运行要求即可。详见附

件。 

 

六、 比赛得分说明 

由裁判组对作品进行评价打分，根据裁判组人数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打分

项目包括作品的完整性、趣味性、创新性、程序逻辑性、表达能力。单项得分最高为 

20 分。详见附件。 

七、 比赛规则说明 

（一）组委会工作人员，不得在现场比赛期间参与任何对参赛选手的指导或辅

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允的竞赛信息。 

（二）参赛选手须提前 5 分钟入场，按指定位置就座。比赛过程中不得随意走

动，不得扰乱比赛秩序。 

（三）团队限时竞技选手可携带书写工具如钢笔、签字笔、铅笔等， 及计时工具

手表等进入场地。不得携带软盘、光盘、U 盘、硬盘等外接存储设备或介质。在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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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不得与其他组选手交谈，不得干扰其它参赛团队备赛，不得损坏公用设备。 

（四）选手在展示和比赛过程中对题目、设备以及编程环境有疑问时，应举手

向大赛工作人员提问。选手遇有计算机或软件故障，或其他妨碍比赛的情况，应及时

举手示意大赛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八、 奖项及等级设置 

（一）个人作品展示：根据得分结果按比例评出获奖等级，分为：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二）团队限时竞技：根据得分结果按比例评出获奖等级，分为： 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 

（三）设置最佳创意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奖。 

（四）获得地区赛一等奖的参赛个人和团队自动取得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九、 赛程安排（拟） 

本赛项赛程拟为一天，时间安排如下，详见各赛区的赛事手册。 

 

 

 

 

 

 

 

 

十、 评判说明 

比赛裁判方式为现场裁判，每场比赛结束后，按完成任务的情况判定胜负。决

赛阶段附加科普中国 APP 投票结果参考分。 

大赛组织委员会工作人员，包括技术评判组、现场裁判组和仲裁组成员均不

得在现场比赛期间参与任何针对个别参赛队的指导或辅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

公允竞赛的信息。在地区赛阶段中，裁判以及技术评判由各地区赛组委会参照上述

决赛阶段组织原则实施，仲裁由分地区赛组委会指定的仲裁组完成，不跨区、跨级

仲裁。 

 

上午 报道，领取比赛手册 

检录，比赛规则说明 

个人作品展示及答辩 

 

下午 团队限时竞技及答辩 

颁奖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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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十一、 报名咨询 

第六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认可本赛项由中国电子学会

科普培训与推广中心和相关承办机构共同举办本赛项。承办机构名单见大赛官方网

站。 

报名咨询 

赛事组织： 

李老师：13840280005（东北） 

肖老师：13901679686 （江苏，浙江，福建） 

吕老师：13916181229（上海） 

桂老师：13923894958（广东，贵州） 

赵老师：18615264958（山东） 

 

技术支持：李老师 13840280005 

 

电子邮件：zhinengdasai@163.com   

 
 

 

 

中国电子学会 

第六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预选

赛组委会） 

 

2018 年 6 月 

 

 

mailto:zhinengdasa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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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机器人智能创新大赛预选赛报名表 

学校  人数  

单位  人数  
机构 

品牌 
 

地    址  电    话  

联 系 人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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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计分表 

注：比赛决赛如配有相应的电子计分系统，不需要计分表完成。 

 

第六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趣味软件赛 – Kodu 创意编程主题赛 

计分表 

参赛人/团队：   组别：□小学 □初中 □高中 

 

 

 

 

 

 

 

 

 

 

 

 

 

关于取消比赛资格的记录： 

裁判员：   记分员： 

 

裁判长：   数据录入： 

 

 

 

 

指标 得分 打分说明 

完整性 

（0-20） 

 
作品内容丰富、有头有尾。 

趣味性 

（0-20） 

 
作品的艺术性、游戏性、可玩性。 

创新性 

（0-20） 

 在规划设计、解决方法、内容形式、编程工具使用 
和编程语句使用方面的创新。 

程序逻辑性 

（0-20） 

 
作品程序设计清晰、简练，不存在逻辑上的错误。 

表达能力 

（0-20） 

 
对作品的解说表达清晰、简练、有重点、有条理。 

合计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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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Kodu 安装说明 

（一）Kodu Game Lab 软件下载链接： https://www.kodugamelab.com/ 

（二）安装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10 、Windows 8、Windows 7、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显卡支持 DirectX 9.0c ，Shader Model 2.0 或更高版本 

安装 NET Framework 4.0 或更高版本 

安 装 XNA Framework 4.0 Redistributable 

下载的安装包有以下两种，选择其中一种安装即可。部分 XP 系统或 32 位电脑遇

到无法安装的情况，建议尝试 msi 版本的软件。 

（三）安装步骤： 

1. 打开酷豆网页，https://www.kodugamelab.com/ ，点击页面左上方 Get Kodu. 

2. 在跳转的页面中部您会看到 Kodu Game Lab 的下载区域（如下图所示），

点击 Download 下载安装包。如下图： 

注：下载页面只有英文版本，但您可以在安装时选择程序语言。 

3． 运行已经下载好的安装程序（KoduSetup.exe 或 KoduSetup.msi 任意一个

即可），按下面步骤完成安装。 

https://www.kodugamelab.com/
https://www.kodugame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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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进入安装向导 

接受协议，点击【下一步】 

确定安装位置，点击【下一步】 

确定附加任务，点击【下一步】 

安装完成，点击【结束】 

双击图标，开始运行 Kodu 软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