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邀请函  中国上海  

1 
 

关于举办“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

（第一届）”的通知  
 

为加速推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培养和发

现应用人才，根据高分学术交流工作安排，定于 2017年第二、三

季度组织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 指导思想和目的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是《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确定的 16 个重大专项之

一。高分智能感知大赛将紧密围绕发展规划和要求，遵循“合作、

共赢、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促进高分智能感知科技创新

成果在无人系统领域的转化与应用，着力推动基于无人平台的高分

智能感知技术与创新应用的发展，努力实现以下目标： 

（1）促进高分领域技术交流合作，提升高分重大专项的社会

影响力；（2）助力基于无人平台的高分智能感知技术的发展与创

新应用；（3）打造更具权威性、更高参与度的无人飞行器智能感

知竞赛与评估平台；（4）促进人才培养，鼓励年轻团队在感知领

域创新创业；（5）促进产学研结合与高分技术成果转化； 

二、 组织机构 

主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感知与导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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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管理办公室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支持单位：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学术年会组委会 

上海交通大学  

  赞助单位： 徐氏科技创新奖学基金、昊翔无人机（更新中） 

三、 竞赛项目与奖项设置 

3.1 竞赛项目 

竞赛主题为无人飞行器智能/协同感知，竞赛类型包括动态目

标探测识别、场景三维建模与理解、目标/场景协同感知。具体竞

赛科目依据场景尺寸、分辨率、目标与地物特征、传感器种类、辅

助信息等进行制作，基于统一的竞赛平台、统一的组织模式和评测

标准，制定竞赛课目标准规范。设置以下竞赛项目： 

（1）选拔赛阶段（P1+P2） 

P1：寻迹自主飞行  

P2：自动跟随  

（2）决赛阶段（P3,P4,P3+P4） 

P3：无人机闯关  

P4：协同搜索  

竞赛项目列表见附件 1，项目内容、竞赛规则和评分细则见附

件 2。选拔赛以 P1 和 P2 两个竞赛项目的总成绩进行排名，取前 16

名进入决赛阶段。决赛阶段可参加单个竞赛项目，也可同时参加两

个项目的比赛。此外，本次竞赛设置开放项目，各参赛队自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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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开放项目视情安排在竞赛结束后进行演示，相关配套设

备自行准备，开放项目不计入竞赛成绩。 

3.2 奖项设置 

决赛设综合奖（P3+P4）、单项奖（P3，P4）和优秀奖；其中

综合竞赛奖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 名；单项奖取前三名；其余队均获得决赛优秀奖。若决赛项目参

赛团队数量少于 16 支，则由组委会确定获奖团队数量。对于获奖

的参赛队伍，高分办将统一组织在高分年会上颁发获奖证书，同时

对综合奖和单项奖发放奖金（同时获综合竞赛奖和单项奖的奖金不

叠加，以奖金高者为准）。 

其中综合奖名额数量及奖金设置如下： 

一等奖 1 名  奖金 50000 元人民币 

二等奖 2 名  奖金 30000 元人民币 

三等奖 3 名  奖金 10000 元人民币 

单项奖名额数量及奖金设置如下： 

单项竞赛第 1名  奖金 30000 元人民币 

单项竞赛第 2名  奖金 20000 元人民币 

单项竞赛第 3名  奖金 10000 元人民币 

对获奖团队和指导老师，将在高分青年创新基金项目申报过程

中予以优先。 

四、 参赛方式 

4.1 参赛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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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组委会在高分学术年会官网 http://www.chreos.org, 大

赛组委会无人机竞赛网站 http://drone.sjtu.edu.cn/contest,上

海交通大学网站 http://www.sjtu.edu.cn 和微信公众号上同时发

布竞赛通知；各参赛团队自愿报名参赛，并于 4月 30 日前将参赛

回执和报名表（见附件 3，4）发送到大赛邮箱：isrlab@sjtu.edu.cn 

鼓励小微企业、创业团队、高校研究所等组队参赛，按自愿报

名的原则，填报参赛回执及报名表。 

4.2 作品提交 

5 月 10 日前，参赛队伍填报参赛设计方案、免责声明等材料（见

附件 5，6），发送至大赛邮箱，参赛设计方案将作为参赛资格审

核依据。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伍，于选拔赛前带参赛设备到比赛地点。 

8 月 10 日前，进入决赛的团队填报决赛作品的报名表（电子

文档 word版）、参赛项目设计方案（电子文档 word 版）和主要设

计图样、作品简介（jpg 格式电子版），每个作品置于一个文件夹

下，文件命名规则为：项目序号_参赛团队_联系人，并发送到大赛

指定邮箱。 

注：参赛方式可以是团队或者个人，其中团队参赛每队人数不

超过 5人。 

五、 竞赛方法  

5.1 竞赛流程 

竞赛分为选拔赛和决赛两个阶段、三个流程进行组织，整体流

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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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赛设计方案评审；5 月底前，竞赛组委会对参赛团队

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初步评审，确定参赛资格，并通过大赛官网进

行发布。 

 

      

 

 

（2）选拔赛（P1+P2）：定于 7 月中旬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选拔赛分为两轮，按两轮总成绩排序，选出前 16 名进决赛阶段。

当参赛团队数量不足时，由评审委员会研究后确定进入决赛的团队

数量。 

（3）决赛（P3，P4，P3+P4）：决赛定于 8 月中下旬在上海举

行，分预决赛和决赛。按预决赛成绩，进行单项竞赛成绩排名，淘

汰单项排名最后两名；若参赛队同时参加两个项目，预决赛中有一

个单项竞赛被淘汰，仍可参加决赛中另一个单项的比赛和排名。决

赛分单项排名和综合排名，通过总决赛成绩排名，最终决出单项和

综合竞赛的一、二、三等奖、单项奖以及优胜奖。当参赛团队数量

不足时，进入决赛队伍数量以及获奖数量由大赛组委会研究后确定。 

5.2 竞赛规则 

竞赛设评审组和仲裁组；评审组主要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根

据统一的评审规则和评分细则，现场进行打分，工作人员统计并现

场公布选手总得分；仲裁组由组委会和相关专家组成，负责对竞赛

争议问题的审查、调解，提出调解仲裁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方案评审 第一轮 第二轮 预决赛 决 赛

选拔赛阶段 决赛阶段 资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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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则和评分细则参见附件 2，此轮通知中竞赛内容、竞赛

规则和评分细则均为征求意见稿，各参赛队可于 4 月 20 日提出建

议，相关建议由专家委员会审核以补充通知形式公布。  

六、 器材要求及支持 

1. 无人飞行器要求 

（1）类型：旋翼无人飞行器 

（2）总重量小于 3kg（包括所有扩充件和防护） 

（3）可组装或者改装，带防护套（圈） 

 比赛前由团队向组委会提出无人机认定审核申请，由组委会

判定无人机是否符合参赛标准。 

2. 场地支持 

组委会提供竞赛调试场地。如需额外软硬件，由团队向组委会

提出申请，通过审核后，由组委会出资购买相应的软硬件。 

七、 工作安排 

1. 参赛报名： 2017 年 3 月 - 2017年 5 月 20日 

2. 方案建议提交：2017 年 5 月 10 日 

3. 设计方案提交：2017 年 5 月 15 日-2017年 5 月 20日 

4. 参赛资格确认：2017 年 5 月 30 日 

5. 选拔赛：2017 年 7 月中旬；地点：上海 

6. 决赛准备：2017年 7 月中旬--2017 年 8 月中旬 

7. 决赛：2017 年 8月底，地点：上海 

8. 颁奖：2017年 9月，第四届高分学术年会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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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关事项 

1. 报名时间。各参赛请于2017年4月30日前提交报名材料，

逾期不予受理。 

2. 竞赛通知在高分年会官网、上海交通大学官网上发布，请

各参赛团队在报名时指定一名联络人和相应邮箱，用于大赛的联络

沟通。 

（1） 高分年会官网： www.cheros.org 

（2） 大赛组委会竞赛官网：drone.sjtu.edu.cn/contest 

（3） 上海交通大学网站： www.sjtu.edu.cn 

3. 请于 2017年 4月 20日前反馈对竞赛项目和规则设置的意

见建议。 

4. 本竞赛为公益性赛事，全程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  

5. 组委会通联方式： 

通讯地址：上海市东川路 800号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楼 301 

邮政编码：200240 

联 系 人：张 爽 021-34207489，13167051320  

          熊  刚 021-69726470-208,13761230701 

邮 箱：isrlab@sjtu.edu.cn 

 

附件: 1. 竞赛项目列表（征求意见稿） 

2. 竞赛规则及评分细则（征求意见稿） 

3. 参赛回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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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赛报名选拔赛报名表 

5. 竞赛设计方案 

6. 知识产权免责声明 

 

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第一届）组委会 

批准时间：2017年 3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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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竞赛项目列表（征求意见稿）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竞赛内容 竞赛方法 竞赛评分 难度等级 项目类型 

P1 
寻迹自 
主飞行 

无人机自主
航迹控制 

运行控制软件，从绿色标识处
启动自主飞行模式，到达蓝色
标识处自动停止。 

成功穿过的障碍杆
越多，得分越高。穿
过所有障碍杆时间
越短得分越高。 

☆☆ 
选拔赛（初

赛+复赛） 

P2 
 Follow 
Me! 自动

跟随 

 基于无人
机视觉的目
标搜索、目
标识别和跟

踪 

基于所编写的控制软件利用无
人机携带的摄像头，使无人机
紧密地跟随选手。选手按照赛
道指示，牵引无人机顺利到达
终点。 

整个过程完成速度
越快得分越高。 

☆☆☆ 
选拔赛（初

赛+复赛） 

P3 
无人机闯

关 

航迹控制、
智能感知与
目标识别； 

无人机启动后进入自主飞行模
式，通过机载传感器，开启智
能感知算法，自动识别地面停
机坪与障碍圈，并按照编号依
次通过到达终点。 

根据完成时间、成功
降落停机坪数目、成
功穿越的障碍圈数
目综合评分。 

☆☆☆☆ 
决赛（预决

赛+总决赛） 

P4 协同搜索 

场景感知、
协同搜索、
目标识别、
航迹控制、
避障等。 

无人机启动后进入自主飞行模
式，通过机载传感器，开启智
能感知算法，自动控制无人机
(群)依次完成自动起飞、障碍
穿梭、目标搜索、精准降落各
个环节，搜索出所有目标并实
现精准降落。  

根据完成任务时间、
任务完成度、坠机等
犯错次数，综合评分 

☆☆☆☆

☆ 

决赛（预决

赛+总决赛） 

（注：欢迎参赛团队围绕移动平台高分探测，包括图像定位、目标跟随、场景理解（含地物）、目标识别等，提出

比赛项目建议，并于 5月 10日前发送至大赛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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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则及评分细则  

一、 寻迹自主飞行 

比赛方式 

运行控制软件，从绿色标识处启动自主飞行模式，到达蓝色标识处自

动停止，其中标识点圆心间距 20±5厘米，障碍杆高 180厘米。 

 

示意图（仅供参考，以实际赛道为准） 

比赛规则 

（1） 两次比赛机会，选最好成绩为最终成绩 

（2） 每次比赛时间限时 2.5分钟，比赛开始计时后飞机沿着轨迹 2.5

分钟内到达终点视为完成比赛 

（3） 选手进入赛场后应尽快上电完成准备，起飞后 30秒完成无人机

调整：无人机起飞，调整高度并飞至起点上方，示意计时裁判可以开始。

由裁判喊下“三、二、一”并开始计时，开启无人机自动控制模式 

（4） 穿过最后一道障碍杆停止计时 

犯规动作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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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达蓝色标识点上方未悬停 5 秒以上而是直接飞跃或手动降落，

罚时 5秒 

（2） 准备超时，裁判自动开始计时 

（3） 从上方绕过障碍杆罚时 5秒 

（4） 起飞后未在 30秒内完成调整的，裁判自动开始计时 

（5） 以下情况视为未完成比赛：坠机、比赛开始计时后人为操控无人

机、无人机的地面投影点严重偏离地面标识(由裁判判定)、从旁边绕过障

碍杆 

评分细则 

按百分制打分： 

 完成项目按时间排序的第一名为 100分，最后一名为 70分。排名中

间的按完成时间等比例打分。 

单项分数 = 70 + 30 ∗ (完成时间−最后一名时间)/(第一名时间

−最后一名时间) 

 未按时完成项目的根据飞机穿过的障碍杆数目打分，完成所有数目

为 60分 

单项分数 = 60 ∗穿过障碍杆数目/总障碍杆数目 

 

二、 Follow Me! 自动跟随 

比赛方式 

由团队派一名选手进入场地，团队其他成员开启所编写的控制软件利用

无人小飞机携带的摄像头，使无人机紧密地跟随选手。选手按照赛道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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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身体牵引无人小飞机顺利到达终点。整个过程完成速度越快得分

越高。 

 

示意图（仅供参考，以实际为准） 

比赛规则 

（1） 比赛场地为户外 

（2） 若使用 ARDrone飞机，只能使用前面摄像头 

（3） 选手和飞机同时到达终点算完成项目 

（4） 选手身上可以贴任意标签，可以穿任意颜色衣服 

评分细则 

按百分制打分： 

 完成项目按时间排序的第一名为 100分，最后一名为 70分。排名中

间的按完成时间等比例打分。 

单项分数 = 70 + 30 ∗ (完成时间−最后一名时间)/(第一名时间

−最后一名时间) 

 未按时完成项目的根据飞机经过的地标数打分，完成所有地标为 60

分 

单项分数 = 60 ∗完成地标数目/总地标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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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人机闯关 

无人机启动后进入自主飞行模式，通过机载传感器，开启智能感知算

法，自动识别地面停机坪与障碍圈，并按照编号依次通过到达终点。比赛

场地示意图如图所示。比赛规则如下：  

 该项目时间限时 5分钟  

 飞机从第一个停机坪开始起飞，越过终点线停止计时 

 飞机起飞后人为操控无人机视为犯规，取消比赛资格 

 停机坪和障碍圈位置为比赛前随机摆放 

 飞行器与停机坪相接触则算飞行器停机 

 以下情况视为未完成比赛：飞行器未准确停在停机坪上（一半以上机

身落在停机坪外面，由裁判判定）、越序停机、人为操控无人机、飞

行器越出场地边界标识线后无法回场地(由裁判判定)  

 

 

 

示意图（仅供参考，以实际为准） 

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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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100 

 完成项目按完成时间打分，时间越短，分值越高 

得分 = 100 − 30 ∗ (完成时间−最后一名时间)/(第一名时间

−最后一名时间) 

 未按时完成项目的根据飞机所依次成功降落的停机坪数目打分，完

成所有数目为 60分 

得分 = 60 ∗（成功降落停机坪数目

+成功穿越的障碍圈数目）/(总停机坪数目+总障碍圈数目） 

四、 协同搜索 

比赛方式：无人机启动后进入自主飞行模式，通过机载传感器，开启

智能感知算法，自动控制无人机(群)依次完成自动起飞、障碍穿梭、目标

搜索、精准降落各个环节，搜索出所有目标并实现精准降落。  

 

 示意图（仅供参考，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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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流程如下： 

1.无人机从八个停机坪中的任意一个中自动起飞，可以一台或多台无人

机（最多 8台），各无人机从不同停机坪起飞。 

2.检测窗户并进行定位，自动穿梭窗户进入搜索区域； 

3.启动目标搜索，通过识别目标身上的数字，对目标进行近距离拍照传

输到地面站，示意目标已被检查，并显示所检测到的目标编号。裁判

记录检测结果； 

4.搜索完所有目标，返回出发停机坪 

5.须在规定时间（10分钟）内完成比赛。 

比赛场地示意图如图 2所示： 

搜索区域是一个封闭的室内环境，四周有窗户提供无人机进行穿梭。搜

索区域外面有 8个有编号的停机坪。每个停机坪均为黑字黄底。目标为红

色人形，随机分布在搜索区域范围内。人形上面有黄底黑字的编号。无人

机在搜索区域内可穿梭窗户（路程较短），也可传输门（路程较长），取

决于所编制的路径优化算法。 

比赛规则： 

 限时 10分钟 

 飞机起飞后人为操控无人机视为犯规，取消比赛资格 

 自动控制算法 

 无人机可中途更换电池，但必须事先降落在正确的停机坪内。 

 在规定时间内成功搜索完所有目标，并至少一架无人机成功返回停机

坪视为成功完成比赛项目 



         2017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邀请函  中国上海  

16 
 

 若所有飞机坠毁则立即停止比赛 

 目标在赛前随机摆放 

评分细则： 

总分：100 

最终得分=基本法-扣分 

基本分： 

 成功完成项目按完成时间打分，时间越短，分值越高。成功完成项

目按时间排序第一名为 100分，最后一名为 60分，排名中间按完成

时间等比例打分，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分=60+40*（完成时间-最后一名时间）/(第一名时间-最后一名

时间) 

 未按时完成项最高得分 60 分，基本分按完成的任务数量加分累计，

具体加分项如下： 

 成功进入搜索区域+5分 

 正确搜索一个目标+5分 

 成功返回停机坪+5分 

扣分规则： 

 坠机一次：-5分 

 换电池一次：-2分 

 错误识别目标（编号识别错误，或者误报）：-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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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第一届） 

参赛回执单 

 

参赛单位名称（盖章）：     

姓    名  职   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办公电话  传    真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参赛项目   

单位主管签字： 

 

注：在收到比赛通知后，请填写本参赛回执单，加盖公

章、签字并扫描，于 2017 年 4月 30 日前将回执单扫描件发

送至大赛官方邮箱：isrlab@sjtu.edu.cn 

本回执单中所填写联系人将作为组委会与参赛团队联系

的纽带，其邮箱将作为后续比赛中提交作品、联系沟通的唯

一认可邮箱，非本邮箱发送，一律视为无效。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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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选拔赛报名表 

参赛作品名称  

所在单位  

团队负责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Email  

参赛队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单位 

1      

2     

3     

4     

5     

指导 

老师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称 

1     

2     

作品内容

简介（400

字以内） 

 

  

主要创新

点（200字

以内） 

 

注：报名表一经提交，参赛信息不可修改。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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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 

设计方案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参赛选手                                

                                        

                                        

                                        

                                        

指导老师  （如无，可不填）              

 

联系电话              Email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5 



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 

 20 

（空一行，小四宋体，单倍行距，段前段后均为零） 

作品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摘  要 

这一段是内容摘要。以提供文章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

明、确切地记述文章内容的短文。摘要是文章内容的要点，帮助读者了解文章的

主要内容。  

撰写摘要时需注意：要如实客观；要着重创新点；要排除常识性内容；要避

免简单重复题名；要采用第三人称，不用本文、作者等主语。 

摘要也是文摘数据库收录的对象，摘要后要有关键词，以方便读者检索到这

篇文章。 

关键词：关键词一；关键词二；关键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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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可以不用目录） 

1. 标题 4 号黑体居左（段前后各一行；标题 1） .............................. 22 

1.1  节名（小四宋体加粗顶格排；标题 2） ................................................................... 22 

1.1.1  小节名（小四宋体顶格排；标题 3） ............................................................... 22 

2. 标题，4 号黑体居左（段前后各一行；标题 1）............................. 22 

2.1 节名 ............................................................................................................................... 22 

2.1.1 小节名 .................................................................................................................... 22 

参考文献................................................................. 22 

致谢..................................................................... 23 

 

 

注：目录可自动生成，右键在目录区域，选择更新域，就可以更新目录了。

章节必须使用所规定的章节样式（标题 1、2、3），才能正确更新目录域。目录

可以无，也可以自己编辑，上面的目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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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一行，小四宋体，单倍行距，段前段后均为零） 

1. 标题 4 号黑体居左（段前后各一行；标题 1） 

1.1  节名（小四宋体加粗顶格排；标题 2） 

1.1.1  小节名（小四宋体顶格排；标题 3） 

正文内容采用小四宋体，1.25 倍行距，数字及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页面设置：上下左右，均为 2.5 厘米。版式：页眉 1.5 厘米，页脚 1.75 厘米，

页码位于页面底端，外侧。段前段后均为 0 行。 

2. 标题，4 号黑体居左（段前后各一行；标题 1） 

2.1 节名 

2.1.1 小节名 

正文内容采用小四宋体，1.25 倍行距，数字及英文采用 Times New Roman。

页面设置：上下左右，均为 2.5 厘米。版式：页眉 1.5 厘米，页脚 1.75 厘米，

页码位于页面底端，外侧。段前段后均为 0 行。 

表 2.1  表头名称（五号黑体居中） 

表格样张 栏目 栏目 

表内文字用五号宋体 单倍行距 × 

表格宽度、高度可以

按照需要进行调整 
××× × 

×× ×××× × 

×× × × 

×××× ×× × 

 

 
图 2.1  图名（五号黑体居中） 

参考文献 

[1]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作者姓名，文献题名，刊物名称，卷，期，页，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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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 G. D. Martino, D. Riccio, I. Zinno. SAR Imaging of Fractal Surfaces. IEEE 

Transaction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vol. 50, no. 2, pp. 630-644, 

2012.  

致谢 

致谢内容。小四宋体，1.25 倍行距。 

 

 

 



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 

 24 

 

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参赛作品 

知识产权免责声明 

 

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组委会在此郑重提醒各

参赛单位及参赛团队，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责

任和纠纷，对意愿参加本届大赛并填写参赛回执单及参赛报名表

的单位及团队，都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无异议的认可。 

参赛团队承诺，所提交的参赛作品不为第三方服务所设计的

方案，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归本团队成员所有，没有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若在比赛过程中或比赛后，出现

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责任或纠纷，由本团队成员自行承担，

与大赛组委会无关。 

各参赛团队参加本届大赛的作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组委会

有权用于后期大赛宣传工作，但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参赛作品名称： 

参赛团队负责人：（签字） 

 

 

高分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技术竞赛组委会 

2017 年 5月 

 

附件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