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参赛邀请函 
 

尊敬的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 

科大讯飞诚挚邀约贵校参与 2022 年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 

欢迎贵校师生报名参加算法挑战、高校创新应用、在线编程等形式

多样、激励丰厚的赛题活动。 

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是由科大讯飞发起的人工智能竞赛平

台，汇聚产学研各界力量，面向全球开发者发起数据算法及创新应用

类挑战，推动人工智能前沿科学研究和创新成果转化，培育人工智能

产业人才，助力人工智能生态建设。 

预祝贵校参赛选手取得佳绩，期待同贵方的合作成果可以为百万

AI 开发者提供更多行业资源和平台赋能。 

赛题详情及报名链接详见附件。  

附件： 

1. 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高校创新应用赛”方案 

2. 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在线编程赛”方案 

3. 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算法赛”方案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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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高校创新应用赛”方案 

一、   赛事背景 

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具

有重要意义。为激发高校学生创新意识，提升人工智能创新实践应

用能力，特开设 “科大讯飞A.I.开发者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赛”。

本赛事旨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丰富双创实践交流，推动前沿科学

研究和创新成果转化，助力培育双创人才。 

二、报名方式 

（一）报名要求 

本次赛事面向中国及境内外高等学校在读学生（含高职、本科

生、硕博研究生）。具体要求： 

1. 参赛选手不限学科、专业； 

2. 可单人或自由组队参赛，每支参赛队伍人数不超过 6 人，

允许本校内跨年级、跨专业组队； 

3. 参赛队员必须为高等学校在册在校学生，报名须保证个人信

息准确有效； 

4. 参赛期间，每支队伍有且仅有一次队员个人信息的修正、更

换机会。 

（二）报名链接 

大赛官网：http://challenge.xfyun.cn/?ch=ds22-xf-aiit 

登录大赛官网，点击“高校创新应用赛”，选择相应赛道报名、提

交作品即可。 

三、赛题介绍 

（一）新工科赛道 

赛事采用开放命题，参赛的技术应用创意项目须有具体的落地

场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智能制

造、网络空间安全、机器人工程、工业自动化、新材料等领域应用，

符合新工科的理念。 

赛题详情页：http://challenge.xfyun.cn/topic/info?type=n

ew-engineering&ch=ds22-xf-aiit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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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医科赛道 

赛事采用开放命题，参赛的技术应用创意项目须有具体的落地

场景，如现代医疗技术、智能医疗设备、新药研发、健康康养、食

药保健、智能医学、生物技术、生物材料等领域应用，符合新医科

的理念。 

赛题详情页：http://challenge.xfyun.cn/topic/info?type=n

ew-engineering&ch=ds22-xf-aiitengineering 

（三）新农科赛道 

赛事采用开放命题，参赛的技术应用创意项目须有具体的落地

场景，如现代种业、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农业大数据、食品

营养、休闲农业、森林康养、生态修复、农业碳汇等领域应用，符

合新农科的理念。 

赛题详情页：http://challenge.xfyun.cn/topic/info?type=n

ew-engineering&ch=ds22-xf-aiitengineering 

（四）新文科赛道 

赛事采用开放命题，参赛的技术应用创意项目须有具体的落地

场景，如广播影视、设计服务、文化艺术、旅游休闲、艺术品交易、

广告会展、动漫娱乐、体育竞技等领域应用，符合新文科的理念。 

赛题详情页：http://challenge.xfyun.cn/topic/info?type=n

ew-engineering&ch=ds22-xf-aiitengineering 

四、奖项设置 

（一）入围决赛（8强） 

1.各赛道决赛第4-8名团队，每组团队均获得1072元奖金 

2.大赛专属Geek礼包 

3.科大讯飞1024开发者节全场通票 

4.决赛入围证书 

（二）决赛胜出  

1.决赛奖金：各赛道TOP3团队将阶梯获得赛道奖金，第一名10240元、

第二名6000元、第三名4000元。 

2.决赛证书 

3.人工智能全链创业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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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大讯飞创孵基地绿色入驻通道 

注：以上全部奖金均为税前金额，将由主办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五、作品提交要求 

（一）初赛 

1.项目计划书 

1) 文档命名：【院校名+队伍名+作品名】 

2) 项目计划书内容（供参考） 

 项目背景：描述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产品功能规划：阐述项目的功能、特色，核心优势等； 

 技术层面：产品技术架构、创意前瞻性等； 

 商业模式：运营模式、盈利模式、发展规划等； 

 团队介绍：项目主负责人及核心成员的履历介绍，公司/团队架

构，以及合作伙伴资源等； 

 项目原创性声明：承诺提交方案及成果的原创性和真实性，若由

此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如有涉密及敏感性信息等，可酌情调整后提交计划书。 

2.作品提交格式 

 【必选】项目计划书以PDF或PPT的格式提交，文件大小100MB以

内； 

 【可选】为更好的阐述方案，如有其它必要材料（如代码、安装

包、可执行文件、演示视频等），可压缩包形式提交；文件命名

【院校名+队伍名+作品名】。 

3.作品提交周期  

初赛作品提交周期为赛题发布日起的约两个月内。 

高校创新应用赛发布日为6月9日，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7月31日

23:59（8月1日-8月14日为作品集中评审期），8月18日公布入围决

赛团队名单。 

合作院校作品如有其它提交时间需求，可联系赛事组委会。 

（二）决赛 

可在初赛提交作品基础上进行优化和调整，详情以届时双方沟

通结果为准。 



六、评审规则 

（一）赛道初赛 

1. 初赛流程 

由讯飞开放平台、“讯飞A.I.开发者大赛-高校创新应用赛”组

织委员会等专业机构的技术专家和高校评委针对参赛团队提交的作

品方案进行闭门式的综合打分，选取前8支队伍进入决赛并于官网进

行名单公示，最终以指定的线下或线上形式进行项目路演。 

2. 初赛作品方案评审标准 

1) 可行性（20分）：方案对赛题的理论可实现性，资源开销，对外

部资源（如服务器）依赖情况； 

2) 功能完备程度（30分）：思考全面，无功能缺失，尤其是对要解

决的核心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完善； 

3) 创新性（20分）：有不同于市面上已有产品的新思考，角度新颖，

解决方案独特； 

4) 商业价值（10分）：具备良好的商业前景，能够创造市场效益；  

5) 市场策略（10分）：运营模式、盈利模式及发展规划思路清晰且

可落地； 

6) 应用前景（10分）：产品/解决方案是行业/用户的真实需求，要

解决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关注度。 

（二）赛道决赛 

1. 决赛评审流程 

参赛者面向观众与评委，以线上或线下的形式，结合答辩演讲

PPT做实操演示和思路分享；评委根据评分标准，结合多维度权重给

出得分；根据分数排名，选出赛道三甲团队。 

2. 决赛路演评审标准 

1) 功能实现情况（30分）：能覆盖初赛时所提及的所有规划功能，

从项目进展情况分享产品及方案效果； 

2) 技术水平（30分）：项目产品的技术水平较高，具备一定的创新

性、应用性，系统设计合理，具备可扩展性等； 

3) 市场接受度（20分）：产品及方案解决实际问题和需求，能在真

实用户场景中发挥作用； 

4) 文档及演示视频的清晰度（20分）：文档思路清晰，可读性高，



表达顺畅；演示视频逻辑清晰，展示效果良好。 

七、其它 

本通知所涉及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归2022年科大讯飞A.I.开发

者大赛组委会所有。意见建议、赛事合作欢迎联系我们。 

1. 组委会联系方式：AICompetition@iflytek.com 

2. A.I.大赛院校合作-张老师 

电话：13085001730（微信同号，添加请备注来意） 

邮箱：cyzhang26@ifly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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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在线编程赛”方案 

一、活动规则 

（一）在线编程赛规则 

1.编程赛题目将于每日10:00更新，自6月9日开赛，每日更新一

题、持续六十天。 

2.完成当天编程赛题、提交结果成功运行，可获得积分 

3.每日赛题仅当天答题可获得积分；往期题目可持续答题，但

不获得积分。 

4.编程赛的成绩排行榜将以月度为节点刷新，每月排行榜前三

名以阶梯获得积分，分别为5*N、3*N、N（N为本月赛题数量）。 

（二）成绩排行榜规则 

1、积分规则:简单题10分/题，中等题15分/题，困难题20分/题。 

2、月计分周期：每月1号至该月份最后一天。 

3、累计得分相同的选手，排行榜排序会按照各选手在该周期获

取分数的平均时间进行排序，用时最短的选手排名靠前。 

二、报名参赛方式 

在线编程赛网址：http://challenge.xfyun.cn/programming_c

ontest?ch=ds22-xf-aiitcoding 

登录在线编程赛，点击“题目列表”的赛题，在OJ页面答题选

手可选择熟悉的编程语言答题。 

三、奖项设置 

1.积分兑换奖品 

参与完成在线编程赛获取积分，可在大赛官网活动中心兑换奖

品。 

积分规则及更多积分获取方式详见“活动中心-积分任务”说明：

http://challenge.xfyun.cn/activity-center 

2.参赛证书  

通过上文专属报名链接报名参加在线编程赛的同学，参与全部

在线编程题（60道）可向赛事组委会申请领取特别参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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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 

本通知所涉及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归2022年科大讯飞A.I.开发

者大赛组委会所有。意见建议、赛事合作欢迎联系我们。 

1. 组委会联系方式：AICompetition@iflytek.com 

2. A.I.大赛院校合作-张老师 

电话：13085001730（微信同号，添加请备注来意） 

邮箱：cyzhang26@ifly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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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022 年科大讯飞 A.I.开发者大赛“算法赛”简介 

欢迎登录大赛官网了解四十余道算法挑战赛的具体赛事任务及

参赛奖励。科大讯飞A.I.开发者大赛官网：http://challenge.xfyu

n.cn/?ch=ds22-xf-aiit 

部分赛题概览： 

算法赛赛题名称 命题方 

基于多模态信息的音视频语音唤醒挑战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于多模态信息的音视频语音识别挑战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音视频语音增强挑战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辣椒病虫害图像识别关键算法 中国农业大学 

辣椒病虫害图像识别关键算法 中国农业大学 

磁共振造影图像中脑血管结构的分割 北京科技大学 

基于可见光图像的柑橘花果梢识别 华南农业大学 

考虑时空依赖及全局要素的城市道路交通流

量预测挑战赛 
北京林业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海面船舶目标检测与识

别 
上海海事大学 

神经影像分析与疾病预测挑战赛 安徽大学 

领域迁移机器翻译挑战赛2.0 小牛翻译 

LED灯的色彩和均匀性检测 南京海帆数据 

基于小样本的异常检测任务 炬视科技 

智能家居使用场景识别挑战赛 荣事达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松林变色立木提取挑战赛 长光卫星 

稀疏角度CT投影重建 美亚光电 

低资源机器翻译 科大讯飞 

机器翻译质量评估 科大讯飞 

阿拉伯语图文识别 科大讯飞 

印地语图文识别 科大讯飞 

本通知所涉及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归2022年科大讯飞A.I.开发

者大赛组委会所有。意见建议、赛事合作欢迎联系我们。 

3. 组委会联系方式：AICompetition@iflytek.com 

4. A.I.大赛院校合作-张老师 

电话：13085001730（微信同号，添加请备注来意） 

邮箱：cyzhang26@ifly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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