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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DJI 开发者大赛比赛官方规则 

 

简介： 
 

大疆创新开发者平台成立以来，我们竭尽全力帮助开发者发掘无人机潜能，成功创建了无人机生

态圈。一年一度的 DJI 开发者大赛将这一理念进一步推进，在这里，开发者们可尽情施展才华，推动

科技创新。 

在过去几年里，开发者大赛的参赛者们成功拓展了无人机的运用领域，将无人机运用于交通、巡

检及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无人机的运用如此之广阔，在 2016 年的开发者大赛中，我们将着眼于解

决特定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推动科技进步，为世界创造价值。 

 

场景： 

 

今年，大疆创新将为开发者们提供在搜救领域应用无人机技术的机会。迅速定位幸存者是搜救领

域中重要的一环，无人机技术非常适合运用于搜救领域，但经常受距离所限，并需要有经验的飞手进

行操控。本次大赛旨在消除这些障碍，让无人机在行驶中的汽车上起飞和降落，同时自动搜寻及定位

幸存者，并进行信息反馈。 

此方案能够极大地缩短定位幸存者所需的时间，同时减少搜救者在灾区的停留时间，保证搜救者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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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2016 开发者大赛面向学生、开发者、科学家及技术专家，他们可与行业领导者通力合作，为未来

搜救领域打造智能解决方案。 

 参赛者们在本次大赛中需要开发先进技术，让无人机（大疆创新经纬 M100）实现在行驶中的汽

车（福特 F150）上起飞及降落，进行目标识别及躲避障碍物。 

  大疆创新将为参赛者提供经纬 M100 飞行平台、禅思 X3 云台相机（搭载 4K 相机的云台）、妙算

（机载计算机）、Guidance（提供 5 个方向的深度感测），以及与 iOS 及安卓系统兼容的 Mobile SDK，

Guidance SDK 和 Onboard SDK。 

大赛设置了若干选拔环节。每一轮选拔均需要参赛队提交项目进展资料，最出色的队伍进入下一

轮选拔。第一轮选拔结束之后，参赛队将获得相应的硬件支持，继续完成项目开发。 

决赛中，若参赛队伍能够成功识别并定位目标、在行驶中的 F150 上降落，并与 F150 的车载显示

系统进行互动，则可获得加分，总分最高的队伍将胜出，若分数相同，则完成任务所需时间最短的队

伍将成为最终赢家。 

获胜队伍将获得十万美元奖金。 

 

任务 

经纬 M100 必须自动完成以下任务 

1) 从行驶中的汽车上起飞(福特 F150) 

2) 在“搜寻区域”中巡航，搜集“幸存者”的 ID 及地点信息。 

3) 将以上信息反馈至福特 F150 汽车中的 iOS 或安卓移动设备中。 

4) 返回并降落在汽车上。 

 

赛场布局 

1. 搜寻区域占地面积在 30 x 30 米及 50 x 50 米之间。汽车会沿着特定路线在搜寻区域前面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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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搜寻区域中有幸存者、障碍物及碎片杂物 

幸存者： 共有五名幸存者， 由搜寻区域中的 AprilTags 表示。 

障碍物： 障碍物将干扰无人机的搜寻。障碍物高度将高于识别 AprilTags 的所需高度 

碎片杂物：家具、树木、箱子等模型。 

 

3. 将于汽车（福特 F150）标记上 AprilTag，作为目标降落点。 

 

具体任务 

1) 任务开始前 

a. 参赛队收到搜寻区域 GPS 坐标 

b. 参赛队收到汽车出发地点的 GPS 坐标 

c. 参赛队收到汽车行驶路线的大致 GPS 坐标 

d. 参赛队收到降落点的 GPS 坐标 

 

2) 起飞 

a. F150 开始启动。 

b. 经纬 M100 必须在一分钟内从达到指定速度的 F150 上起飞。 

c. 从按下起飞键开始任务计时。 

d. 飞机起飞后，F150 将返回并停在出发点。（或在搜寻任务进行中返回至出发点） 

 

3) 数据收集及分析 

a. 经纬 M100 须在搜寻区域识别并定位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b. 以识别 AprilTag 来作为找到幸存者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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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一位幸存者被找到的时间都需要在 App 上记录和展示。 

d. 成功识别和定位 AprilTag 可获得加分 

e. 识别和定位错误 AprilTag 则被扣分。 

 

4) 降落 

a. 起飞后两分钟内不得下降。 

b. 参赛队可选择在行驶的汽车、静止的汽车或地上降落。 

1. 在行驶的汽车上降落可获得额外加分。 

2. 每一个参赛队可向 F150 司机发送一次“开车”和一次“停车”指令。 

3. “开车”指令只能在经纬 M100 处于搜寻区域中时发出，这也是在行驶汽车上降落

的唯一方式。 

4. 参赛队能够在任务中改变降落策略。 

c. 当经纬 M100 电机停止转动时，计时停止。 

 

总规则 

1) 全程须自动飞行，不可通过遥控器摇杆控制飞机。起飞和降落必须通过移动端的 app 界面

按键触发，或通过 F150 的车载交互界面端触发。 

 

2) 只能使用安装在经纬 M100 中的一枚 TB47 智能飞行电池完成整个任务。 

 

3) 经纬 M100 是任务指定使用设备。 

 

4) 识别幸存者的 AprilTags 靶标，将实时图像发送至 F150。 

 

5) 允许搭载使用第三方设备（如传感器，计算机等） 

 

6) 只有一名参赛者（经纬 M100 飞手）可以跟随 F150，但必须全程留在 F150 车内。 

 

7) 裁判可出于安全考虑，随时要求中断任务。 

a. 经裁判允许，可获得重试机会，但取决于裁判判断。 

 

8) 开车/停车指令须通过经纬 M100 飞手口头告知汽车司机 

a. “停车”指令一旦发出，飞行器降落至行驶中的汽车时将不会获得加分。 

 

9) 移动设备 App: 

a. 必须支持 Chromecast 或 iOS AirPlay Mirroring，可进行投影显示。 

b. 必须显示所识别的目标及地点。 

c. 只能支持以下任务控制按钮： 

i. 任务开始——只能用于开始任务 

ii. 放弃降落——只能用于放弃降落，但不会终止任务。 

iii. 放弃任务——只能用于立即停止经纬 M100 任务，并将飞机原地悬停，等待飞手

手动控制。 

d. 必须设置放弃任务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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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得分点 分数 

成功识别幸存者 AprilTag ID   +1 

成功定位幸存者 AprilTag （误差 5 米以内） +1 

错误识别幸存者 AprilTag ID  -1 

成功降落在静止汽车上 +11 

选择在行驶中的汽车上降落将额外加分 +9 

成功降落在地上 +3 

使用福特 API 启动任务 +5 

• 如果队伍分数相同，则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 

• 无人机成功降落，任务执行中止或坠落则表示任务结束；如果降落失败，则按从

起飞到识别并定位最后一个幸存者的 AprilTag 所需时长计算任务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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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流程: 
 

第一轮所需上传材料（截止日期：2016.3.10） 

1. 队伍名称 

2. 队员信息 

a. 队长 

b. 成员简介 

3. 技术方案 

a. 开发设计方案 

b. 技术可行性分析 

c. 开发工作日程表 

d. 队员角色与任务分配 

e. 参考材料 

 

第二轮所需上传材料（截止日期：2016.5.3） 

1. 视频  

a. 移动 AprilTag 的检测和定位（移动时长至少延续 30 秒） 

 

2. 进度报告当前状况 

a. 具体实施细节 

b. 遇到的问题 

c. 针对问题改善后的开发计划（请列明所参考材料） 

 

第三轮所需上传材料（截止日期：2016.7.11） 

1. 视频  

a. 经纬 M100 降落在 AprilTag（移动的 AprilTag 更有利于筛选）上 

b. 经纬 M100 在寻找 AprilTag 的过程中显示避障能力 

 

2. 进度报告 

a. 当前状况 

b. 具体实施细节 

c. 遇到的问题  

针对问题改善后的开发计划（请列明所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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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设备 

1. 对获得进入第二轮比赛资格的队伍 

a. 经纬 M100、妙算、Guidance、禅思 X3 相机 

b. 福特 API 库和模拟器 

c. 示意“幸存者”和车子的示例 AprilTags  

2. 对获得进入第三轮比赛资格的队伍 

a. 额外的电池 

 

设备置换政策 

1. 不同比赛阶段的晋级队伍将获得相应的大疆开发平台套件以及相应配件。 

2. 如参赛队伍在开发过程中设备部件受损，提出申请并提供合理证明材料后，DJI 将提供一整套

开发平台套件（包括经纬 M100+妙算+Guidance+禅思 X3 相机），以及多至两套螺旋桨和机臂进

行替换。 

3. 如需更多替换件，可使用 DJI 教育折扣自行购买。  

 

奖金 

1) 根据评分标准，仅有一支参赛队伍获胜并获得十万美元的奖金 

2) 获胜队伍将在决赛当日公布 

3) 更多问题详情见 2016 DJI 开发者大赛条款与条件  

 

注意事项 
第一轮淘汰赛过后，将公布比赛时汽车的行驶速度，预计速度小于等于 9米每秒。 

比赛官方规则将根据晋级队伍进度报告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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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 

2016 年 2 月： 

版本 2.0：官方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