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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DOBOT 智造大挑战—航天英雄挑战赛

竞赛规则

一、赛项介绍

（一）赛项名称

DOBOT 智造大挑战—航天英雄挑战赛

（二）比赛场地效果图

小学组比赛场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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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比赛场地效果图

高中组比赛场地效果图

大学组比赛场地效果图

二、赛项背景

载人航天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之一，它的发展

取决于整个科技水平的发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于 1992 年 9 月 21 日

由中国政府批准实施，代号“921 工程”，是中国空间科学实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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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工程之一。

目前，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开始建设天

宫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这标

志着我国对于宇宙的探索正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同时也极大激发了

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祖国、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

以中国同类航天产品中复杂度最高、规模最大、控制精度最高的

机械臂结合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智能感应等先进技术打造的空间智

能机械系统在空间站的建设、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竞赛方式

（一）赛项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组别。

（二）每支参赛队伍由 1-2 名教师和 2-4 名选手组成。参赛所

使用设备由参赛队伍自行准备。

（三）竞赛分组

小学组：2-4 名小学学生

初中组：2-4 名初中学生

高中组：2-4 名高中学生

大学组：2-4 名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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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项概要

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理念和目标，在青少年阶段

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创新应用，DOBOT 智造大

挑战机器人挑战赛以此为契机，推出以“载人航天工程”为主题的赛

事项目。

将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技术融入到竞赛中，以智能化科技手段

助力载人航天工程为目标，以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为导向。通过竞

赛项目，在青少年阶段普及航天知识，弘扬科研精神，促进参赛学生

对载人航天工程的兴趣。让学生在比赛实践中体验人工智能技术的丰

富魅力，感受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学习、生活的重要作用。引导青少

年掌握人工智能创新技术，提高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成为科技创新

的推动者。

赛项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组别，赛项将结合智能机

械臂的 AI 识别、自主控制、机器运动、人机协作及无人驾驶小车的

路径规划等多种技术相融合来模拟空间站的空间智能机械系统承担

的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舱段转位、舱外货物搬运、舱外状态检查、

舱外大型设备维护等任务。

选手需要按照赛题要求编写智能机械臂、智能小车等设备的应用



5

控制程序，或者通过人机协作配合遥控手柄完成赛题要求的各项基本

任务。比赛涉及机器人手柄遥控、智能控制、精准定位、多传感器协

同、机械臂移动路径规划、AI 图像识别等多种技术，考察学生对智能

机械系统的应用能力、自身的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素养。

五、机器参数标准

（一）机械臂

1. 性能要求

机械臂至少满足四个自由度，重复定位精度不小于±0.2mm，有

效荷重不少于 250g，重量不大于 4kg，支持 USB、Bluetooth 等通信。

轴 1 底座工作范围不小于-90°到+90°，轴 2 大臂工作范围不小于

0°到+80°，轴 3 小臂工作范围不小于-10°到+85°，轴 4 旋转工

作范围不小于-90°到+90°。

2. 尺寸

底座尺寸不大于 158mm×158mm（长×宽），最大拉伸距离不低

于 320mm。

3.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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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臂至少满足四个自由度，故至少四个电机。

4. 传感器

机械臂需要支持光电传感器以及颜色传感器，禁止使用带危险性

传感器，如激光类传感器。相同功能类型的传感器数量不超过 3 个，

例如无论是光感、黑标还是颜色传感器，只要用于识别颜色，都会被

认为是相同类型的传感器。

5. 摄像头

机械臂支持末端 AI 摄像头，摄像头数量不超过 1 个。

6. 电源

机械臂电源输出电压不得超过 12V。

7. 遥控手柄要求

能与机械臂建立连接，独立操作机械臂。

8. 摆放说明

机械臂本体与地面接触的面积不得大于 158mm×158mm，接出的

设备面积不作限制。机械臂底座必须与地图完全接触，不得以任何物

体垫高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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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人驾驶小车

1. 性能要求

无人驾驶小车必须使用金属材质作为车壳，只能由两个电机提供

驱动力，不允许使用履带式车轮，车轮材质不限。小车应具备某一种

可以支持装载及卸载的平台装置。

2. 平台装置尺寸说明

平台装置面积不大于 120mm×102mm（长×宽），平台以上的挡

板高度不得大于 15mm。平台水平状态下，不能超出车轮 5mm 以上。

3. 尺寸

无人驾驶小车尺寸不大于 210mm×185mm×79mm（长×宽×高）。

小车整体垂直投影不得超出小车允许的最大尺寸。

4. 电机

直流减速电机，带编码器，空转转速小于 250 转/分钟。可实现

闭环控制，驱动轮直径 67±3mm，单个电机独立驱动单个着地的轮子，

提供驱动力的电机只能有两个。无人驾驶小车上电机数量不超过 6 个。

5.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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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需要支持检测地表颜色、巡线、检测前方障碍物等功能，小

车禁止使用集成类传感器，如循迹卡、灰度卡等。禁止使用带危险性

传感器，如激光类传感器。相同功能类型的传感器数量不超过 6 个，

例如无论是光感、黑标还是颜色传感器，只要用于检测地面黑线，都

会被认为是相同类型的传感器。

6. 电源

无人驾驶小车工作电压不得大于 7.4V。

（三）全向智能移动平台

1. 性能要求

平台整机重量不大于 5kg，最大负载不超过 5kg，移动速度不高

于 1m/s。支持 2.4G 遥控、有线连接控制、蓝牙连接控制、离线脚本

控制等控制方式。

2. 尺寸

全向智能移动平台尺寸不大于 463*293*125mm（长*宽*高）。平

台应具备一个机械臂安装槽，用于搭载机械臂。

3.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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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有刷电机，带编码器。驱动轮为麦克纳姆轮，单个电机独立

驱动单个着地的轮子，提供驱动力的电机只能有 4 个。

4. 传感器

平台支持超声波传感器、陀螺仪等，禁止使用带危险性传感器，

如激光类传感器。相同功能类型的传感器数量不超过 4 个，例如无论

是光电还是超声波传感器，只要用于检测障碍物，都会被认为是相同

类型的传感器。

5. 摄像头

平台支持底盘 AI 摄像头，摄像头数量不超过 1 个。

6. 电源

全向智能移动平台的额定电压不大于 12V，额定功率不高于 6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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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赛场地及任务

（一）小学组竞赛内容

1. 小学组竞赛场地

竞赛场地长宽为 1400mm*1400mm，场地分为核心舱、宇航员舱

室、启动&结束区、仓储区-生活物资、仓储区-建设物资、仓储区-

废弃物、仓储区-推进剂、物资放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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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1) 物资说明

设置宇航员和 4 种物资（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废弃物），

均以积木块代替（规格为 25mm×25mm×25mm），通过积木贴纸区分。

3 种颜色的宇航员各一个；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三种物资

的总数为 12 个；废弃物的数量若干（任务卡现场确定）。

物资——示意图

(2) 自动区域&手动区域

地图上共有四块比赛区域，分别对应①、②、③、④四个编号。

其中①、③号区域为手动区域，用于进行手动环节；②、④号区域为

自动区域，用来进行自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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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区域——示意图

自动区域——示意图

(3) 核心舱

每个区域均有一个核心舱，尺寸为 158mm*158mm。机械臂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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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在核心舱内。

核心舱——示意图

(4) 宇航员舱室

每个区域均有一个宇航员舱室。宇航员舱室是宽度为 30mm 的圆

弧。比赛开始之前，宇航员需放置在宇航员舱室内。

宇航员舱室——示意图

(5) 启动&结束区

每个区域均有一个启动&结束区。启动&结束区是直径 35mm 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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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区域。

(6) 仓储区

每个区域均有四个仓储区，尺寸均为 80mm*80mm，分别是仓储

区-生活物资、仓储区-建设物资、仓储区-废弃物、仓储区-推进剂，

分别用来放置生活物资、建设物资、废弃物、推进剂。

仓储区-生活物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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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区-建设物资——示意图

仓储区-废弃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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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区-推进剂——示意图

(7) 物资放置区

每个区域均有一个物资放置区。物资放置区为 2 个对称的扇形区

域，分布 12 个 25mm×25mm 的格子。

物资放置区——示意图

2. 小学组竞赛任务

小学组竞赛任务需要选手通过机械臂完成一系列的竞赛任务。比

赛分为自动控制环节（参赛选手通过编程控制机器人，根据任务卡完

成相应的比赛任务）和手动遥控环节（参赛选手通过操作遥控手柄控

制机器人，根据任务卡完成相应的比赛任务），两个环节同时进行，

且任务相同。在 3 分钟的时间内根据完成的任务，计算得分。

(1) 宇航员出舱

将三个宇航员放到指定仓储区（任务卡公布），激活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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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废弃物

将仓储区中的废弃物（任务卡公布）收集到仓储区-废弃物。

(3) 物资安放

将物资放置区中的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任务卡公布）

按类别放置到对应仓储区。

(4) 宇航员返舱

将仓储区中的三个宇航员放回宇航员舱室。

3. 小学组任务卡

自动控制环节和手动遥控环节使用同一题卡。任务卡上有 12 个

物资的摆放位置及对应颜色，3 个宇航员的出舱摆放位置及废弃物的

起始位置&数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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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任务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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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中组竞赛内容

1. 初中组竞赛场地

场地尺寸为 1650mm×1400mm，场地分为核心舱、货运飞船、核

心舱仓储区、空间站-停靠区、发射场、着陆场、宇航员中心。

初中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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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资说明

设置宇航员和 4 种物资（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废弃物），

均以积木块代替（规格为 25mm×25mm×25mm），通过积木贴纸区分。

3 种颜色的宇航员各一个；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三种物资

的总数为 24 个；废弃物的数量若干（任务卡现场确定）。

物资——示意图

(2) 核心舱

核心舱尺寸为 158mm*178mm。此为地图上机械臂的摆放区域，

正式比赛时，机械臂必须摆放在该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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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舱——示意图

(3) 货运飞船

货运飞船分为两部分。蓝色区域（尺寸为 125mm*75mm），将以

3*4 的双层方阵的形式摆放 24 个物资，物资的具体组成和排列顺序

由赛前任务卡公布；黑色区域（尺寸为 125mm*175mm），由参赛队员

随机摆放 3 种颜色的宇航员各一个。

货运飞船——示意图

(4) 核心舱仓储区

核心舱仓储区由红、绿、蓝三个区域组成，每个区域的尺寸均为

130mm*80mm，分别用来放置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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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舱仓储区——示意图

(5) 空间站-停靠区

空间站-停靠区为地图上含红色粗线的虚线框，尺寸为

2500mm*200mm。

空间站-停靠区——示意图

(6) 发射场

发射场为地图上含黑色粗线的虚线框，尺寸为 2500mm*200mm。

发射场——示意图

(7) 着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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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场为地图上含绿色粗线的虚线框。地图上有 2 个着陆场，分

别为着陆场 1、着陆场 2，尺寸均为 2500mm*200mm。

着陆场 1——示意图

着陆场 2——示意图

(8) 宇航员中心

宇航员中心的尺寸为 180mm*125mm,比赛时可存在高 35mm 的围

栏。

宇航员中心——示意图

2. 初中组竞赛任务

初中组选手需要通过机械臂和无人驾驶小车的协作完成一系列

竞赛任务。参赛选手需要编写程序控制一台机械臂、一台无人驾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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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等设备完成物资的抓取、搬运、识别、码放、运输与卸载，在 6 分

钟的时间内以完成任务计算得分最终判定胜负。

(1) 飞船启航

载人飞船（小车）从发射场出发到达空间站-停靠区。

(2) 宇航员出舱

将货运飞船中的三个宇航员（由参赛选手自行将宇航员摆放在货

运飞船内，裁判有权在比赛开始之前调整宇航员的摆放位置）放到对

应的区域内（任务卡公布）激活空间站。

(3) 收集废弃物

将核心舱仓储区中的废弃物收集到货运飞船。

(4) 物资安放

将货运飞船中的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按类别放置到对应

的核心舱仓储区（物资组成&排列顺序由任务卡公布，裁判有权在比

赛开始之前调整物资的摆放位置）。

(5) 宇航员返舱

将三个宇航员移动到载人飞船（小车）。

(6) 飞船返航

载人飞船（小车）沿路线到达指定着陆场（任务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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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宇航员着陆

载人飞船（小车）到达着陆场之后，把宇航员卸载到宇航员中心。

3. 初中组任务卡

任务卡上有 24 个物资的组成&排列顺序、宇航员出舱的位置、废

弃物的起始位置&数量、飞船返航的着陆位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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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任务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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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组竞赛内容

1. 高中组竞赛场地

场地尺寸为 1650mm×1400mm，场地分为核心舱、货运飞船、核

心舱仓储区、空间站-停靠区、发射场、着陆场、宇航员中心。

高中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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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资说明

设置宇航员和 4 种物资（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废弃物），

均以积木块代替（规格为 25mm×25mm×25mm），通过积木贴纸区分。

3 种颜色的宇航员各一个；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三种物资

的总数为 30 个；废弃物的数量若干（任务卡现场确定）。

物资——示意图

(2) 核心舱

地图上有两个核心舱，尺寸均为 158mm*178mm。此为地图上机

械臂的摆放区域，正式比赛时，机械臂必须摆放在该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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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舱——示意图

(3) 货运飞船

地图上有两个货运飞船，尺寸均为 125mm*125mm。比赛开始时，

其中一个货运飞船将以 3*5 的双层方阵形式摆放 30 个物资，物资的

具体组成和排列顺序由赛前任务卡公布。另一个将随机摆放 3 种颜色

的宇航员各一个。

货运飞船——示意图

(4) 核心舱仓储区

核心舱仓储区由红、绿、蓝三个区域组成，每个区域的尺寸均为

130mm*80mm，分别用来放置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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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舱仓储区——示意图

(5) 空间站-停靠区

空间站-停靠区为地图上含红色粗线的虚线框。地图上有 2 个空

间站-停靠区，尺寸均为 2500mm*200mm。

空间站-停靠区——示意图

(6) 发射场

发射场为地图上含黑色粗线的虚线框，尺寸为 2500mm*200mm。

发射场——示意图

(7) 着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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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场为地图上含绿色粗线的虚线框。地图上有 2 个着陆场，分

别为着陆场 1、着陆场 2，尺寸均为 2500mm*200mm。

着陆场 1——示意图

着陆场 2——示意图

(8) 宇航员中心

宇航员中心的尺寸为 180mm*125mm,比赛时可存在高 35mm 的围

栏。

宇航员中心——示意图

2. 高中组竞赛任务

高中组选手需要通过机械臂和无人驾驶小车的协作完成一系列

复杂的竞赛任务。参赛选手需要编写程序控制两台机械臂、一台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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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小车等设备完成物资的抓取、搬运、识别、码放、运输与卸载，

在 8 分钟的时间内以完成任务计算得分最终判定胜负。

(1) 飞船启航

载人飞船（小车）从发射场出发到达空间站-停靠区。

(2) 宇航员出舱

将指定货运飞船中的三个宇航员（由参赛选手自行将宇航员摆放

在指定货运飞船内，裁判有权在开始比赛之前调整宇航员的摆放位置）

放到指定的区域内激活空间站（宇航员的起始、放置位置由任务卡公

布）。

(3) 收集废弃物

将核心舱仓储区中的废弃物收集到货运飞船。

(4) 物资安放

将指定货运飞船中的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按类别放置到

对应的核心舱仓储区（物资摆放位置&组成&排列顺序由任务卡公布，

裁判有权在比赛开始之前调整物资的摆放位置）。

(5) 宇航员返舱

将三个宇航员移动到载人飞船（小车）。

(6) 飞船返航



33

载人飞船（小车）沿路线到达指定着陆场（任务卡公布）。

(7) 宇航员着陆

载人飞船（小车）到达着陆场之后，把宇航员卸载到宇航员中心。

3. 高中组任务卡

任务卡上有 30 个物资的摆放位置&组成&排列顺序、宇航员的起

始&出舱位置、废弃物的起始位置&数量、飞船返航的着陆位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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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任务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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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组竞赛内容

1. 大学组竞赛场地

场地长宽为 2600mm×1850mm，场地分为发射场、着陆场、空间

站-停靠区、核心舱、物资放置区、临时放置区、仓储区-生活物资、

仓储区-建设物资、仓储区-推进剂、仓储区-废弃物。

大学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1) 物资说明

设置宇航员（40mm×40mm×40mm 的立方体）和 4 种物资（生活

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废弃物；25mm×25mm×25mm 的积木块），

通过积木贴纸区分。3 种颜色的宇航员各一个；生活物资、建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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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剂及废弃物，四种物资的总数为 16 个（任务卡现场确定）。

物资——示意图

(2) 发射场

发射场——示意图

(3) 着陆场

着陆场——示意图

(4) 空间站-停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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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停靠区——示意图

(5) 核心舱

核心舱尺寸为 158mm*158mm。此为地图上机械臂的摆放区域，

正式比赛时，机械臂必须摆放在该区域内。

核心舱——示意图

(6) 物资放置区

地图上有 2 个物资放置区，每个物资放置区以 2*4 的矩阵均匀分

布 8 个 25mm×25mm 的格子，共计 16 个。比赛开始时，其中将摆放

16 个物资，物资的具体组成和排列顺序由赛前任务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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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放置区——示意图

(7) 临时放置区

临时放置区在比赛时可存在最多两个置物盒，用于中转物资。

临时放置区——示意图

(8) 仓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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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共有四个仓储区，分别是仓储区-生活物资、仓储区-建

设物资、仓储区-废弃物、仓储区-推进剂，分别用来放置生活物资、

建设物资、废弃物、推进剂。每个仓储区在比赛时可存在最多两个置

物盒，用于承接物资。

仓储区-生活物资——示意图

仓储区-建设物资——示意图

仓储区-推进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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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区-废弃物——示意图

(9) 置物盒

参赛队伍需要在检录要求范围内自行设计置物盒的模型，模型的

具体形状不作规定，参赛队伍可发挥自己的创意进行创作，模型不可

粘贴在赛台上。赛前将对参赛队伍设计的置物盒模型进行检录，不符

合标准的模型将不允许带入赛场参赛。

检录标准如下：

1) 规格要求：尺寸不超过 100mm*100mm*100mm（长*宽*高）。

2) 允许误差：模型的壁厚包含在规格要求中，模型长宽高的误

差在±3mm 以内，超过误差范围内的模型将不允许使用。

3) 材质要求：置物盒模型必须使用无污染、可回收的材质，如

塑料、亚克力板、卡纸等。

2. 大学组竞赛任务

大学组参赛选手需要编写程序控制两台机械臂、一台全向智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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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平台等设备完成物资的抓取、搬运、传送、识别、运输与卸载，在

15 分钟的时间内以完成任务计算得分最终判定胜负。

(1) 飞船启航

载人飞船（移动平台）携带三个宇航员从发射场出发到达空间站

-停靠区。

(2) 宇航员出舱

将载人飞船（移动平台）中的三个宇航员放到指定的区域激活空

间站（放置位置由任务卡公布）。

(3) 物资搬运

将物资放置区内的各项物资放置到临时放置区。

(4) 基站建设

使用载人飞船（移动平台）运送临时放置区内的各项物资到对应

仓储区，建设空间站。

(5) 宇航员返舱

载人飞船（移动平台）回收三个宇航员。

(6) 飞船返航

载人飞船（移动平台）沿路线到达着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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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组任务卡

任务卡上有 16 个物资的组成&排列顺序、宇航员的出舱位置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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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任务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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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竞赛规则

（一）抽签、检录、搭建与调试

1. 抽签

每支队伍将在入场前进行编号抽签，例如编号 A-01。正式比赛

时，各队伍需要按照官方公布的场次表进行比赛。

2. 检录

参赛选手进入候场区时必须进行检录，检录分为参赛选手身份检

录和参赛设备检录。身份检录时参赛选手需主动提供身份证明信息，

设备检录时参赛选手需要主动展示自己制作的创意设计改装工件。裁

判或者工作人员会在通过检录的设备上粘贴组委会统一制作的标签，

擅自撕毁标签将取消比赛资格。

3. 搭建

通过检录的参赛选手进入比赛区后，将有统一的准备时间。在准

备时间内，仅允许参赛选手摆放设备，整理连接线，不允许进行调试。

准备时间即将结束前，裁判将会开始进行任务卡的抽签。

4. 抽取任务卡



45

每轮每批次上场赛队开始调试前，由裁判安排抽取本轮本批次比

赛的任务卡，并公布任务卡内容。

5. 调试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调试时间为 1 小时，现场裁判

统一计时。当调试时间截止时，参赛队员应立即停止调试。若队伍违

反规则继续进行调试，将直接取消比赛资格。经裁判示意后，参赛选

手摆放积木块并在两分钟内开始比赛。

（二）比赛

1. 比赛安排

各参赛队需要根据抽签结果，依次上场比赛。

小学组比赛时间为 3 分钟，自动控制、手动遥控环节同时进行。

初中组比赛时间为 6 分钟。

高中组比赛时间为 8 分钟。

大学组比赛时间为 15 分钟。

比赛时间结束时，参赛选手必须停止所有操作，由裁判记录最终

得分。若参赛选手提前完成比赛，裁判将会记录比赛时间。

2. 启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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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开始前，参赛队需按照赛事及任务卡要求，正确摆放好器材

和积木块等比赛物品，经裁判确认符合赛事要求后，方才可以进行启

动。

(1) 小学组

机械臂末端需要停留在对应的启动&结束区内，积木块需按照任

务卡要求摆放好，经裁判确认符合赛事要求后，等待裁判“3、2、1，

开始”的倒计时口令。

(2) 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

一名参赛选手将无人驾驶小车（或全向智能移动平台）置于发射

场内，另一名参赛选手靠近电脑鼠标或者传感器，其他人员一律站立

于赛台两侧。积木块需按照任务卡要求摆放好，经裁判确认符合赛事

要求后，等待裁判“3、2、1，开始”的倒计时口令。

3. 提前结束比赛的标志

(1) 小学组

比赛时，参赛队员若提前完成比赛或者想提前结束比赛，需满足

条件：机械臂末端稳定停留在对应的启动&结束区内。

(2) 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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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参赛队员若提前完成比赛或者想提前结束比赛，需满足

下述条件之一：

①机械臂和无人驾驶小车（或全向智能移动平台）自动停止程序。

②机械臂或无人驾驶小车（或全向智能移动平台）不能正常运行，

参赛选手可主动申请提前结束比赛，经裁判确认后，停止比赛，记录

比赛时间。参赛选手不得故意通过编程，控制小车（或移动平台）不

进行比赛任务，以此来提前结束比赛。

4. 重启说明

(1) 小学组

当机械臂在比赛开始后 30 秒内无法正常完成比赛任务时，可向

裁判申请唯一一次重启机会。由裁判决定重启申请是否通过，比赛中

出现的状况以裁判判决为准。申请重启通过的队伍需要听从裁判安排，

延迟比赛。

(2) 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

当小车（或移动平台）或者机械臂在比赛开始后 2 分钟内无法正

常完成比赛任务时，可向裁判申请唯一一次重启机会。由裁判决定重

启申请是否通过，比赛中出现的状况以裁判判决为准。若队伍申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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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通过，可获得 10 分钟的重启时间。重启时间结束后，由裁判示意

参赛选手摆放积木块并在 2 分钟内进行比赛。

5. 取出故障设备

比赛时，无人驾驶小车（或全向智能移动平台）发生故障，即小

车（或移动平台）脱离巡线或与其他器材相撞等情况出现时，参赛选

手可主动向裁判申请进行手动取出，经裁判确认示意后可取出故障小

车（或移动平台），且不能触碰除故障小车外的任何物品（如时间不

足，比赛结束后需经裁判复议确认）。取出的小车（或移动平台）需

立即关闭电源，摆放在赛台上。

（三）得分规则

1. 小学组

(1) 宇航员出舱得分

将宇航员从宇航员舱室放置到对应的仓储区内（按照任务卡的要

求），每个宇航员可得 5 分。宇航员需要完全位于对应区域内，部分

出界不计分。

(2) 分类码放得分

分类码放得分=分类得分+码放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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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类得分

分类得分公式：分类得分=有效物资总数*5 分。

有效物资总数是比赛结束时，每个仓储区内放置的与其类别对应

的物资的总数。物资需要完全位于对应区域内，部分出界不计分。

2) 码放得分

将物资成功放置到对应仓储区内的前提下，码放的层数越高，码

放得分越高。

码放得分公式：码放得分=有效层数总和*5 分。

有效层数总和是比赛结束时，每个仓储区内码放的与其类别对应

的物资的最高有效层数之和。积木块在码放过程中，若中间有其它颜

色的积木块间隔，错误分类的积木块不计入有效层数。例如，下图的

堆叠方式，有效层数记为 3 层。

有效码放示意图

3) 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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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某列积木块是否出界，以其最下层的积木块为准。

①最下层积木块出界，则本列所有积木块都视做出界；最下层积

木块未出界，则本列所有积木块都视作未出界。

②最下层积木块不止一块时，若其中存在未出界的积木块，则本

列所有积木块都视作未出界；若其中不存在未出界的积木块，则本列

所有积木块都视作出界。

例如，下图中的四种情况：

码放示意图

第①种情况，因为 1 号积木块出界，所以 1—4 号积木块全部出

界，不计得分。

第②种情况，因为 1 号积木块未出界，所以 1—4 号积木块全部

未出界，按规则计分。

第③种情况，最下层的积木块有 1、2 号两个，其中 1 号积木块

未出界，所以 1、3、4、5 号积木块未出界，按规则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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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④种情况，最下层的积木块有 1、2 号两个，且 1、2 号积木块

都出界，所以 1—5 号积木块全部出界，不计得分。

(3) 宇航员返舱得分

将宇航员从仓储区放回到宇航员舱室，每个宇航员可得 10 分。

宇航员需要完全位于对应区域内，部分出界不计分。

(4) 失误扣分

比赛结束时，四个仓储区或宇航员舱室内出现不属于该区域的积

木块，每个扣 2 分。积木块需要完全位于不对应自身类别的仓储区或

宇航员舱室，否则不扣分。

(5) 时间加分

比赛中，若参赛选手提前结束比赛，由裁判记录当前用时，并计

算其时间加分。

获得时间加分的前提条件是提前结束比赛时，赛队得分不低于

100 分（不计算时间加分）。若满足该条件，根据比赛时间，按照下

方表格进行加分。

T=比赛用时 奖励分数

175≤T<180s 1

170≤T<175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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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T<170s 5

140≤T<150s 7

100≤T<140s 10

60≤T<100s 12

T<60s 15

例如，小学组 A-01 号参赛队伍自动控制环节得分为 100 分，比

赛用时为 145s,则可奖励 7 分，最终该队伍自动环节总得分为

100+7=107 分。

(6) 得分计算公式

单场总得分=手动环节得分（宇航员出舱得分+分类码放得分+宇

航员返舱得分-失误扣分+时间加分）+自动环节得分（宇航员出舱得

分+分类码放得分+宇航员返舱得分-失误扣分+时间加分）

单场总比赛用时=手动环节比赛用时+自动环节比赛用时

2. 初中组和高中组

(1) 飞船停靠得分

载人飞船停靠在空间站—停靠区内，且至少维持 30 秒不动，将

获得 5 分。飞船停靠时，需要至少有一半车身在空间站—停靠区内（以

垂直投影视角为准），否则不得分。

(2) 宇航员出舱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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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宇航员从货运飞船放置到对应的区域内，每个宇航员可得 15

分。宇航员需要完全位于对应区域内，部分出界不计分。

(3) 物资搬运得分

从核心舱仓储区中搬运出废弃物，每个 2 分。

从货运飞船中搬运出生活物资、建设物资、推进剂，每个 2 分。

(4) 分类码放得分

分类码放适用于将废弃物放置到货运飞船或者将生活物资、建设

物资、推进剂放置到核心舱仓储区。

分类码放得分=分类得分+码放得分

1) 分类得分

分类得分公式：分类得分=有效物资总数*5 分。

有效物资总数是比赛结束时，每个区域内放置的与其对应的物资

的总数。物资需要完全位于对应区域内，部分出界不计分。

2) 码放得分

将物资成功放置到对应区域内的前提下，码放的层数越高，码放

得分越高。

码放得分公式：码放得分=有效层数总和*5 分。

有效层数总和是比赛结束时，每个区域内码放的与其对应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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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有效层数之和。积木块在码放过程中，若中间有其它颜色的积

木块间隔，错误分类的积木块不计入有效层数。例如，下图的堆叠方

式，有效层数记为 3 层。

有效码放示意图

3) 出界

判断某列积木块是否出界，以其最下层的积木块为准。

①最下层积木块出界，则本列所有积木块都视做出界；最下层积

木块未出界，则本列所有积木块都视作未出界。

②最下层积木块不止一块时，若其中存在未出界的积木块，则本

列所有积木块都视作未出界；若其中不存在未出界的积木块，则本列

所有积木块都视作出界。

例如，下图中的四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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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放示意图

第①种情况，因为 1 号积木块出界，所以 1—4 号积木块全部出

界，不计得分。

第②种情况，因为 1 号积木块未出界，所以 1—4 号积木块全部

未出界，按规则计分。

第③种情况，最下层的积木块有 1、2 号两个，其中 1 号积木块

未出界，所以 1、3、4、5 号积木块未出界，按规则计分。

第④种情况，最下层的积木块有 1、2 号两个，且 1、2 号积木块

都出界，所以 1—5 号积木块全部出界，不计得分。

(5) 宇航员返舱得分

完成“宇航员出舱”任务之后，将宇航员放置到载人飞船的装载

平台上，每个宇航员可得 15 分。宇航员位于载人飞船的其它部位上，

不得分。

(6) 宇航员着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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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时，位于宇航员中心的宇航员，每个得 10 分。若某个

宇航员完全不在宇航员中心的虚线框内，则不计得分。

(7) 飞船返航得分

载人飞船停靠在指定着陆场内，维持 3 秒不动，并持续鸣笛，将

获得 15 分。飞船停止时，需要至少有一半车身在指定着陆场内（以

垂直投影视角为准），否则不得分。

(8) 失误扣分

比赛结束时，核心舱仓储区的三个舱室内出现不属于该区域的物

资，每个扣 2 分。物资需要完全位于不对应自身类别的舱室，否则不

扣分。

(9) 重启扣分

申请重启的队伍将在得分中扣除 10 分。

（10）时间加分

比赛中，若参赛选手提前结束比赛，由裁判记录当前用时，并计

算其时间加分。

获得时间加分的前提条件是提前结束比赛时，赛队得分不低于

260 分（不计算时间加分）。若满足该条件，根据比赛用时，按照下

方表格进行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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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T=比赛用时 奖励分数

345s≤T<360s 1

330s≤T<345s 3

300s≤T<330s 5

180s≤T<300s 7

T<180s 10

例如，初中组 A-01 号参赛队伍比赛结束时已获得 260 分的成绩，

比赛用时为 280s,则可奖励 7 分，最终该队伍总得分为 260+7=267 分。

高中组：

T=比赛用时 奖励分数

465s≤T<480s 1

450s≤T<465s 3

420s≤T<450s 5

300s≤T<420s 7

T<300s 10

例如，高中组 A-01 号参赛队伍比赛结束时已获得 260 分的成绩，

比赛用时为 290s,则可奖励 10 分，最终该队伍总得分为 260+10=270

分。

（11）得分计算公式

初中组&高中组总得分=飞船停靠得分+宇航员出舱得分+物资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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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得分+分类码放得分+宇航员返舱得分+宇航员着陆得分+飞船返航

得分-失误扣分-重启扣分+时间加分

3. 大学组

(1) 飞船停靠得分

载人飞船从发射场出发停靠在空间站—停靠区，将获得 20 分。

(2) 宇航员出舱得分

将宇航员从载人飞船放置到指定的区域内，每个宇航员可得 20

分。宇航员需要完全位于指定区域内，部分出界不计分。

(3) 物资搬运得分

从物资放置区中搬运出生活物资、建设物资、废弃物及推进剂，

放置到临时放置区，每个 2 分。物资需要完全位于临时放置区内，部

分出界不计分。

(4) 分类码放得分

分类码放得分=分类得分+码放得分

1) 分类得分

分类得分公式：分类得分=有效物资总数*5 分。

有效物资总数是比赛结束时，每个仓储区内放置的与其类别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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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资的总数。物资需要完全位于对应区域内，部分出界不计分。

2) 码放得分

将物资成功放置到对应仓储区内的前提下，码放的层数越高，码

放得分越高。

码放得分公式：码放得分=有效层数总和*10 分。

有效层数总和是比赛结束时，每个仓储区内码放的与其类别对应

的物资的最高有效层数之和。积木块在码放过程中，若中间有其它颜

色的积木块间隔，错误分类的积木块不计入有效层数。例如，下图的

堆叠方式，有效层数记为 3 层。

有效码放示意图

3) 出界

判断某列积木块是否出界，以其最下层的积木块为准。

①最下层积木块出界，则本列所有积木块都视做出界；最下层积

木块未出界，则本列所有积木块都视作未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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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最下层积木块不止一块时，若其中存在未出界的积木块，则本

列所有积木块都视作未出界；若其中不存在未出界的积木块，则本列

所有积木块都视作出界。

例如，下图中的四种情况：

码放示意图

第①种情况，因为 1 号积木块出界，所以 1—4 号积木块全部出

界，不计得分。

第②种情况，因为 1 号积木块未出界，所以 1—4 号积木块全部

未出界，按规则计分。

第③种情况，最下层的积木块有 1、2 号两个，其中 1 号积木块

未出界，所以 1、3、4、5 号积木块未出界，按规则计分。

第④种情况，最下层的积木块有 1、2 号两个，且 1、2 号积木块

都出界，所以 1—5 号积木块全部出界，不计得分。

(5) 宇航员返舱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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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宇航员出舱”任务之后，将宇航员回收到载人飞船上，运

载到着陆场，每个宇航员可得 15 分。

(6) 飞船返航得分

载人飞船稳定停留在着陆场内，将获得 20 分。飞船停止时，需

要至少有一半车身在着陆场内（以垂直投影视角为准），否则不得分。

(7) 失误扣分

比赛结束时，四个仓储区内出现不属于该区域的物资，每个扣 2

分。物资需要完全位于不对应自身类别的舱室，否则不扣分。

(8) 重启扣分

申请重启的队伍将在总分中扣除 10 分。

(9) 时间加分

比赛中，若参赛选手提前结束比赛，由裁判记录当前用时，并计

算其时间加分。

获得时间加分的前提条件是提前结束比赛时，赛队得分不低于

150 分（不计算时间加分）。若满足该条件，根据比赛用时，按照下

方表格进行加分。

T=比赛用时 奖励分数

885s≤T<900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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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s≤T<885s 3

800s≤T<850s 5

700s≤T<800s 7

T<700s 10

例如，大学组 A-01 号参赛队伍比赛结束时已获得 200 分的成绩，

比赛用时为 700s,则可奖励 7 分，最终该队伍总得分为 200+7=207 分。

（10）得分计算公式

大学组总得分=飞船停靠得分+宇航员出舱得分+物资搬运得分+

分类码放得分+宇航员返舱得分+飞船返航得分-失误扣分-重启扣分

+时间加分

（四）排名规则

比赛根据赛队的得分和比赛用时进行排名。

得分高者排名靠前；若得分相同，则按照用时排名，用时少者排

名靠前；若用时也相同，则加赛一场，以最终加赛的成绩为准，决出

排名高低。

八、竞赛赛制

比赛分为资格赛和决赛。

第一阶段为资格赛。每个赛队有两次比赛机会，资格赛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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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只赛队取最高成绩计入排名，按照排名确定进入决赛的队伍。

第二阶段为决赛。决赛结束后，按照决赛排名确定冠亚季军及一

二三等奖。

赛制——示意图

组委会可根据队伍实际数量情况对赛制做出相应调整。

九、其他规则

（一）比赛须知

1) 比赛使用的整套设备由参赛选手自行携带，不得相互借用机器。

相互借用机器的队伍一经发现，将取消双方比赛资格。

2) 入场前，参赛选手应自行检查设备问题，参赛选手若遇设备故障，

不能正常按时进行比赛的，需及时向裁判进行报告。

3) 比赛现场出现设备损坏时，参赛选手应优先使用自带的备用机器。

可以向组委会申请使用备用设备，但备用设备数量有限，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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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给所有需要的赛队，并且组委会对所借设备不负任何责任，

请参赛选手自行评估风险。

4) 比赛现场提供当地标准电源接口，如果参赛队需要任何电压或者

频率的转换器，请参赛队自行准备。距离参赛队最近的电源接口

可能距离参赛队的指定调试桌有一定的距离，请参赛队自行准备

足够长的排插，同时在现场使用排插时请注意固定和安全。

5) 赛场采用日常照明，大赛组委会不保证现场光照绝对不变。随着

比赛的进行，现场的照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对这些变化和未知

光线的实际影响，参赛选手应自行适应或克服，可采用雨伞进行

遮光或者使用手电筒（手机的闪光灯不允许使用）进行补光。

6) 组委会提供统一的比赛赛台，尽量保证比赛赛台的平整，但不排

除赛台褶皱等情况出现，参赛选手需自行适应赛台环境，不允许

申请更换赛台。

7) 禁止使用胶布固定机械臂和围栏，禁止使用黑笔或黑色胶布涂改

比赛场地的黑线。场地如有任何问题，请在赛前告知工作人员统

一处理，赛后提出异议将不会受理。

8) 参赛选手必须经过身份信息核对后才能进入候场区。进入候场区

时，应自带便携式计算机、维修工具、替换器件、备用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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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携带手机等通信设备。

9) 进入比赛区后，参赛选手必须有秩序、有条理地搭建及调试机器

人及准备。不得通过任何方式联系指导教师或家长。不遵守秩序

的参赛选手可能受到警告或被取消参赛资格。

10) 入场前，参赛选手应自行检查比赛设备。调试期间不会因任何设

备问题而增加调试时间。

11)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不允许擅自离开比赛场地。如需去洗手间，应

主动向裁判申请，由志愿者或者工作人员陪同进出赛场。

12)在裁判员发出“开始”命令前进行操作的参赛选手将被视为“误

启动”,裁判将警告一次，该队伍重新摆放积木块，调整机器人至

初始位置。连续两次“误启动”的队伍将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13)比赛正式开始后，参赛选手未经允许不得接触电脑及赛台内的任

何器材。

14)启动后的机器人，因任何原因将所携带的物品掉落在场地内，都

不得手动取出掉落物；因任何原因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场地外，

该物品都不得放回场地。

15) 正式比赛过程中，若由于意外原因导致使用公共电源的参赛队伍

出现断电的情况，可由裁判进行仲裁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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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裁判员发出结束信号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机器人程序。裁判

未确认计分之前不得与场上的任何物品接触。

17)参赛选手提前完成比赛，达到结束比赛的标志要求。该参赛队伍

比赛自动结束。

18)裁判员填写记分表并告知参赛选手得分情况，参赛选手代表必须

进行签字确认。

19) 裁判与参赛选手进行记分确认后，参赛选手必须在 5 分钟内将场

地恢复到启动前状态，并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候场区。不听

从工作人员指示强行占用场地的，将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20)裁判有权不接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音视频资料。

（二）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1) 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如果调试时间开始 5 分钟后仍未到场，该

队将被取消本场比赛的资格。

2) 进入比赛区后，现场裁判将统一启动正式的调试时间。调试时间

内，参赛选手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接受指导教师或家长的指导。

3) 比赛场地内禁止使用手机、平板等通讯设备，同时禁止携带任何

辅助编程的纸质或者电子资料进入比赛区，不得上网和下载任何



67

程序，违者第一次进行警告，第二次将直接被取消比赛资格。

4) 参赛选手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指导教师或家长联

系，该参赛选手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 比赛中，各赛队的领队和指导教师不得进入备赛区及比赛场地，

也不可以对比赛中的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指导。

6) 现场编写的程序应为队员自己创作，如发现参赛队抄袭等作弊行

为，将取消比赛资格。

7) 参赛选手擅自撕毁组委会统一制作的标签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 连续两次“误启动”的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9) 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未经允许接触电脑及赛台内的任何器材，

将直接被取消比赛资格。

10) 比赛过程中，禁止参赛队伍干扰传感器的运行与检测，如因参赛

队员靠近和干扰了传感器而产生争议，取消赛队的比赛成绩。

11) 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不得以言语挑衅、暴力威胁、肢体动作等

方式干预其他队伍比赛，情节严重者直接被取消比赛资格。

12)参赛队要服从裁判的判决，如有异议可提出仲裁，但不得干扰比

赛秩序，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否则该参赛选手将被取消比赛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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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比赛场地内禁止使用任何强力胶或会遗留痕迹的胶布，如泡沫胶、

双面胶、透明胶等，违者第一次进行警告，第二次将直接取消比

赛资格。如需要固定传感器，可以使用美纹纸或警戒胶布，未准

备符合规定胶布的参赛选手可向现场工作人员借用。

14)对于破坏比赛赛台的行为，如用手锤击赛台桌面、使用器械砸向

赛台桌面、用脚故意踢赛台等行为，一经发现，一律取消比赛资

格。

15) 比赛中，参赛选手或者比赛设备一旦出现未严格执行规则规定的

情况时，一律判处违规，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16) 比赛正式开始后，未进行比赛的队伍在赛台上等候，禁止围观正

在比赛的队伍，如因围观造成事故或争议，将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17)参赛队应根据比赛规则和大赛要求进行比赛，如有违反将按情节

严重程度给予警告、取消比赛成绩、取消比赛资格、通报批评等

处理。

（三）评分方式

赛项裁判组负责赛项成绩评定工作，设裁判长一名，全面负责赛

项的裁判和管理工作。赛项裁判组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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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透明、无异议”的原则，根据裁判的现场记录、参赛队选手的

赛项任务卡及得分规则，评定成绩。

参赛选手根据现场赛项任务卡的要求进行编程设计，独立完成比

赛，需要裁判确认的得分项必须经过裁判员的签字确认，否则不得分。

（四）回避方式

裁判应与参赛人员无利益关系。与参赛单位、参赛选手有利益关

系时，裁判应主动申报、回避。

（五）争议解决方式

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具有争议的现

象，代表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1 小时之内向裁判组提出书面申诉。

赛项裁判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

仲裁结果由申诉人签收，不能代收，如在约定时间和地点申诉人离开，

视为自行放弃申诉。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申诉方不得以任何

理由采取过激行为扰乱赛场秩序。

本规则说明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过程中裁判有最终裁

定权。凡是说明中没有明确的事项由裁判组集体仲裁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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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分表

（一）小学组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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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中组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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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组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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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组评分表


	一、赛项介绍
	（一）赛项名称
	（二）比赛场地效果图

	二、赛项背景
	三、竞赛方式
	四、赛项概要
	五、机器参数标准
	（一）机械臂
	1.性能要求
	2.尺寸
	3.电机
	4.传感器
	5.摄像头
	6.电源
	7.遥控手柄要求
	8.摆放说明

	（二）无人驾驶小车
	1.性能要求
	2.平台装置尺寸说明
	3.尺寸
	4.电机
	5.传感器
	6.电源

	（三）全向智能移动平台
	1.性能要求
	2.尺寸
	3.电机
	4.传感器
	5.摄像头
	6.电源


	六、竞赛场地及任务
	（一）小学组竞赛内容
	1.小学组竞赛场地
	(1)物资说明
	(2)自动区域&手动区域
	(3)核心舱
	(4)宇航员舱室
	(5)启动&结束区
	(6)仓储区
	(7)物资放置区

	2.小学组竞赛任务
	(1)宇航员出舱
	(2)收集废弃物
	(3)物资安放
	(4)宇航员返舱

	3.小学组任务卡

	（二）初中组竞赛内容
	1.初中组竞赛场地
	(1)物资说明
	(2)核心舱
	(3)货运飞船
	(4)核心舱仓储区
	(5)空间站-停靠区
	(6)发射场
	(7)着陆场
	(8)宇航员中心

	2.初中组竞赛任务
	(1)飞船启航
	(2)宇航员出舱
	(3)收集废弃物
	(4)物资安放
	(5)宇航员返舱
	(6)飞船返航
	(7)宇航员着陆

	3.初中组任务卡

	（三）高中组竞赛内容
	1.高中组竞赛场地
	(1)物资说明
	(2)核心舱
	(3)货运飞船
	(4)核心舱仓储区
	(5)空间站-停靠区
	(6)发射场
	(7)着陆场
	(8)宇航员中心

	2.高中组竞赛任务
	(1)飞船启航
	(2)宇航员出舱
	(3)收集废弃物
	(4)物资安放
	(5)宇航员返舱
	(6)飞船返航
	(7)宇航员着陆

	3.高中组任务卡

	（四）大学组竞赛内容
	1.大学组竞赛场地
	(1)物资说明
	(2)发射场
	(3)着陆场
	(4)空间站-停靠区
	(5)核心舱
	(6)物资放置区
	(7)临时放置区
	(8)仓储区
	(9)置物盒

	2.大学组竞赛任务
	(1)飞船启航
	(2)宇航员出舱
	(3)物资搬运
	(4)基站建设
	(5)宇航员返舱
	(6)飞船返航

	3.大学组任务卡


	七、竞赛规则
	（一）抽签、检录、搭建与调试
	1.抽签
	2.检录
	3.搭建
	4.抽取任务卡
	5.调试

	（二）比赛
	1.比赛安排
	2.启动要求
	(1)小学组
	(2)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

	3.提前结束比赛的标志
	(1)小学组
	(2)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

	4.重启说明
	(1)小学组
	(2)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

	5.取出故障设备

	（三）得分规则
	1.小学组
	(1)宇航员出舱得分
	(2)分类码放得分
	(3)宇航员返舱得分
	(4)失误扣分
	(5)时间加分
	(6)得分计算公式

	2.初中组和高中组
	(1)飞船停靠得分
	(2)宇航员出舱得分
	(3)物资搬运得分
	(4)分类码放得分
	(5)宇航员返舱得分
	(6)宇航员着陆得分
	(7)飞船返航得分
	(8)失误扣分
	(9)重启扣分
	（10）时间加分
	（11）得分计算公式

	3.大学组
	(1)飞船停靠得分
	(2)宇航员出舱得分
	(3)物资搬运得分
	(4)分类码放得分
	(5)宇航员返舱得分
	(6)飞船返航得分
	(7)失误扣分
	(8)重启扣分
	(9)时间加分
	（10）得分计算公式


	（四）排名规则

	八、竞赛赛制
	九、其他规则
	（一）比赛须知
	（二）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三）评分方式
	（四）回避方式
	（五）争议解决方式

	十、评分表
	（一）小学组评分表
	（二）初中组评分表
	（三）高中组评分表
	（四）大学组评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