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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介绍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为冬季奥运会、冬奥会，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冬季综合性运

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1994 年起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相间举行。参与国主要分布

在世界各地，包括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

四年一度的冬奥会就要来了，被冰雪覆盖的小镇热闹非凡，镇子上的雪场被选为了

冬奥会的赛场，为了迎接冬奥会，大家正在紧张筹备着，但是镇上贪玩的孩子们在雪场

上堆了许多雪人，为了保障冬奥会的顺利进行，需要将这些雪人集中收集在一起。

本次比赛中，参赛选手需要现场搭建一台机器人，并在各个任务点逐步完善机器人

结构，最终完成雪人收集任务。



RA科技挑战赛-竞赛手册 v1.0 ROBOALLIANCE

2

1.赛事简介

1.1 赛项介绍

2022年 RA科技挑战赛 RA挑战赛-雪原速递，要求参赛队现场搭建、编程制作一

台机器人。比赛开始后，机器人需由出发点启动，采用自动控制模式，通过检查点 1，

利用手动控制模式通过检查点 2和检查点 3，参赛队员在通过每个检查点前都可以利用

场地上的机器人零件，升级机器人机构，并完成检查点任务。最后来到雪场区，完成雪

人快递任务。

图 1.1 “雪原速递”比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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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任务介绍

图 1.2 “雪原速递”场地注释图

在比赛开始之前，参赛选手需要携带 1 颗颜色球、1 颗红外球、2 颗驱动球并将其

摆放在“1 号零件摆放区”内；1颗摇摆关节球、1颗旋转关节球摆放在“2 号零件摆放区”；

1 颗摇摆关节球、1颗旋转关节球摆放在“3号零件摆放区”（如图 1.3 所示）。

图 1.3 “1 号零件摆放区”（左）、“2号零件摆放区”（中）和“3号零件摆放区”（右）

除了场地上需要摆放的零件外，参赛队伍还需携带若干零件以完成任务，这些零件

包括除开驱动球、颜色球、红外球、摇摆关节球、旋转关节球 5种零件之外的所有Mabot

零件（每台机器人仅可使用 1颗主控球和 1 颗电池球）。这些零件不允许放置在赛台上，

选手可以使用收纳盒收纳并放置在赛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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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冰谷速滑

比赛在红蓝两只队伍之间展开，分为红方冰谷区、蓝方冰谷区和雪场区（如图 1.4

所示），冰谷沿途设有三个检查点，每通过一个检查点便可以对机器人进行改装升级，

以便开启下一个检查点。

图 1.4 红方冰谷区、蓝方冰谷区和雪场区

激活“检查点 1”：

比赛计时开始后，参赛选手只可使用该检查点之前的零件和收纳盒中的其他零件制

作机器人（如图 1.5 所示）。完成机器人制作后，将其放置在起点“GO”处出发，机器人

垂直投影不能超过该区域的白线。

图 1.5 “检查点 1”任务区（左）和出发区（右）

机器人需依靠自动程序运行至“检查点 1”并推动“检查点 1”的推板，标志牌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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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代表检查点成功激活（如图 1.6 所示），机器人可前往下一检查点。如果机器人无法成

功激活检查点，参赛选手可将其拿回“检查点 1出发区”重新调整并反复尝试。

成功激活“检查点 1”，可得 40分。

图 1.6 成功激活“检查点 1”

激活“检查点 2”：

机器人成功激活“检查点 1”后，参赛选手可以停下机器人，并使用“检查点 2”区域

的零件和收纳盒中的零件对机器人进行升级改装，改装完成之后将小车放置在该区域，

放置的时候机器人垂直投影不能超过该区域的白线（如图 1.7 所示）。

图 1.7 “检查点 2”任务区（左）和出发区白线（右）

参赛选手可使用平板对机器人进行手动操控，设法将“检查点 2”的挡板压下，标志

牌升起（如图 1.8 所示），即代表检查点成功激活，可得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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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成功激活“检查点 2”

激活“检查点 3”：

机器人成功激活“检查点 2”后，参赛选手可以停下机器人，并使用“检查点 3”区域

的零件和收纳盒中的零件对机器人进行升级改装，改装完成之后将机器人放置在该区

域，放置的时候机器人垂直投影不能超过该区域的白线（如图 1.9 所示）。

图 1.9 “检查点 3”任务区（左）和出发区白线（右）

当机器人通过检查点 2后，参赛选手可以停下机器人，并使用该区域的零件和收纳

盒中的零件对机器人进行升级改装，改装完成之后将机器人放置在该区域，放置的时候

机器人不能超过该区域的白线。

在冰谷的出口处放置有一个信标，参赛队员使用平板对机器人进行手动操控，将信

标翻转并插在雪峰上，即放置在雪峰的标识处（如图 1.10 所示）。只要“信标”底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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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红色放置区域，即为有效。放置完成，检查点成功激活，可得 50分。

图 1.10 成功激活“检查点 3”

1.2.2 雪人快递

完成冰谷速滑的所有任务后，参赛选手可以停下机器人，并使用冰谷速滑任务中所

有的零件和收纳盒中的零件对机器人进行升级改装，改装完成之后将机器人放置在箭头

位置蓝线外出发（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出发箭头及蓝线

参赛选手需要操作机器人将散布在“雪场区”的“雪人”放入己方的“雪人之家”内（如

图 1.12 所示），“雪人之家”最多可放入 5个“雪人”，超过五个的部分不计分。 每个雪人

都可以获得分数，但需要注意的是，倾倒的雪人比站立的雪人得分要少，己方框内有一

个站立姿态的雪人得 20分，有一个倾倒姿态的雪人得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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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雪人”（左）和“雪人之家”（右）

图 1.13 站立的“雪人”和倾倒的“雪人”

在雪人快递任务中，参赛队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机器人停靠至己方停靠点，只要

机器人驱动球压到“停车标志点”（如图 1.14），则视为停车成功，成功停车可得 20 分。

停靠成功之后参赛队员可向裁判示意己方比赛结束。

图 1.14 停车标志点

1.3 任务规则

1.参赛队员禁止使用除机器人以外的任何东西触碰场地道具（除裁判允许的场地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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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动作），如有触碰，裁判将给予警告，若再次触碰，每次扣 20分。

2.在执行检查点三任务时，如果不慎将信标弄倒或者选手觉得无法成功抓取时，可

用手将信标放置回初始位置，并将小车放置回该区域白线后，重新开始放置信标的任务。

3.在抢夺雪人时应该避免机器人之间的恶意接触，若裁判发现一方机器人恶意撞向

另一方机器人或用抓取结构牵制另一方机器人都会被判为恶意接触，第一次出现恶意接

触行为，裁判将予以警告，若再次发生，每次扣 20分。

4.不可以接触对方已经放置在“雪人之家”中的“雪人”，触碰一次扣 20分。

5.在“雪人快递”任务中，机器人出现了故障或零件掉落，参赛队员可以将机器人拿

回检查点 3区域进行维修。维修时比赛计时不停止。

1.4 场地说明

a. 内部规格为：1143mm×2362mm；

b. 赛台外部规格为：1163mm×2382mm；

c. 赛台搭建所用材料统一规格，横截面积为：20mm×100mm；

d. 赛台外围边框的高度为：80mm；

e. 赛台表面贴有 PP纸材质的赛纸，赛纸尺寸为：1140mm×2360mm；

f. 以上规格允许大约有±2mm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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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则说明

2.1 参赛要求

队伍组成：每支参赛队伍由 2-3名参赛队员和 1名教练员组成。

年龄要求：所有参赛队员的年龄需在 6-10 岁之间，以比赛报名截止之日的时间，

作为判断年龄的起点。凡是在比赛报名截止前，年龄满足要求即可。（具体年龄限制，

赛事组委会可根据实际情况下调半周岁，例如：必须在当场比赛报名截止日期前大于或

等于 5周岁零 6个月且小于 11 周岁）

2.2 器材要求

参赛队必须准备并携带本次比赛中需要的所有零件、设备、软件和笔记本电脑。

注意：测试环节和场地竞赛环节都不允许更换笔记本电脑、平板、机器人零件等参

赛设备。

2.3 机器人要求

搭建要求：机器人没有严格的尺寸限制，能够完成所有的任务即可，不能使用螺丝、

胶水或胶带等器材来固定零件。

电子组件：每台机器人最多允许使用 1颗主控球、1颗电池球、2颗驱动球、2颗摇

摆关节球、2颗旋转关节球、1颗红外球、1颗颜色球。

控制说明：参赛队搭建的机器人在执行冰谷速滑激活“检车点 1”任务时，必须使用

自动程序控制，其他任务控制方式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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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入场检录

各参赛队需要在开幕式开始前 30分钟进入比赛场地，进行入场检录。

入场检录包括检查参赛队器材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携带有手机或其他无线通讯工

具，是否携带食品或饮料等（饮用水除外）。

未通过入场检录的参赛队伍，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再次进行检录。在开幕式

开始时仍未通过入场检录或错过入场检录的队伍将直接失去比赛资格。

通过入场检录的参赛队伍需按照参赛编号进入到指定搭建区域和对应编号座位入

座，安静的等待比赛开幕式进行。在此期间不可以进行机器人搭建。

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队员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得进入竞赛区域，除了授权的赛事工作

人员或特殊人员。

2.5 场地赛

参赛队伍需要在自己轮次开始前 2分钟进入到对应的赛台区域进行赛前准备。将零

件摆放至地图上对应的位置，裁判应检查队员是否摆放正确。

赛前准备结束后，裁判将给出比赛开始的指令，比赛时间为 8分钟，在机器人启动

时开始进行计时。出现以下情况，比赛结束：

A.比赛时间（8min）已经结束。

B.机器人停靠至停靠点

C.存在违规事项。

D.队伍主动要求结束比赛

当裁判宣布比赛结束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机器人相关程序的运行。凡在裁判员

宣布比赛结束后，取得的任何得分将判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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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成绩确认

每轮比赛结束后，裁判将计算各队分数。如果参赛队核实分数后没有异议，则需要

在分数表上签字。

如果参赛队对裁判给出的成绩有异议，可联系该项目裁判长进行裁决，如无法就结

果达成一致，可向仲裁处申请仲裁。

2.7 申述与仲裁

申述要求：提起申述应该按照规定的流程，在“申述有效期”内提出，一般“申述有

效期”为比赛结束后的 10 分钟之内，具体时间以赛前发布的《比赛秩序册》为准。超过

申述时限的仲裁要求将视为无效，且仲裁委员会将维持原本的比赛结果。

仲裁处理过程：仲裁委员会将负责比赛期间出现的申述请求并进行仲裁处理。比赛

中的回放录像、照片等可能存在因拍摄角度导致的不准确性，仅作为仲裁委员会参考，

不作为仲裁依据。

仲裁处理结果：仲裁结果分为“维持原比赛成绩”、“重新评定成绩”、“重赛”三种，提

起仲裁的参赛队需尊重仲裁结果，不得产生过激的动作和言语。

2.8 行为准则

在整个比赛进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以下任意行为，裁判员将对该参赛队进行处罚。

A.破坏比赛场地、赛台、或其它队伍的器材或机器人。

B.使用危险物品或是有其他可能影响比赛进行的危险行为。

C.针对其他队伍成员、其他参赛队伍、观众、评委或工作人员有不适宜的语言或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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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将手机或其他有线、无线的通讯工具带进指定的比赛区。

E.将食物或者饮料（饮用水除外）带进指定的比赛区。

F.在比赛进行时，参赛者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通讯工具或办法，与比赛区以外的任

何人进行交流。违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如果确实有必要进行交流，

则在工作人员或管理员的带领下让参赛队员与场外人员进行交流，或者经过评委的允许

通过传递纸条进行交流。

G.其他任何裁判认为是违反比赛精神的情况。

如果违反本文件中提到的任何规则，裁判员可以决定以下的一个或多个方式处理:

 口头警告，并责令改正。

 扣除该队伍一部分纪律分。

 队伍不允许参与下一轮或接下来几轮的比赛。

 直接取消队伍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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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分说明

最高分=250 分，计分表如下：

计分项 单项得分 小计

激活“检查点 1” 40 40

激活“检查点 2” 40 40

激活“检查点 3” 50 50

己方框内有一个站立姿态的“雪人” 20 100

己方框内有一个倾倒姿态的“雪人” 10 50

停靠在“停靠标志”上 20 20

恶意接触行为 -20 -

违规触碰场地道具 -20 -

违规触碰对方“雪人之家”雪人 -20 -

总 分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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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赛制说明

4.1 初赛

所有参赛队伍将进行 2 场定位赛，这 2 场地位赛将随机分配队伍进行比赛，最后根

据 2 场定位赛的得分之和进行排序。在定位赛中，总分越高的队伍排名越靠前。若总分

相同，则单场得分最高的队伍排名越靠前，若单场得分相同，则该场用时较少的队伍排

名越靠前。

晋级比例：

所有参赛队伍完成 2 场定位赛后，将根据排位情况，前 50%的队伍晋级到复赛环

节。

4.2 复赛

获得晋级资格的队伍，将参加复赛。复赛环节，每只队伍将进行 1 场比赛，根据该

场比赛得分进行复赛成绩排名，若该场比赛得分相同，则该场用时较少的队伍排名越靠

前。

4.3 成绩排名

最终排名除了冠亚季军和一等奖之外，其他队伍均按照初赛成绩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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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奖项设置

奖项 奖品

冠军 奖杯、奖牌、获奖证书

亚军 奖杯、奖牌、获奖证书

季军 奖杯、奖牌、获奖证书

一等奖 获奖证书

二等奖 获奖证书

三等奖 获奖证书

6.比赛声明

RA 机器人联盟将随着赛事进展对本《竞赛手册》进行修改和完善，新版本《竞赛

手册》将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公布。

免责声明：选手在制作机器人时需做好充分的安全防护措施，机器人所用零件需从

正规厂商采购。选手在制造和参赛过程中，如发生任何可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安全规

范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选手自行承担。

版权声明：本《竞赛手册》版权为RA机器人联盟所有，未得到RA机器人联盟书

面同意，任何单位、个人不得用于商业转载，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网络媒体、电子媒体及

书面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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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介绍

冰壶又称掷冰壶、冰上溜石，起源于苏格兰，是以队为单位在冰上进行的一种投掷

性竞赛项目，一击漂亮的投壶，往往让人赏心悦目。因其丰富的趣味性和较高的观赏性

曾多次被列为冬奥会表演项目，并于 1998 年开始，被列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

本赛项分为小学组（10-12 岁）和初中组（13-15 岁）三个组别，要求双方队伍分

别控制机器人完成收集、投掷冰壶等任务，主要考察学生的计算思维、编程能力、搭建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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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简介

“RA-极限冰壶”要求参赛队伍自主设计两台机器人，两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取得

各自场地冰壶，并将冰壶投掷到得分区得分，比赛结束后，总分高的队伍赢得胜利。

2.比赛场地及环境

2.1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如图 2.1 所示，场地内腔尺寸为 2400mm×2400mm。

图 2.1 “RA-极限冰壶”比赛场地

2.2 比赛环境

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

多，例如：场地表面可能有纹路和不平整，边框上有裂缝，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

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3.场上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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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比赛场地分布

3.1 普通冰壶

“普通冰壶”为直径约 30mm的近圆柱体的道具（如图 3.2 所示）。赛前场地上共有

28个“普通冰壶”，蓝色和橙色的“冰壶”各 14 个，“普通冰壶”初始放置于场地上的 4个“冰

壶仓”和 2个“公共冰壶仓”内。

“得分区”中的得分情况由“冰壶”颜色来区分，橙色“冰壶”得分代表橙方得分，蓝色

“冰壶”得分代表蓝方得分。“普通冰壶”得分系数为 1，如“普通冰壶”落在 2分区内，则“冰

壶”得分为 2X1 即 2分，翻倒或飞出场外的“冰壶”不作计分。机器人投掷“冰壶”时，机

器人垂直投影面积不可以进入“禁止活动区”边界，否则第一次扣 5分，第二次将直接暂

停该机器人运行，“禁止活动区”区域划分如图 3.3 红色区域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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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橙色“普通冰壶”（左）与蓝色“普通冰壶”（右）

图 3.3 比赛场地区域划分

3.2 单星冰壶

“单星冰壶”形状与“普通冰壶”相同，表面带 1个红色星标（如图 3.4 所示）。场地

上设置有 4个“单星冰壶”，橙色和蓝色“单星冰壶”各 2个，初始置于“单星冰壶放置区”

内（如图 3.5 所示）。“单星冰壶”只在自动投掷阶段出现，得分系数为 2，如“单星冰壶”

落在 2分区，则该“单星冰壶”得分为 2 X 2 即 4分。翻倒的或飞出场外的“单星冰壶”

不作计分。

图 3.4 橙色“单星冰壶”（左）与蓝色“单星冰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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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单星冰壶”放置区

3.3 双星冰壶

“双星冰壶”形状与“普通冰壶”相同，表面带 2个红色星标（如图 3.6 所示）。场地

上设置有 2个“双星冰壶”，橙色和蓝色“双星冰壶”各 1 个，初始置于“公共冰壶仓”中，“双

星冰壶”得分系数为 2，如“双星冰壶”落在 2分区，则该“双星冰壶”分值为 2 X 2 即 4

分。翻倒的或飞出场外的“双星冰壶”不作计分。

图 3.6 “双星冰壶”

3.4 冰壶仓

“冰壶仓”为场上用于放置“普通冰壶”的装置（如图 3.7 所示），每个半场放置 2个“冰

壶仓”（每个场地共有 4个“冰壶仓”），其放置位置如图 3.1 所示，每个己方场地的“冰壶

仓”上放置己方颜色的 5个“普通冰壶”。机器人需打开“冰壶仓”上的开关使“普通冰壶”

下落至场地或机器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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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冰壶仓

3.5 公共冰壶仓

“公共冰壶仓”为场地上用于存放“冰壶”的装置（如图 3.8 所示）。机器人可以按压“公

共冰壶仓”上的开关使“公共冰壶仓”上存放的“冰壶”掉落至场地上或者机器人内部。每

个赛场有 2个“公共冰壶仓”，分别位于场地中间的区域（如图 3.1 所示）。

每个“公共冰壶仓”中放置 5颗“冰壶”，分别为 4颗同色“普通冰壶”和 1 颗异色“双

星冰壶”，“双星冰壶”放置于最中间的位置。“公共冰壶仓 1”中放置 4颗橙色“普通冰壶”

和 1 颗蓝色“双星冰壶”；“公共冰壶仓 2”中放置 4颗蓝色“普通冰壶”和 1 颗橙色“双星冰

壶”。两只队伍的机器人都可以在任意位置从 2个“公共冰壶仓”取得“冰壶”。

自动投掷阶段，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卡住时，可不处理，不判罚；手动对垒阶段，

双方机器人同时接触“公共冰壶仓”并保持僵持状态超过 5s，双方机器人必须离开“公共

冰壶仓”。如遇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卡住的情况，须己方参赛选手将机器人完全拆离

（指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完全”没有接触），此操作将视为 1 次触碰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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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公共冰壶仓”

3.6 旗台

“旗台”分为“固定旗台”和“活动旗台”，每种“旗台”各 2个（共 4个“旗台”），放置

在“禁止活动区”内；“旗台”上有橙、蓝两色“旗帜”，分别代表双方队伍；“固定旗台”的“旗

帜”上的“RA”LOGO为彩色，“活动旗台”的“旗帜”上的“RA”LOGO为白色；比赛结束后，

当“旗台”上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时，该“旗台”为己方积 5分。

“旗台得分区”为得分区最中心的有“RA”logo 的白色区域，如图 3.9 所示；一场比

赛结束后，当双方“旗台”得分相同时，“旗台得分区”的分值对双方都为 5分；当一方的“旗

台”得分高于另一方时，“旗台得分区”的分值对“旗台”得分高的队伍为 10 分，对“旗台”

得分低的队伍为 5分。

图 3.9 “旗台得分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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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固定旗台

比赛开始时“固定旗台”处于初始状态，如图 3.10 所示，“固定旗台”放置在在“禁止

活动区”中标有黑色标记的位置上，如图 3.11 所示；比赛过程中，投掷“冰壶”击打“旗

台”下的活动挡板可使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

图 3.10 “固定旗台”初始状态图

图 3.11“固定旗台”放置位置

当“固定旗台”呈现出如图 3.12 所示的完全激活状态时，其“旗帜”的状态不能被再

次更改；当“固定旗台”道具呈现出如图 3.13 所示的未完全激活状态时，其“旗帜”的状

态仍然可以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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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固定旗台”完全激活状态 图 3.13 “固定旗台”未完全激活状态图

3.6.2 活动旗台

比赛开始时“活动旗台”处于初始状态，如图 3.14 所示，“活动旗台”放置在“禁止活

动区”中标有白色标记的位置上，如图 3.16 所示；比赛过程中，投掷“冰壶”击打“活动

旗台”下的活动挡板可使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如图 3.15 所示；“活动旗台”的“旗

帜”的状态在一场比赛中可以多次被改变，当“活动旗台”上己方“旗帜”低于对方“旗帜”

时，仍然可以投掷“冰壶”击打“活动旗台”的活动挡板使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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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活动旗台”初始状态 图 3.15 “活动旗台”激活状态

图 3.16 “活动旗台”放置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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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器人要求

 机器人起始尺寸在地面垂直投影不超出 300mmX300mm（长 X宽），机器人可以在

比赛开始后展开，但是不可以分散成不同部件，而且必须保持一个机器人整体；

 机器人遥控器在地面垂直投影不超出 200mmX120mm（长 X宽）；

 单个机器人只允许使用共计不超过 1个控制器、8个电机（包括舵机），控制器支持

WIFI、Bluetooth 等通信接口；

 不得使用扎带、铆钉、胶水、胶带等辅助连接材料；

 冰壶经投掷后离赛纸平面高度不超 10mm，否则将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机器人的“冰壶”投掷功率不得危害人身安全，且不能造成场地破坏、对方机器

人损坏；

 比赛前每支队伍将得到 2个机器人编号，必须紧密粘贴在机器人控制器上，比赛期

间不允许更换机器人。

5.比赛任务

5.1 自动投掷阶段

自动投掷阶段时间为30秒，在此阶段内，参赛队伍可启动两台机器人自动运行至“单

星冰壶放置区”、“冰壶仓”、“公共冰壶仓”处获取“冰壶”，并将“冰壶”投掷到“得分区”得分。

如果“冰壶”停留于两个及以上分区交界处，则按所有分区中的低分区分数计分，如图

5.1 所示，“冰壶”停留在 1分区、3分区和 4分区交界处，则取 1分作为得分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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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得分区判定示意

“得分区”分数设置如图 5.2 所示，中心位置为“旗帜得分区”。自动投掷阶段只计算

“单星冰壶”得分。自动投掷阶段结束，将会对所有“单星冰壶”进行回收，撤出比赛场地。

图 5.2 得分区

5.2 手动对垒阶段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为 180 秒，进入手动对垒阶段，参赛选手可遥控操作机器人获取

场上“公共冰壶仓”和己方颜色“冰壶仓”中的冰壶，并将冰壶投掷到得分区得分或触发“旗

台”装置。不得直接从对方颜色“冰壶仓”中获取冰壶，否则将暂停该违规机器人运行。

所有机器人每次最多投掷一颗“冰壶”，超过一颗则只保留一颗最低得分的“冰壶”，其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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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均撤出比赛场地。

在手动对垒阶段，若机器人出现僵持或纠缠时间超过 5s，则需各自后退一定距离，

若机器人无法自行分离，则由裁判员帮助分离纠缠的机器人。

6.参赛队伍

每支参赛队伍包括 2~3 名参赛选手、1名教练员，比赛设：

小学组（10-12 岁）

初中组（13-15 岁）

以比赛报名截止之日的时间，作为参赛选手年龄判断的起点。凡是在比赛报名截止

前，年龄满足要求即可。

7.比赛进程

7.1.赛前检录

参赛队伍会接受专门的检录，错过检录或检录不合格的队伍，会直接失去比赛资格，

通过检录的战队才能进入比赛现场。注意事项如下：

 每支参赛队伍最多携带 2台机器人参加比赛并进行检录；

 机器人尺寸检测方法：将机器人放进内腔底面尺寸为 300mmX300mm(长 X宽）的

方盒内，能轻松放进方盒的机器人判为尺寸合格；

 检录后出现机器人无法正常运行的状况，参赛队伍可选择继续参赛或放弃比赛，队

伍承担相应后果；

7.2 比赛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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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选手需要在赛前完成参赛机器人的组装、调试与比赛相关程序下载等准备工作；

 比赛开始前 2分钟进入比赛准备阶段，机器人操作手将参赛的 2台机器人分别放置

于指定的启动区内，双方机器人必须完全放置于橙、蓝色框内（如图 7.1 橙色和蓝

色区域所示），机器人垂直投影不能超出场地边缘和橙、蓝色框。

图 7.1 双方机器人启动区

 在机器人放置并准备完成之后，机器人操作手需确认场地状态（如冰壶摆放是否符

合规范、地图有无损坏），如有异常，可向裁判员提出；

 开启机器人控制器电源，测试、确认设备连接正常后，将遥控器放置于地图遥控器

放置区内（如图 7.2 橙色和蓝色区域所示），报告裁判员准备工作完毕；

图 7.2 遥控放置区

 上述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在 2分钟内完成（以向裁判员报告时刻为准），裁判员检查

双方机器人放置是否合规、道具是否归位；机器人放置不规范会被裁判警示，不能

合规放置或者无视警示的队伍会被取消当场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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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先后手判定阶段

 先后手判定用于决定手动对垒阶段参赛队伍率先投掷权； 

 比赛准备阶段结束后，裁判员将下达先后手判定信号； 

 收到先后手判定信号，双方派一名机器人操作手拿起遥控器，操控 1台机器人、调

整机器人姿态，等待裁判员投掷信号； 

 在裁判员发出投掷信号的 10s 内，双方从启动区启动任意一台机器人投掷一颗“冰

壶”，该“冰壶”可提前手动放入机器人内；

 双方需在裁判发出投掷信号的 10 秒内投掷出一颗“冰壶”，未在规定时间内投掷的“冰

壶”不生效； 

 裁判员根据比赛双方所投掷“冰壶”停留位置，离得分区圆心近的“冰壶”所代表的一

方拥有手动对垒阶段率先投掷权； 

 先后手判定后，双方操作手应将遥控器放还至遥控放置点内，调整机器人程序，为

下一阶段做准备。

7.4 自动投掷阶段

 自动投掷阶段时间为 30秒；

 裁判员下达比赛开始信号“预备，开始”，随即开始比赛；

 比赛开始，双方操作手应立即启动机器人自动程序；

 自动投掷阶段临近结束，裁判将进行 10 秒倒计时，当裁判发出“自动投掷阶段结束”

信号，机器人操作手应立即停止机器人动作，裁判员回收所有的“单星冰壶”。

7.5 手动对垒阶段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为 180 秒；

 手动对垒阶段开始，双方操作手应立刻拿起机器人遥控器，开始操控机器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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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冰壶”由拥有率先投掷权的队伍先投出，另一支队伍不能投掷，但可以获取“冰

壶”，无论该队伍是否投出第一颗“冰壶”，手动对垒阶段开始 10s 后，都进行“冰壶”

自由投掷，不再区分先后手顺序。

7.6 比赛结束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临近 180 秒，裁判将进行 10 秒倒计时，当收到“比赛结束”信号，

双方操作手应立即停止机器人动作，等待裁判记录成绩；

 比赛结束，仍有“冰壶”未投掷，不计其得分；

 队长签字确认成绩，双方机器人操作手携带各自的机器人离开比赛现场。

7.7 比赛中断

当以下情况发生时，裁判员有权中断比赛：

 安全隐患–场地内出现针对场地、参赛选手和机器人的安全隐患。

 不可控技术原因–场地内的机器人、裁判系统及设备因为无线电干扰等不可控技术

因素无法正常开展比赛。

 道具缺失或损坏–场地道具缺失或损坏导致无法正常进行赛。

当收到裁判员比赛中断信号，参赛队员应迅速停止比赛机器人动作，将遥控器放入

场地遥控放置区内，且不可接触场上任一物件。比赛中断后，有以下处理办法：

 继续比赛-在比赛中断且可以在处理完意外状况之后继续进行比赛的情况下，选择

从比赛中断的时间开始继续比赛；

 重赛–重赛原因为现场工作人员、系统、现场控制或场地本身的失误。机器人本身

出现的意外行为不会造成重赛；机器人引起的失败，如电池电量不足、处理器休眠

时间暂停、机器人机械/电子/软件/通讯失败等都不会造成重赛。

7.8 机器人故障及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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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过程中当机器人死机、失控、翻车、与非公共场地道具纠缠在一起等故障发生

时参赛选手可示意裁判，在裁判允许后，参赛选手须自行将机器人内部的“冰壶”清理至

机器人故障发生的位置，并将机器人放置回己方机器人启动区进行重启重联，队伍将视

为触碰己方机器人 1次；比赛时间不暂停。

7.9 申述与仲裁

申述要求：对不符合大赛和赛项规程规定的事项及有争议的竞赛成绩，参赛人员可

以书面形式申请仲裁。提起申述应该按照规定的流程，在“申述有效期”内提出，一般“申

述有效期”为初赛或复赛成绩公布后的 30分钟之内，具体时间以赛前发布的《比赛秩序

册》为准。超过申述时限的仲裁要求将视为无效，且仲裁委员会将维持原本的比赛结果。

仲裁处理过程：仲裁委员会将负责比赛期间出现的申述请求并进行仲裁处理。比赛

中的回放录像、照片等可能存在因拍摄角度导致的不准确性，仅作为仲裁委员会参考，

不作为仲裁依据。

仲裁处理结果：仲裁结果分为“维持原比赛成绩”、“重新评定成绩”、“重赛”三种，

提起仲裁的参赛队需尊重仲裁结果，不得产生过激的动作和言语。

8.违规判罚

在整个比赛进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以下任意行为，裁判员将对该参赛队进行处罚：

 破坏比赛场地、道具、或其它队伍的道具、机器人；

 在自动投掷阶段机器人开始运行自动程序后，接触遥控器或机器人；手动对垒阶段

开始后，触碰己方或对方机器人的行为；

 比赛结束后，机器人携带有未投掷的对方“冰壶”或者有对方“冰壶”位于机器人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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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区内；

 比赛过程中用身体接触赛台；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投影进入“禁止活动区”内；

 使用危险物品或是有其他可能影响比赛进行的危险行为；

 针对其他队伍成员、其他参赛队伍、观众、评委或工作人员有不适宜的语言或行为；

 将手机或其他有线、无线的通讯工具带进指定的比赛区；

 将食物或者饮料（饮用水除外）带进指定的比赛区；

 在比赛进行时，参赛者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通讯工具或办法，与比赛区以外的任何

人进行交流。违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如果确实有必要进行交

流，则在工作人员或管理员的带领下让参赛队员与场外人员进行交流，或者经过评

委的允许通过传递纸条进行交流；

 其他任何裁判认为是违反比赛精神的情况；

如果违反本文件中提到的任何规则，裁判员可以决定以下的一个或多个方式处理:

 口头警告，并责令改正；

 队伍不允许参与下一轮或接下来几轮的比赛；

 直接取消队伍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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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分细则

计分表如下：

计分项 单项得分 最高分

1 颗“单星冰壶”或者“双星冰壶”进入 1、2、

3、4、5分区分别得分
2、4、6、8、10 10

1 颗“普通冰壶”进入 1、2、3、4、5分区分

别得分
1、2、3、4、5 5

一个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的“旗台” 5 20

双方“旗台”得分相同时“旗帜得分区”分值 5 /

双方“旗台”得分不同时 高 10/低 5 /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垂直投影进入“禁止活动

区”
-5

第一次扣 5分，第二

次将暂停机器人活动

手动对垒阶段，机器人垂直投影进入“得分区”

三环内的区域
- 取消比赛成绩

比赛过程中有触碰己方或对方机器人的行为 -5
超过 3次将取消比赛

成绩

机器人破坏场地道具 -5 严重将取消比赛成绩

比赛结束后，对方“冰壶”位于机器人垂直投

影区内
-5/颗 -

10.赛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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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比赛以最终的得分总成绩来决定胜负关系，总得分高的参赛队赢得该场比赛胜

利。

初赛

初赛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制，一个小组共有 4支队伍，在组内进行单循环比赛，每支

队伍需进行 3场比赛，单场获得胜利积 2分，平局积 1分，失败积 0分。若积分相同，

以双方胜负关系取名次，若依然无法区分，则比较 3场总任务得分→单场最高得分→加

赛一轮（组委会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赛制）。

初赛小组分组情况，由系统随机生成。

晋级比例：

所有小组完成组内循环赛后，小组排名前 2 的队伍可以获得晋级资格。

组 别 A组 B组 C组 D组

小组内完成单

循环比赛，根

据积分取得组

内排名

A1 B1 C1 D1

A2 B2 C2 D2

A3 B3 C3 D3

A4 B4 C4 D4

复赛

获得晋级资格的队伍，将参加复赛。复赛将随机匹配对战的小组，由一个小组排名

第一的队伍对阵另一个小组排名第二的队伍，生成对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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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赛为淘汰赛，每轮比赛采用三局二胜的赛制，在该轮比赛中获得胜利的队伍，可

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另一只队伍则被淘汰（组委会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

情况变更赛制）。

11.奖项设置

奖项 奖品

冠军 奖杯、奖牌、获奖证书

亚军 奖杯、奖牌、获奖证书

季军 奖杯、奖牌、获奖证书

一等奖 获奖证书

二等奖 获奖证书

三等奖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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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比赛声明

RA机器人联盟将随着赛事进展对本《竞赛手册》进行修改和完善，新版本《竞赛

手册》将在世界机器人大赛官网进行公布。

免责声明：选手在制作机器人时需做好充分的安全防护措施，机器人所用零件需从

正规厂商采购。选手在制造和参赛过程中，如发生任何可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安全规

范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选手自行承担。

版权声明：本《竞赛手册》版权为RA机器人联盟所有，未得到 RA机器人联盟书面同

意，任何单位、个人不得用于商业转载，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网络媒体、电子媒体及书面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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