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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算法编程设计专项赛竞赛规则

一、竞赛概述

竞赛是为了考察青少年对计算机编程等有关知识的综合运用情

况，算法编程设计专项赛设立了四个任务。参赛选手将利用计算机编

程工具和语言，围绕特定主题，用代码设计编程作品进行比赛。

二、竞赛任务

1、图像化创意（主题：冬奥创想）

2、Python turtle 设计（主题：中国天宫）

3、Python 程序（主题：绿色出行）

4、C++算法（主题：医疗生活）

三、竞赛评分

1、第一部分：信息知识，选择题形式；共 20 题，每题答案唯一且清

晰无歧义，答对得 5 分，答错不得分，共 100 分。

2、第二部分：程序设计，提交代码形式；

图像化创意、Python turtle 设计各设置 1 道题，共 100 分，每题

下设 6 个打分点，各打分点分数不同，由裁判打分。

Python 程序、C++算法各设置 3 道题，每题 100 分，共 300 分，每

题下设 10 个测试点，各测试点分数相等，由系统判分。

3、最终成绩计算方式为：信息知识与程序设计的总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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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组别

组别 年龄 参与任务

小学组 7-12 岁

图像化创意

Python turtle 设计

Python 程序

C++算法

中学组 12-15 岁
Python 程序

C++算法

五、竞赛形式

1、选拔赛：远程线上赛

2、大区赛：远程线上赛

3、总决赛：现场线下赛

六、竞赛流程

• 赛前准备

1、硬件准备：所有参加线上竞赛的选手必须使用 2 台设备：

设备 1: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用于登录竞赛平台。电脑配置要求：

必须有摄像头和麦克风。

设备 2:移动设备，手机或 iPad 平板电脑，用于直播赛场。安装 “腾

讯会议”软件且开启摄像头，固定位置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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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件准备及方式

电脑必须安装 Chrome(谷歌)浏览器，PC 版 v55 以上，苹果版 v79

以上。

3、参赛证准备

请指导老师及时登录报名网站下载参赛证。参赛证信息包括：参赛

证号、姓名、身份证号、竞赛时间，以及咨询电话。

4、网络准备

普通宽带网络即可，建议带宽 10Mbps 以上。

5、线上参赛场地环境准备

移动设备安装腾讯会议进入腾讯会议后，用手机支架固定在参赛选

手侧后方 45 度位置，摄像头对准竞赛选手、竞赛电脑和竞赛桌。

• 正式竞赛

1、竞赛系统登录环节

① 登录竞赛网址，输入参赛证上竞赛账号及密码，点登录；

② 核对参赛选手“姓名”及“身份证号”“参赛证号”“赛项信息”；

③ 仔细阅读竞赛须知，点击“开始比赛”；

④ 在移动设备中输入监考会议 ID 与密码，进入监考教室，开始比赛。

2、第一部分信息知识选择题答题环节

① 按顺序进行作答,答题过程中需保持在考试页面，禁止跳出页面；

② 选择题提交方法：在正确的选项前勾选，完成点击 “下一题”。

3、第二部分程序设计提交代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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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像化创意：仔细阅读主题要求，点击“打开编辑器，开始编程”

进入编程界面，在编辑区域拖动模块编辑程序，确定做完后点“保

存作品”，点击“确定”按钮。注意：点击“确定”之后不能进行

修改答案。

② Python turtle 设计：仔细阅读主题要求，在编辑区域编写代码程

序，确定做完后点“交卷”按钮。注意：点击“交卷”之后不能进行

修改答案。

③ Python 程序：仔细阅读主题要求，在编辑区域编写代码程序，可

点击“运行”检测数据，确定做完点“下一题”，三道题确定全部完

成，点“交卷”按钮。注意：点击“交卷”之后不能进行修改答案。

④ C++算法：仔细阅读主题要求，在编辑区域编写代码程序，可点

击“运行”检测数据，确定做完点“下一题”，三道题确定全部完成，

点“交卷”按钮。注意：点击“交卷”之后不能进行修改答案。

⑤ 竞赛时间结束后，竞赛平台会自动终止竞赛。

七、竞赛知识范围

1、信息知识选择题知识范围

• 计算机科技发展史

• 逻辑判断与推理

• 二进制及其它进制

• 算法与复杂度评价

2、图像化创意任务程序设计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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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和循环结构的使用；

• 运动、外观、声音、画笔及变量；

• 列表、侦测、事件、控制模块的使用；

• 随机数使用；常用的数学运算；数学表达式；逻辑判断和逻辑运算；

• 广播消息；角色变换；克隆技术；私用变量；公用变量；

• 多任务以及自定义积木等高级模块的使用方法。

3、Python turtle 设计任务程序设计知识范围

• turtle 库的导入和基本使用

• 画笔创建和运动控制

• 画笔尺寸、颜色、速度、形状等设置

• 循环命令与随机模块、颜色填充

4、Python 程序任务程序设计知识范围

• 基本语法；数据类型

• 程序控制结构；函数和代码复用

• （中高级）面向对象编程；组合数据类型

5、C++算法任务程序设计知识范围

• 基本数据类型及转换；

• 变量与常量；字符与字符串；

• 数组；赋值运算；算术运算；关系运算；逻辑运算；

• 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 函数定义与使用；变量作用域；递归函数；

• 简单算法：进制转换、模拟算法、枚举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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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基本数据结构：栈、队列、树、图。

• （中级）指针、搜索、动态规划

八、竞赛样题

1、信息知识选择题样题

样题 1：计算机界的最高奖是( )？（5 分）

A、菲尔兹奖

B、诺贝尔奖

C、图灵奖

D、普利策奖

样题 2：电子邮件地址中一定会出现的字符是（ ）？（5 分）

A、-

B、@

C、!

D、#

样题 3：二进制数 00100100 和 00010100 的和是( )？（5 分）

A. 00101000

B. 01100111

C. 01000100

D. 00111000

样题 4：具有“先进后出”特性的数据结构是（ ）？（5 分）

A、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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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栈

C、链表

D、哈希表

样题 5：下图中程序运行后，角色的坐标为（ ）？（5 分）

A、（0，0）

B、（100，100）

C、（100，0）

D、（0，100）

2、程序设计主题样题

• 图像化创意任务程序设计主题

竞赛主题：冬奥创想

主题介绍：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冬季奥运会、冬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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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届冬奥

会将于 2022 年 2 月 4 日至 20 日在中国北京和张家口举行。这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也是中国继北京奥运会、南京青奥会

之后的中国第三次举办的奥运赛事。请各位勇于创新的编程健儿们大

显身手吧！

竞赛要求：

① 作品主题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作品背景：包含冬奥会赛场(比

如滑雪场、奥运五环等)、吉祥物(比如冰墩墩等)元素作品角色：包

含奥运会项目(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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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使用组委会竞赛平台进行编程完成作品保存。

③ 作品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具有较为明确的设计思想。

④ 评分规则：（100 分）

项目 指标描述 分值

主题内容 作品主题明确，内容符合要求 30

运行效果

运行作品能正常运行，无 bug 出现 10

作品完整，运行流畅，运行效果与作品描述相符 10

运行效果美观，富有创意 10

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步骤清晰，结构严谨合理，代码规范 15

程序的健壮性，无冗余 15

• Python turtle 设计任务程序设计主题

竞赛主题：中国天宫

主题介绍：2021 中国航天大丰收，跨年之际，中国的“太空出差三

人组”还在遥远的空间站工作生活，中国人首次在太空迎接新的一年。

2022 年，我国将全面进入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请各位编程选手以

本次“空间站”为主题设计创意作品吧！

竞赛要求：

① 作品主题：中国的天宫(空间站)，作品包含空间站(目前已有的、

想象的等)、太空(星星、星球)等元素。

② 使用组委会竞赛平台进行编程完成作品保存。

③ 有效代码不能低于 15 行，空行不计入代码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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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评分规则：（100 分）

项目 指标描述 分值

主题内容 作品主题明确，内容符合要求 30

运行效果

运行作品能正常运行，无 bug 出现 10

作品完整，运行流畅，运行效果与作品描述相符 10

运行效果美观，富有创意 10

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步骤清晰，结构严谨合理，代码规范 15

程序的健壮性，无冗余 15

• Python 程序赛程序设计主题

竞赛主题：绿色出行

主题介绍：绿色出行，低碳生活，采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出行方式。

既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又益于健康、兼顾效率的出行方

式。可以多乘坐公共汽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合作乘车，环保驾

车，或者步行、骑自行车等。只要是能降低自己出行中的能耗和污染，

就叫做绿色出行、低碳出行、文明出行。请用程序解决“绿色出行”

的各种问题吧！

程序样题：调查结果（100 分）

在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针对绿色出行的观点同意与否的民意调

查以及结果。例如，对绿色出行表示支持的有 1498 人，反对的有 902

人，那么赞同与反对的比例可以简单的记为 1498:902。

不过，如果把调查结果就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大多数人肯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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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因为这个比例的数值太大，难以一眼看出它们的关系。对于上

面这个例子，如果把比例记为 5:3，虽然与真实结果有一定的误差，

但依然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调查结果，同时也显得比较直观。

现给出支持人数 A，反对人数 B，以及一个上限 L，请你将 A 比 B

简化为 A’比 B’，要求在 A’和 B’均不大于 L 且 A’和 B’互

质（两个整数的最大公约数是 1）的前提下，A’/B’ ≥ A/B 且 A’

/B’ - A/B 的值尽可能小。

• 输入：三个整数 A、B、L

• 输出：两个整数 A’、B’

• 样例输入：1498 902 10

• 样例输出：5 3

• C++算法任务程序设计主题

竞赛主题：医疗生活

主题介绍：医疗生活是一门以证据为基础的学科，旨在帮助个人、家

庭和团体采用和保持有利于生活幸福和品质的健康行为。生活医学通

过项目、服务、资源和网络，卫生保健人员的教育、知识、技能、经

验，帮助人类保持健康，摆脱疾病。请用算法解决“医疗生活”的各

种问题吧！

程序样题：年龄与疾病（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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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想统计一下某项疾病的获得与否与年龄是否有关，需要对以

前的诊断记录进行整理，按照 0-18、19-35、36-60、61 以上（含 61）

四个年龄段统计的患病人数占总患病人数的比例。

• 输入格式

共 2 行，第一行为过往病人的数目 n（0<n≤100），第二行为每个病

人患病时的年龄，年龄为不超过 100 的非负整数。

• 输出格式

按照 0—18、19—35、36-60、61 以上（含 61）四个年龄段输出该段

患病人数占总患病人数的比例，以百分比的形式输出，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每个年龄段占一行，共四行。

• 样例输入：

10

1 11 21 31 41 51 61 71 81 91

• 样例输出：

20.00%

20.00%

20.00%

40.00%

九、参赛要求

1、各参赛选手自备笔记本电脑，配置好软件环境。竞赛过程中有问

题须及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参赛成员不得中途退场。在竞赛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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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使用手机，如发现违纪行为，工作人员将做劝阻和扣分处理。

竞赛结束可以正常使用手机。

2、竞赛场地分个人参赛场地和学校集中竞赛场地。学校集中竞赛，

需提前准备好参赛环境，准备申请资料，并向组委会申请，获得批准

后方可进行。参赛单位在组织参赛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关纪律，如

果在集中参赛过程中发生违规和舞弊情况，一经发现组委会将严肃处

理，包含且不限于取消成绩，取消合作方报名资格，罚款等处罚措施。

场地要求：5：1（场地面积 50 平方米，10 名参赛选手）每名参赛选

手有独立桌椅，前后左右间隔不小于 1 米。

3、人员配置

① 现场裁判人员和参赛人员比例不低于 1:5，保证每五名参赛选手一

位裁判老师。

② 腾讯会议监考裁判端，参赛场地配置 4 个机位。

③ 组委会有权委派现场巡考员到现场检查监督。

④ 每个参赛选手位置上放置 A4 纸打印的桌牌，上面有参赛选手姓名

和参赛证号，桌牌要放在监控摄像头能够看到的位置。

⑤ 保证每个参赛场地有网络，足够保证参赛正常进行的带宽。

4、参赛场地规则

① 参赛选手不允许冒名顶替，不交头接耳，不偷看他人答案；

② 参赛选手对试题有疑问时，不得向裁判人员询问；

③ 裁判人员负责维持参赛场地纪律，保证参赛顺利进行；

④ 竞赛期间，裁判人员不得对参赛选手进行指导，不得操作参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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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电脑。

十、安全疫情防范措施

组织学生参加活动，必须坚持“学生为本”、“健康发展”、“安

全第一”的原则，要充分考虑天气、场地、设备、等方面的安全因素，

尽量避免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有责任、义务保护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发现学生有危及安全的行为，要立刻给予制止和教育。如遇到学生出

现伤害事故，要及时给予相应的救助。

鉴于当前国内疫情多地散发、局部爆发的态势，根据国家、省、

市关于科学精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为确保各地区选拔

赛圆满成功，结合当地疫情防控措施要求，现有关疫情防控要求通告

如下：

（一）健康监测

1、所有本次赛事参加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均须在赛前依法如实出示

健康绿码才可参加本次赛事及相关工作。

2、参加本次赛事人员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原则上不参赛：

• 本人及共同居住家属赛前 28 天内有境外国外(含港澳台)旅居史人

员；

• 赛前 21 天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 赛前 14 天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设区县旅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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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判定为新冠确诊、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及上述人员的密切

接触者，或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人员，或与病例活动轨迹有重叠的

人员。

• 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的人员。

• 近 7 天内出现发热、乏力、咳嗽、咳痰、咽痛、腹泻、呕吐、嗅觉

或味觉减退等症状而又未经检查诊断排除的人员。

• 赛前 48 小时内出现发热、乏力、咳嗽、咳痰、咽痛、腹泻、呕吐、

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症状，经疫情防控专家评估后认定不适合参加的人

员。

• “健康码”非绿码人员，“行程码”标注“*”人员。

（二）健康码：

所有参加本次赛事人员须赛前主动扫描信息采集码。

（三）赛事期间管理

1、严格落实个人防护和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异常健康状况应当立即

报告。

2、科学佩戴口罩乘坐电梯和交通工具、餐厅取餐等，做好手卫生，

尽量与他人保持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