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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DOBOT 智造大挑战赛项竞赛规则 
 

一、赛项介绍 

（一）赛项名称 

DOBOT 智造大挑战—智慧冬奥 

（二）比赛场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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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比赛场地效果图 

 

初中组比赛场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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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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 2022 年 2 月在中国北京举行

（简称“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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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动，举国上下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并强

调北京冬奥会的重要性。 

目前中国已进入 5G 时代，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都提出将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办成一届“智慧冬奥”的目标，“智慧

冬奥”需要紧密结合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将 5G、人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应用到冬奥赛事中，努力满足奥运场馆建设、赛事

组织、赛事转播、交通物流、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技术需求，为冬奥筹

办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通过满足冬奥科技需求，促进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奥林匹克精神与科学技术的高度融合，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竞赛方式（含组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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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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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规则概要 

（一） 规则简介 

为深入践行“智慧冬奥”的理念，推动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值此北京冬奥会火热筹备之际，DOBOT 智造大挑战机器

人挑战赛特推出以“智慧冬奥”主题的赛事项目，通过智能机械臂的

自主控制、机器运动、人机协作及无人驾驶小车的路径规划、AI 识别

等多种技术的融合，深度模拟北京冬奥期间冬奥村物资的智慧抓取、

智慧分类、智慧存放、智慧配送和智慧交通等应用场景，探索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智慧冬奥的更多可能。 

本赛项旨在面向青少年普及人工智能在实际生活中的创新应用，

让青少年进一步了解新技术、新应用给社会带来的价值；引导青少年

掌握人工智能创新技术，激发创新热情与创造活力；同时普及冬奥知

识，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潜质和应用能力的青少年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和体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小学组竞赛套件包含智能遥控手柄、USBHost 模块和一台智能机

械臂等设备。竞赛包含自动控制环节和手动控制环节，自动控制环节

通过智能程序编程来控制分拣机器人完成竞赛任务，手动控制环节通

过智能手柄控制分拣机器人完成竞赛任务。 

初中组竞赛套件包含一台智能机械臂、一台无人驾驶小车等设备，

通过编程的方式去控制机械臂和无人驾驶小车完成整个竞赛任务。 

高中组竞赛套件包含两台智能机械臂、一台迷你传送带，一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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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驾驶小车等设备，通过编程的方式去控制机械臂和无人驾驶小车完

成整个竞赛任务。 

大学组竞赛套件包含两台智能机械臂、一台迷你传送带，两台无

人驾驶小车、视觉摄像头等设备，通过编程的方式去控制机械臂和无

人驾驶小车完成整个竞赛任务。 

（二） 机器人参数标准 

1.机器人尺寸 

机械臂至少满足四个自由度，底座尺寸不大于 158mm×158mm（长

×宽），最大拉伸距离不低于 320mm。 

2.无人驾驶小车尺寸 

无人驾驶小车尺寸不大于 210mm×185mm×79mm（长×宽×高）。

小车应具备某一种可以支持装载并且可以卸载的平台装置。该平台装

置面积不大于 120mm×102mm（长×宽），平台以上的挡板高度不得大

于 15mm，小车整体垂直投影不得超出小车允许的最大尺寸。 

3.机械臂电机 

需采用至少满足四个自由度的机械臂，即至少四个电机。 

4.无人驾驶小车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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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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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臂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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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无论是光电传、光感、黑标还是颜色传感器，只要用于识别颜色

的设备，都会被认为是相同类型的传感器。 

（2）无人驾驶小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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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无论是光电传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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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电源 

机械臂电源输出电压不得超过 12V，无人驾驶小车工作电压不得 

大于 7.4V。 

7.机器人要求 

机械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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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遥控手柄要求 

满足 2.4G 无线通信功能，能与机械臂建立连接，独立操作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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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机器视觉套件（大学组） 

机器视觉套件由相机、镜头、补光灯、连接杆与固定底板组成。

其中，相机为 500万像素高清工业镜头，采用卷帘曝光方式，曝光时

间最低达 28us，镜头为 F2.8-16 的 12mm 定焦镜头，补光灯 8 档亮度

调节，最高照度达 40000lux。其他参数如下表所示： 

传感器尺寸  1/2.5"CMOS 

传感器型号 AR0521 

有效像素 500万 

色彩 彩色 

像元尺寸  2.2×2.2um 

帧率/分辨率 31@2592×1944 

数据接口  USB3.0 

镜头接口 C-Mount 

焦距 12mm 

 

10.机械臂抓取要求 

机械臂抓取的方式不作限定，但单次抓取仅允许抓取 1 个积木

块，并且抓出的积木块不允许再放回物资调配区。 

11.机器人改装说明 

（1）机械臂改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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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人小车改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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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主板和驱动电机不可进行更

改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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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翻斗改装说明（装载平台） 

翻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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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斗侧装时，不能超出车轮超过 5mm。 

（4）迷你传送带改装说明 

参赛选手可对迷你传送带进行改装，在不改变原有传送带功能的

基础上可增加自行设计的辅助工件。 

五、竞赛场地及任务 

（一）小学组竞赛场地及任务 

小学组竞赛场地： 

竞赛场地长宽为 1400mm×1400mm，场地分为物资调配区、冬奥村

区域、机器人摆放区。物资调配区为 2 个对称的扇形区域，分布 16

个 25mm×25mm 的格子，机器人摆放区域长宽为 158mm×158mm，冬奥

村为三个长宽为 80mm×80mm 的区域，比赛时该区域将由参赛选手放

置自行设计的北京冬奥村、张家口冬奥村、延庆冬奥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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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1.物资说明：4 种物资以积木块代替（下文简称“积木块”），规格为

25mm×25mm×25mm 的立方体木块。其中每种物资的数量为 4 个，总

数为 16 个，红色积木块代表肉类物资，绿色积木块代表果蔬物资，

蓝色积木块代表水源物资，黄色积木块代表生活物资。 

 

物资规格示意图 

2.冬奥村说明：冬奥村共有三个，分别为北京冬奥村、张家口冬奥村、

延庆冬奥村，三个冬奥村的模型需要参赛队伍进行设计。赛前将对参

赛队伍设计的冬奥村模型进行检录，不符合标准的模型将不允许带入

赛场参赛。检录要求如下： 

（1）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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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村：规格不得超过长宽高 80mm×80mm×80mm 的立方体

标准容器； 

张家口冬奥村：规格不得超过长宽高 70mm×70mm×70mm 的立方

体标准容器； 

延庆冬奥村：规格不得超过长宽高 60mm×60mm×60mm 的立方体

标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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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冬奥村模型必须使用无污染、可回收的材质，如塑料、亚克

力板、PLA，可使用 3D 打印机进行制作。模型的具体形状不作规定，

参赛队伍可发挥自己的创意进创作，参赛队伍的优秀创意设计将作为

单项奖的评审依据。模型不可粘贴在赛台上，参赛队伍需在尺寸要求

范围内自行设计稳定的支撑结构。 

3. 机器人摆放区：地图上总共有四个机器人摆放区，要求机械臂必

须摆放在该区域内，比赛时按照抽签编号决定竞赛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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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摆放区示意图 

4. 物资调配区：地图上总共有一个物资调配区，物资调配区为 2 个

对称的扇形区域，分布 16 个 25mm×25mm 的格子。 

 

物资调配区示意图 

5. 三个冬奥村：地图上总共有三个冬奥村，长宽均为 80mm×80mm，

比赛时由任务卡规定具体信息。 

 

冬奥村示意图 

6. 启动区：地图上仅有一个启动区，直径为 3cm 的绿色圆形区域，

比赛前机器人的末端必须与启动区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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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区示意图 

7. 完成区：地图上仅有一个完成区，直径为 3cm 的红色圆形区域，

比赛提前完成，机器人的末端必须与完成区接触。 

 
完成区示意图 

8. 联盟对抗赛协作区：地图上共有两个协作区，分别位于东南角和

西北角，该区域仅在联盟对抗赛期间使用，并且只能用于手动操作。

比赛时需要两名手动控制选手完成协作，将 6个防疫物资积木块分配

到指定的冬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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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对抗赛协作区示意图 

小学组竞赛任务： 

智慧冬奥竞赛以智能化科技手段助力北京冬奥会为目标，模拟冬

奥会期间在冬奥村进行的一系列智能工作流程。 

小学组竞赛任务需要选手通过机器人完成 3 个冬奥村的物资分

类及分配，参赛选手通过编程自动控制和手动操纵智能遥控手柄两种

方式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卡规定的冬奥村所需物资种类及数量任务。

在 3 分钟的时间内以完成任务计算得分最终判定胜负。参赛队伍需要

完成以下任务： 

1.赛前准备冬奥村模型：参赛选手需要在赛前按照规则要求准备好 3

个冬奥村的模型。 

2.自动控制环节：自动控制环节总共 3 分钟，参赛选手通过编程控制

机器人去抓取比赛场地内 16 个物资积木块，并把物资按照数量要求

分配到冬奥村模型中。 

3.手动遥控环节：手动遥控环节总共 3 分钟，参赛选手通过智能手柄



 

15 

控制机器人去抓取比赛场地内 16 个物资积木块，并把物资按照数量

要求分配到冬奥村模型中。 

4.协作分配防疫物资（仅联盟对抗赛期间）：联盟对抗赛期间，同一

支联队中两名负责手动的选手分别控制两台机器人完成 6 个防疫物

资的协作分配。 

（二）初中组竞赛场地及任务 

初中组竞赛场地： 

场地长宽为 1600mm×1500mm，场地分为物资调配区、机器人摆放

区、仓库区、物资装载区、路障区、停车避让区、冬奥村区域、配送

中心。物资调配区的长宽为 125mm×100mm，物资调配区里以两层的形

式随机摆放 30 个代表资源的积木块；仓库区长宽为 200mm×145mm，

由红、绿、蓝三个小仓库组成；机器人摆放区域为 200mm×158mm；冬

奥村区域由北京、延庆和张家口 3个冬奥村组成，每个冬奥村长宽为

180mm×125mm，比赛时可存在高 35mm 的围栏；物资装载区、停车避

让区、配送中心的长宽都为 250mm×200mm；物资装载区内部有 3 个

25mm*25mm 的小方格，这 3 个小方格组成路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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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1.物资说明：3 种类型的物资以积木块代替（下文简称“积木块”），

规格为 25mm×25mm×25mm 的立方体木块，比赛任务共设 30 个积木

块，以两层的形式随机摆放在物资调配区，积木块的具体位置由赛前

任务卡公布。 

 

物资规格示意图 

2.物资调配区：该区域将以两层的形式随机摆放 30 个积木块，积木

块的具体位置由赛前任务卡公布。其中，红色积木块代表肉类物资，

绿色积木块为果蔬物资，蓝色积木块为水源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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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调配区示意图 

3. 机器人摆放区：地图上机械臂的摆放区域，要求机械臂必须摆放

在该区域内。 

 

机器人摆放区示意图 

4.仓库区：除了任务卡规定需要配送的积木块，其它分拣出来的积木

块都必须码放到对应颜色的仓库内，且码放层数越多，分值越高。 

 

仓库区示意图 

5. 配送中心：无人驾驶小车的出发位置和最终停车区域。配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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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图上含红色横条的虚线框。 

 

配送中心示意图 

6. 物资装载区：无人驾驶小车停止并等待机械臂进行上料的区域。 

 

物资装载区示意图 

7. 路障区：在物资装载区内有 3 个连续的小方格，该区域为路障区，

该区域将会随机放置一个黄色的积木块作为路障，黄色积木块的具体

位置由赛前任务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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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障区示意图 

8. 停车避让区：无人驾驶小车在经过停车避让区时，需要停车避让

学生，并鸣笛示意，停车避让区为地图上含蓝色横条的虚线框。整个

比赛中只需要完成一次。 

 

停车避让区示意图 

9. 冬奥村区域：冬奥村区域由 3 个冬奥村组成，如下图所示： 

 

冬奥村区域示意图 

初中组竞赛任务： 

慧冬奥竞赛以智能化科技手段助力北京冬奥会为目标，模拟冬奥

会期间在冬奥村进行的一系列智能工作流程。 

初中组竞赛任务需要选手通过机器人和无人驾驶小车的协作完

成冬奥村物资的智能分类、自动分配以及无人运输等任务，参赛选手

需要编写程序控制一台机械臂、一台无人驾驶小车等设备完成物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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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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伍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1.清除障碍物：通过机械臂将路障区内的黄色积木块搬离道路，完成

清障任务。 

2. 小车出发：无人驾驶小车必须从配送中心出发。 

3. 小车上料：无人驾驶小车巡线到物资装载区，停车并等待机械臂

进行上料。  

4. 物资搬运：代表物资的积木块仅允许摆放在物资调配区内的格子

区域内。使用机械臂从物资调配区抓取任务积木块，并码放到对应颜

色仓库内或放置到小车顶部的装载平台上，这一过程中积木块必须通

过具有颜色识别功能的设备进行颜色识别。 

5. 物资运输：物资被搬运到无人驾驶小车上后，小车沿着黑线运行

到任务卡指定的冬奥村附近。 

6.物资的码放：不需要配送的另外两种物资必须码放到对应的仓库内，

物资码放的层数越多，分值越高。 

7.停车避让：无人驾驶小车经过学校时，需要停在停车避让区内，并

利用蜂鸣器鸣笛 3秒示意，礼让行人和学生。 

8.物资卸载：无人驾驶小车巡线运行到指定的冬奥村，利用翻斗装置

将物资卸载到冬奥村内。 

9.小车停车：小车从配送中心出发，在完成物资的装载和卸载任务后

回到配送中心以结束比赛，可获得停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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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组竞赛场地及任务 

高中组竞赛场地： 

场地长宽为 1600mm×1500mm，场地分为物资调配区、传送带摆放

区、机器人摆放区、仓库区、物资装载区、路障区、停车避让区、冬

奥村区域、配送中心。物资调配区的长宽为 125mm×100mm，物资调配

区里以两层的形式随机摆放 30 个代表资源的积木块；传送带摆放区

长宽为 710mm×230mm；机器人摆放区域长宽为 200mm×158mm 和

158mm×158mm；仓库区长宽为 200mm×145mm，由红、绿、蓝三个小仓

库组成；冬奥村区域由北京、延庆和张家口 3个冬奥村组成，每个冬

奥村长宽为 180mm×125mm，比赛时可存在高 35mm 的围栏；物资装载

区、停车避让区、配送中心的长宽都为 250mm×200mm；物资装载区内

部有 3 个 25mm*25mm 的小方格，这 3 个小方格组成路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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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1.物资说明：3 种类型的物资以积木块代替（下文简称“积木块”），

规格为 25mm×25mm×25mm 的立方体木块，比赛任务共设 30 个积木

块，以两层的形式随机摆放在物资调配区，积木块的具体位置由赛前

任务卡公布。 

 

物资规格示意图 

2.物资调配区：该区域将以两层的形式随机摆放 30 个积木块，积木

块的具体位置由赛前任务卡公布。其中，红色积木块代表肉类物资，

绿色积木块为果蔬物资，蓝色积木块为水源物资。 

 

物资调配区示意图 

3.传送带摆放区：迷你传送带的摆放区域，传送带主体必须在该区域

内，传送带电机部分可适当超出虚线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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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带摆放区示意图 

4. 机器人摆放区：地图上总共有两个机器人摆放区，要求机械臂必

须摆放在该区域内。 

 

机器人摆放区示意图 

5.仓库区：除了任务卡规定需要配送的积木块，其它分拣出来的积木

块都必须码放到对应颜色的仓库内，且码放层数越多，分值越高。 

 

仓库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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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送中心：无人驾驶小车的出发位置和最终停车区域。配送中心

为地图上含红色横条的虚线框。 

 

配送中心示意图 

7. 物资装载区：无人驾驶小车停止并等待机械臂进行上料的区域。 

 

物资装载区示意图 

8. 路障区：在物资装载区内有 3 个连续的小方格，该区域为路障区，

该区域将会随机放置一个黄色的积木块作为路障，黄色积木块的具体

位置由赛前任务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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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障区示意图 

9. 停车避让区：无人驾驶小车在经过停车避让区时，需要停车避让

学生，并鸣笛示意，停车避让区为地图上含蓝色横条的虚线框。整个

比赛中只需要完成一次。 

 

停车避让区示意图 

10. 冬奥村区域：冬奥村区域由 3个冬奥村组成，如下图所示： 

 

冬奥村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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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竞赛任务： 

智慧冬奥竞赛以智能化科技手段助力北京冬奥会为目标，模拟冬

奥会期间在冬奥村进行的一系列智能工作流程。 

高中组竞赛任务需要选手通过多个机器人和无人驾驶小车的协

作完成冬奥村物资的智能分类、自动分配以及无人运输等任务，实现

较复杂的运送任务。参赛选手需要编写程序控制两台机械臂、一条迷

你传送带以及一台无人驾驶小车等设备完成物资的抓取、搬运、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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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伍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1.清除障碍物：通过机械臂将路障区内的黄色积木块搬离道路，完成

清障任务。 

2. 小车出发：无人驾驶小车必须从配送中心出发。 

3. 小车上料：无人驾驶小车巡线到物资装载区，停车并等待机械臂

进行上料。  

4. 物资搬运：代表物资的积木块仅允许摆放在物资调配区内的格子

区域内。使用一台机械臂从物资调配区抓取任务积木块，再由传送带

将任务积木块传送到另一台机械臂的可抓取区域内，该机械臂从传送

带上抓取积木块并码放到对应仓库内或放置到小车顶部的装载平台

上。这一过程中积木块必须通过具有颜色识别功能的设备进行颜色识

别，不规定进行颜色识别的设备必须在某一台机械臂上。 

5. 物资运输：物资被搬运到无人驾驶小车上后，小车沿着黑线运行

到任务卡指定的冬奥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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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资的码放：不需要配送的另外两种物资必须码放到对应的仓库内，

物资码放的层数越多，分值越高。 

7.停车避让：无人驾驶小车经过学校时，需要停在停车避让区内，并

利用蜂鸣器鸣笛 3秒示意，礼让行人和学生。 

8.物资卸载：无人驾驶小车巡线运行到指定的冬奥村，利用翻斗装置

将物资卸载到冬奥村内。 

9.小车停车：小车从配送中心出发，在完成物资的装载和卸载任务后

回到配送中心以结束比赛，可获得停车得分。 

（四）大学组竞赛场地及任务 

大学组竞赛场地： 

场地长宽为 2400mm×1500mm，场地分为物资调配区、传送带摆放

区、机器人摆放区、机器人视觉摆放区、仓库区、物资装载区、避障

区、中转站、停车避让区、冬奥村区域、配送中心。 

物资调配区的长宽为 210mm×140mm，物资调配区里以两层的形

式随机摆放 40 个代表资源的积木块；机器人摆放区虚线框长宽为

158mm×158mm；仓库区长宽为 260mm×140mm，由红、绿、蓝、黄四个

小仓库组成；冬奥村区域由北京、延庆和张家口 3 个冬奥村组成，每

个冬奥村长宽为 260mm×180mm，比赛时可存在高 35mm 的围栏；物资

装载区、停车避让区、配送中心的长宽都为 260mm×180mm；中转站为

半径 75mm 的圆形区域，同时也设有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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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比赛场地示意图 

1.物资说明：4 种类型的物资以红、绿、蓝、黄四色积木块代替（下

文简称“积木块”），规格为 25mm×25mm×25mm 的立方体木块，比赛

任务共设 40 个积木块（赛前需要将 4 种不同的物资图像贴纸分别贴

到四色积木块上），以两层的形式，单层以：宽 4（个）*长 5（个）

的形式并排摆放，贴好的物资积木块按随机顺序摆放在物资调配区，

积木块的具体位置由赛前任务卡公布。 

 

物资规格示意图 

 

不干胶贴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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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资调配区：该区域将以两层的形式随机摆放 40 个积木块，积木

块的具体位置由赛前任务卡公布。其中，红色积木块代表水果类物资，

绿色积木块代表蔬菜类物资，蓝色积木块代表服装类物资，黄色积木

块代表饮品类物资。 

 
物资调配区示意图 

3.传送带摆放区：迷你传送带的摆放区域，传送带主体必须在该区域

内，传送带电机部分可适当超出虚线框。 

 

传送带摆放区示意图 

4. 机器人摆放区：地图上总共有两个机器人摆放区，要求机械臂必

须摆放在该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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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摆放区示意图 

5.仓库区：除了任务卡规定需要配送的积木块，其它分拣出来的积木

块都必须码放到对应颜色的仓库内，且码放层数越多，分值越高。 

 

仓库区示意图 

6. 配送中心：无人驾驶小车的出发位置和最终停车区域。配送中心

为地图上含黑色横条的虚线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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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中心示意图 

7. 物资装载区：无人驾驶小车停止并等待机械臂进行上料的区域。 

 

物资装载区示意图 

8. 避障区：在中转站前设置一个避障区，当小车检测到避障区黑线

时，需要左转差速绕行，整个比赛中可完成多次。 

 
避障区示意图 

9. 停车避让区：无人驾驶小车在经过停车避让区时，需要停车避让

学生，停车避让区为地图上含蓝色横条的虚线框，整个比赛中可完成

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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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避让区示意图 

10. 冬奥村区域：冬奥村区域由 3个冬奥村组成，如下图所示： 

 
冬奥村区域示意图 

11. 中转站区域：半径 75mm 的圆形区域，同时也设有围栏，如下图

所示： 

 

中转站区域示意图 

大学组竞赛任务： 

智慧冬奥竞赛以智能化科技手段助力北京冬奥会为目标，模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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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会期间在冬奥村进行的一系列智能工作流程。 

大学组竞赛任务需要选手通过多个机器人和无人驾驶小车的协

作完成冬奥村物资的智能分类、自动分配以及无人运输等任务，实现

较复杂的运送任务。参赛选手需要编写程序控制两台机械臂、一条迷

你传送带、两台无人驾驶小车以及一套视觉套件等设备完成物资的抓

取、搬运、传送、识别、码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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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伍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1. 小车出发：无人驾驶小车必须从配送中心出发（如使用两台无人

驾驶小车参赛，小车需全部在配送中心内陆续启动，且两辆小车出发

的间隔不得超过 15秒）。 

2. 小车上料：无人驾驶小车巡线到物资装载区，停车并等待机械臂

进行上料。  

3. 物资搬运：代表物资的积木块仅允许摆放在物资调配区内的格子

区域内。使用一台机械臂从物资调配区抓取任务积木块，再由传送带

将任务积木块传送到另一台机械臂的可抓取区域内，该机械臂从传送

带上抓取积木块并码放到对应仓库内或放置到小车顶部的装载平台

上。这一过程中积木块必须通过具有图像识别功能的设备进行图像识

别，不规定进行图像识别的设备必须在某一台机械臂上。 

4. 物资的码放：不需要配送的另外两种物资必须码放到对应的仓库

内，物资码放的层数越多，分值越高。 

5. 物资运输：物资被搬运到无人驾驶小车上后，小车沿着黑线运行

到任务卡指定的冬奥村附近以及中转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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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避开障碍物：小车完成经过避障区域时需要绕行，避障成功后需

要继续巡线前行。 

7. 停车避让：无人驾驶小车经过学校时，需要停在停车避让区内，

等待 5 秒，礼让行人和学生。 

8. 物资卸载：无人驾驶小车巡线运行到指定的冬奥村，利用翻斗装

置将物资卸载到冬奥村内以及中转站区域。 

9. 小车停车：小车从配送中心出发，在完成全部物资的装载和卸载

任务后回到配送中心以结束比赛，可获得停车得分（如果有两台小车，

一台小车停止在物资装载区，另外一台小车停止在配送中心）。 

六、竞赛赛制 

（一）小学组赛制：资格赛+联盟对抗赛 

比赛分为资格赛和联盟对抗赛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资格赛，资

格赛任务分为自动环节和手动环节，按照资格赛总得分高低排名决出

前八强队伍，第二阶段为联盟对抗赛，前八强队伍将联合另外一支队

伍组成联队进行红蓝联盟的对抗赛，联盟对抗赛每局比赛手动环节和

自动环节同时进行。比赛流程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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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流程图参考图 

1.小学组资格赛 

（1）资格赛竞赛形式 

资格赛为各个队伍的排位赛，通过比拼晋级前 8 强队伍。组委会

将根据现场队伍情况对资格赛比试轮数进行调整。资格赛同一赛台，

前一环节为自动，后一环节为手动，每支队伍将在报到时进行编号抽

签，例如编号：A-01。各队伍需要按照官方公布的“对阵编号表”进

行比赛。以 48 支队伍为例，分为 A、B、C 三组，每组 16 支队伍，A

组对阵编号表和单个赛台各区域参考图如下所示： 

参考对阵编号表 

赛台 项目 时间 赛台东位 赛台南位 赛台西位 赛台北位 

A组 

1号赛台 

自动环节 9:00-9:20 A-01 A-02 A-03 A-04 

手动环节 9:20-9:40 A-01 A-02 A-03 A-04 

自动环节 9:40-10:00 A-05 A-06 A-07 A-08 

手动环节 10:00-10:20 A-05 A-06 A-07 A-08 

  

A组 

2号赛台 

自动环节 9:00-9:20 A-09 A-10 A-11 A-12 

手动环节 9:20-9:40 A-09 A-10 A-11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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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环节 9:40-10:00 A-13 A-14 A-15 A-16 

手动环节 10:00-10:20 A-13 A-14 A-15 A-16 

 

 

单个赛台各区域参考图 

（2）资格赛成绩公布 

资格赛比赛结束后，裁判将记录各队伍得分情况，并进行汇总公

示。资格赛总得分排名前 8强的队伍将晋级联盟对抗赛。 

得分排名参考表 

队伍编号 队伍名称 手动环节得分 自动环节得分 总得分 排名 

B-12 DOBOT队 85 90 175 1 

A-11 不忘初心 80 85 165 2 

A-10 牢记使命 75 80 155 3 

C-02 富强民主 70 80 15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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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赛晋级示意图 

2.小学组联盟对抗赛 

八强队伍可以在全场队伍内各选择一支队伍进行联队组合，但是

不允许选择同一报名单位的队伍组成联队。官方将 8支联队划分为红

蓝两大联盟，两大联盟内部“强”队与“弱”队对抗，每轮决出一支

晋级联队，最终进行红蓝联盟 PK。联盟对抗赛总共分为三轮。如下方

表格所示： 

比赛轮数 内容 说明 

第一轮 四强赛 三局两胜制 

第二轮 半决赛 三局两胜制 

第三轮 决赛 单局定胜负 

（1）联盟搭档 

资格赛前八的每支队伍按照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进行联盟

搭档的选择。若前八的队伍之间组成联队，则按照排名依次进行轮补。

例如，排名第一的队伍选择了第五的队伍，则排名第六的队伍自动补

位为第五，因此排名第九的队伍将替补为排名第八的队伍，拥有选择

联盟搭档的权利。若第九的队伍已被选择为搭档队伍，则排名第十的

队伍自动补位为第九，以此类推。资格赛结束后，前八强队伍需要在

规定时间内选择自己的联盟搭档，以在工作人员登记的信息为准，逾

期将视为自动弃权。联盟搭档选择完毕后不得进行更改，资格赛时的

队伍编号也将自动作废。 

（2）红蓝联盟 

资格赛排名第一的队伍组成的联盟为 A 联队（A1、A2），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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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排名依次往下是 B 联队（B1、B2），C联队（C1、C2），D联队（D1、

D2），E 联队（E1、E2），F 联队（F1、F2），G联队（G1、G2），H 联队

（H1、H2）。其中资格赛成绩第一、第四、第五、第八队伍组成红联

盟，资格赛成绩第二、第三、第六、第七队伍组成蓝联盟。联盟组成

参考表如下所示： 

联盟组成参考表 

联盟组成表 

红联盟 

VS 

蓝联盟 

联盟 队长队 搭档队 联盟 队长队 搭档队 

A联队 A1 A2  B联队 B1 B2  

D联队 D1 D2  C联队 C1 C2  

E联队 E1 E2 F联队 F1 F2  

H联队 H1 H2  G联队 G1 G2  

（3）联盟对抗赛比赛形式 

与资格赛比赛形式不同，联盟对抗赛每一个赛台同时容纳两个联

队，根据官方给出的对阵参考表（可参看下方联盟对阵参考表），两

个联队经内部讨论后派出各自的手动和自动人员进行对决，同一名队

员不得连续操作同一个环节。其中操作手动控制的两名选手需要完成

防疫物资协作任务，届时组委会将统一提供地图的东南角和西北角的

机器人。 

联盟对阵参考表 

赛台 时间 
自动 手动 

赛台东位 赛台西位 赛台南位 赛台北位 

1号赛台 14:00-15:00 A1 队 H1 队 A2 队 H2 队 

2号赛台 14:00-15:00 B1 队 G1 队 B2 队 G2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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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赛台 14:00-15:00 C1 队 F1 队 C2 队 F2 队 

4号赛台 14:00-15:00 D1 队 E1 队 D2 队 E2 队 

 

联盟对抗赛联队对战示意图如下所示： 

 

联盟对战示意图 

 

（二）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赛制 

竞赛赛制分为资格赛和决赛。比赛结束后将按成绩高低排名，成

绩高者排名靠前。若成绩相同则按照比赛用时排名，用时少者排名靠

前。如果比赛用时也相同的则加赛一场，以最终加赛的成绩为准，最

终决出冠亚季军。组委会可根据队伍实际数量情况对赛制做出相应调

整。赛制示意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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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制示意图 

（三）比赛流程 

1.小学组比赛流程 

 

小学组比赛流程图 

2.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比赛流程： 

 

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比赛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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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竞赛规则 

（一）小学组竞赛规则 

1.抽签 

（1）编号抽签 

每支队伍将在报到时进行编号抽签，例如编号：A-01。资格赛和

联盟对抗赛各队伍需要按照官方公布的对阵编号表进行比赛。资格赛

时的队伍编号将在联盟搭档选择确认后自动作废。 

（2）任务卡抽签 

资格赛比赛前，由裁判抽取本轮本批次比赛的任务卡，并公布任

务卡内容，任务卡上有 16 个积木块的具体信息，如摆放位置及对应

颜色，还有 3 个冬奥村模型的具体位置，手动遥控控制环节和自动控

制环节使用同一题卡。若存在不同批次进场的队伍，每个批次的任务

卡公布将错开一定时间。联盟对抗赛前，将由裁判重新抽取任务卡并

提前公布。具体任务卡参考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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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卡参考示意图 

2.检录与搭建调试 

（1）检录 

比赛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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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制作的冬奥村模型，

并置于标准规格容器内，若自制模型超过规格，则禁止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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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搭建与调试 

通过检录的参赛选手进入比赛区后，根据对应赛台的相应场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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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摆放设备，手动遥控控制环节和自动控制环节均有 3分钟的准备时

间进行摆放和调试设备，各环节比赛时间均为 3 分钟，最后由裁判记

录参赛队伍的最终得分。 

3.比赛 

（1）比赛安排 

每组比赛分为 3 分钟的自动控制环节和 3 分钟手动遥控控制环

节。资格赛期间，各参赛队伍根据对阵编号表，在规定时间内依次进

行自动和手动比赛任务，联盟对抗赛期间，自动控制环节与手动遥控

控制环节同时进行。参赛队伍必须事先决定各自的控制环节项目，不

允许在控制环节中途更换队员，联盟对抗赛期间同一名队员不可连续

操作同一项目。 

（2）启动要求 

比赛前，各组队员需要把机械臂末端统一保持在比赛地图上待命

的绿色圆形区域内（如下方启动初始位置示意图），积木块和冬奥村

模型需按照任务卡要求摆放好。等待裁判“3、2、1，开始”的倒计时

口令。 

 

启动初始位置示意图 



 

44 

（3）自动控制环节 

自动控制环节总共 3 分钟，参赛选手通过编程控制机器人去抓取

比赛场地内 16 个物资积木块，并把物资按照数量要求分配到冬奥村

模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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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手动遥控环节 

手动遥控环节总共 3 分钟比赛时间，参赛选手通过操作遥控手柄

控制机器人去抓取比赛场地内 16 个物资积木块，并把物资按照数量

要求分配到冬奥村模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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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提前结束比赛的标志 

比赛时，参赛队员若提前完成比赛，或者主动申请提前结束比赛。

裁判进行判定的标志为机械臂末端是否稳定在比赛地图上结束区圆

形区域内。如下方示意图所示： 

 

提前结束比赛的标志位置示意图 

（6）重启说明 

资格赛期间，3分钟的比赛准备时间内，参赛队员若发现设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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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并且不能正常完成比赛时，需要在准备时间内向裁判申请唯一一

次重启的机会，由裁判判定重启申请是否通过。申请重启通过的队伍

将不参与当场比拼，需要听从裁判安排，延迟比赛。 

联盟对抗赛期间，每一局比赛 3 分钟的准备时间内，参赛队员若

发现设备故障，并且不能正常完成比赛时，可向裁判申请更换器材，

经裁判同意后，可酌情增加最多 3分钟的额外准备时间。 

4.得分规则 

（1）分类得分 

成功将物资按照任务卡规定的种类和数量分拣到对应的冬奥村

模型中，每个有效物资积木块可得 5分。 

（2）失误扣分 

1）机械臂因为操作失误碰倒冬奥村模型，单次扣 2 分。参赛选手需

主动示意裁判申请恢复模型，经裁判同意后才可重新摆放模型。进行

重新摆放的规范流程为首先拾出该模型倒出的积木块并放置在一旁，

摆放好模型后不允许再碰触模型以及积木块。模型被碰倒之前成功放

入的对应积木块得分依然有效。 

2）冬奥村模型内多出任务卡规定的积木块数量，每个扣 2 分。 

3）冬奥村模型内少于任务卡规定的积木块数量，将扣除 5 分。 

（3）时间加分 

比赛中，若参赛选手提前结束物资的分类任务，由裁判记录当前

比赛用时，提前结束比赛的标志为机械臂末端稳定在比赛地图上结束

区圆形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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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得分计算方式的条件是提前结束比赛时是否已经得到 60 分，

满足该条件，剩余比赛时间按照下方表格进行加分。例：A-01号参赛

选手自动控制环节得分为 90 分的满分成绩，比赛用时为 145s,该队

伍比赛剩余时间为 180s-145s=35s,则可奖励 7 分，最终该队伍自动

环节总得分为 90+7=97 分。 

提前完成奖励分值表 

t=比赛时间 - 完成比赛时间 累计奖励计分 

0<t<=5s 1 

5<t<=10s 3 

10<t<=20s 5 

20<t<=40s 7 

40<t<=80s 10 

80<t<=120s 12 

120s以上 15 

（4）协作得分（仅联盟对抗赛期间） 

两名负责手动的选手协作完成 6 个防疫物资的分配任务，每个防

疫物资积木块成功分配到指定冬奥村将获得对应分值（具体分值现场

公布）。 

（5）得分计算公式 

资格赛总得分=手动环节得分（分类得分-失误扣分+时间加分）+

自动环节得分（分类得分-失误扣分+时间加分） 

联盟对抗赛总得分=手动环节得分（分类得分-失误扣分+协作得

分+时间加分）+自动环节得分（分类得分-失误扣分+时间加分） 

5.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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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时，统计每支队伍的分类得分和失误扣分以及时间加分，

计算出最终总得分。并根据总分进行排名，若总分相同，比赛时间短

者排名靠前。 

（二）初中组、高中组竞赛规则 

1.抽签 

（1）编号抽签：各组签到时随机抽取各组的竞赛编号。比如某支队

伍将可能抽到内容为“A-01”的抽签条。 

（2）场地抽签：各组签到时随机抽取各组的比赛区。比如某支队伍

抽到内容为“2 号赛台”的抽签条，则被安排到统一规格标记为 2号

的地图场地进行比赛。 

（3）任务卡抽签：准备时间（详见下方检录与搭建调试第（2）条搭

建）即将结束前裁判将会开始进行任务卡的抽签。各组队长将抽取任

务卡。其中，初中组、高中组任务卡将公布 30 个积木块的分布、需

要配送的物资和对应配送的冬奥村、以及路障的位置等信息。  

2.检录与搭建调试 

（1）检录 

比赛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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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传送带上的工具。经裁判或者工作人员查验通过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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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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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资格。 

（2）搭建 

进入比赛区后将有统一的 10 分钟的准备时间，在准备时间内仅

允许参赛选手摆放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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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调试 

调试时间由现场裁判统一计时 1 小时，当调试时间截止时，参赛

队员应立即停止调试。若有队伍违反规则继续进行调试，将直接取消

比赛资格。由裁判示意参赛选手随机摆放积木块并在两分钟内进行比

赛。 

3.比赛 

（1）比赛安排 

初中组比赛时间为 6 分钟，任务积木块数量为 30 个；高中组比

赛时间为 8 分钟，任务积木块数量为 30 个。各参赛队需要根据场地

抽签的结果依次进行上场比赛。 

（2）启动要求 

比赛前，比赛场地上的器材和积木块等需要经过裁判确认无误才

可以进行启动，一名参赛选手将无人驾驶小车置于配送中心内，另一

名参赛选手靠近电脑鼠标或者传感器，其他人员一律站立位于赛台两

侧。参赛队员需要等待裁判“3、2、1，开始”的倒计时口令。 

（3）提前结束比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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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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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条件。裁判进行判定的标志一为机器人和无人驾驶小车自动停止

程序；标志二为机械臂或无人驾驶小车不能正常运行，参赛选手可主

动申请提前结束比赛，参赛选手不得恶意编程小车不巡线进行比赛。 

（4）重启说明 

当小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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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钟重启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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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队伍申请重启，

重启时间结束后，由裁判示意参赛选手随机摆放积木块并在两分钟内

进行比赛。 

4.得分规则 

（1）清障得分 

成功将路障区内的黄色积木块完全移出白色轨道区域将获得 5

分清障得分，移除失败或者掉落在白色轨道区域内不得分。 

（2）搬运得分 

每当机械臂从物资调配区内搬运出一个积木块，可获得搬运得分

2 分。  

（3）分类码放得分 

1）分类得分：比赛结束时，裁判将计算最终分类在仓库内的积

木块的数量，每成功将一个积木块放到对应颜色仓库内得 5 分，积木

块需要完全位于对应仓库内，压边或不在对应仓库内将不计分。若将

任务卡规定需要进行配送的积木块分类到对应仓库内不计得分。 

2）码放得分：将积木块成功分类到对应颜色仓库内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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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放的层数越多，获得的分数越高。码放得分公式：码放得分=有效

层数 x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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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的积木块不计入高度与得分。 如下堆叠方式，有效层数记为 3层。 

        

有效码放示意图 

分类码放得分=分类得分+码放得分 

（4）避让得分 

无人驾驶小车经过学校时，需要停车避让放学过马路的学生，无

人驾驶小车必须停在停车避让区内，并鸣笛 3 秒，可获得 10 分停车

避让分。要求小车停止时至少有一半车身在停车避让区内（以垂直投

影视角为准），如果小车停车时进入停车避让区不足车身的一半或者

未鸣笛 3秒，则将不能获得避让得分。 

（5）运输得分 

比赛结束时，裁判将根据任务卡计算对应冬奥村内的有效积木块

数量，每个计分积木块得 10 分，若对应冬奥村的积木块完全不在虚

线框内则不计得分。 

（6）停车得分 

比赛时间内，无人驾驶小车完成物资配送后，停止在规定的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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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内，即可获得 15 分停车得分。要求小车停止时至少有一半车身

在配送中心区域内（以垂直投影视角为准），当小车停止时，裁判可

立即记录比赛用时，小车停止后需要维持至少 5 秒。如果小车进入配

送中心不足车身的一半或者停止后在 5 秒内又启动，则将不能获得停

车得分。 

（7）时间加分 

正式比赛时，参赛选手若能提前结束比赛，由裁判记录当前比赛

用时，并计算其时间加分。  

奖励时间得分的提前条件为是否已得到 240 分，未满足此前提条

件将不计算时间加分；若满足前提条件，裁判将用比赛时间减去当前

比赛用时，剩余的时间按下面的奖励分值表进行加分。例：初中组 A-

01 号参赛选手比赛结束时已获得 245分的成绩，比赛用时为 280s,该

队伍比赛剩余时间为 360s-280s=80s,则可奖励 7 分，最终该队伍总

得分为 245+7=252分。 

提前完成奖励分值表 

t=比赛时间-完成比赛时间 累计奖励计分 

0<t≤15s 1 

15<t≤30s 3 

30<t≤60s 5 

60<t≤120s 7 

120s以上 10 

（8）重启扣分 

申请重启的队伍将在总分中扣除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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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得分计算公式 

初中组和高中组总得分=清障得分+搬运得分+分类码放得分+避

让得分+运输得分+停车得分+时间加分-重启扣分 

大学组总得分=避障得分+搬运得分+图像识别得分+分类码放得

分+避让得分+运输得分+停车得分+时间加分-重启扣分 

5.排名 

比赛结束时，计算最终得分，按总得分高低进行比赛排名，若得

分相同，比赛时间较短者，排名靠前。 

（三）大学组竞赛规则 

1.抽签 

（1）编号抽签：各组签到时随机抽取各组的竞赛编号。比如某支队

伍将可能抽到内容为“A-01”的抽签条。 

（2）场地抽签：各组签到时随机抽取各组的比赛区。比如某支队伍

抽到内容为“2 号赛台”的抽签条，则被安排到统一规格标记为 2号

的地图场地进行比赛。 

（3）任务卡抽签：准备时间（详见下方检录与搭建调试第（2）条搭

建）即将结束前裁判将会开始进行任务卡的抽签。各组队长将抽取任

务卡。其中，大学组任务卡将公布 40 个积木块的分布、需要配送的

物资和对应配送的冬奥村等信息。  

2.检录与搭建调试 

（1）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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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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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传送带上的工具。经裁判或者工作人员查验通过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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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搭建 

进入比赛区后将有统一的 10 分钟的准备时间，在准备时间内仅

允许参赛选手摆放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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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调试 

调试时间由现场裁判统一计时 1 小时，当调试时间截止时，参赛

队员应立即停止调试。若有队伍违反规则继续进行调试，将直接取消

比赛资格。由裁判示意参赛选手随机摆放积木块并在两分钟内进行比

赛。 

3.比赛 

（1）比赛安排 

大学组比赛时间为 15 分钟，任务积木块数量为 40 个。各参赛队

需要根据场地抽签的结果依次进行上场比赛。 

（2）启动要求 

比赛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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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裁判确认符合赛事要求，同时裁判将在任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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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范围内随机改变积木块位置后，方才可以进行启动。一名参赛选

手将无人驾驶小车置于配送中心内，另一名参赛选手靠近电脑鼠标或

者传感器，其他人员一律站立位于赛台两侧。参赛队员需要等待裁判

“3、2、1，开始”的倒计时口令。 

（3）提前结束比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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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进行判定的标志一为机器人和无人驾驶小车自动停止

程序；标志二为机械臂或无人驾驶小车不能正常运行，参赛选手可主

动申请提前结束比赛，参赛选手不得恶意编程小车不巡线进行比赛

（除避障路段外，其他任何地方必须通过巡线进行）。 

（4）重启说明 

当小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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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钟重启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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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队伍申请重启，

重启时间结束后，由裁判示意参赛选手随机摆放积木块并在两分钟内

进行比赛。 

（5）取出故障小车 

比赛时，无人驾驶小车发生故障，即小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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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时间不及，比赛结束后需经裁判复

议确认），且不能触碰除故障小车外的任何物品。取出的小车需立即

关闭电源，摆放在赛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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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得分规则 

（1）搬运得分 

每当机械臂从物资调配区内搬运出一个积木块，可获得搬运得分

3 分。  

（3）分类码放得分 

1）分类得分：比赛结束时，裁判将计算最终分类在仓库内的积

木块的数量，每成功将一个积木块放到对应颜色仓库内得 5 分，积木

块需要完全位于对应仓库内，压边或不在对应仓库内将不计分。若将

任务卡规定需要进行配送的积木块分类到仓库内不计得分。 

2）码放得分：将积木块成功分类到对应颜色仓库内的前提下，

码放的层数越多，获得的分数越高。码放得分公式：码放得分=有效

层数 x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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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的积木块不计入高度与得分。 如下堆叠方式，有效层数记为 3层。 

        

有效码放示意图 

分类码放得分 = 分类得分+码放得分 

3）避障得分 

无人驾驶小车经过避障区域时，需要避开让行。每成功避让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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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0分，上限为 30 分。 

4）避让得分 

无人驾驶小车经过学校时，需要停车避让放学过马路的学生，无

人驾驶小车必须停在停车避让区内，等待 5 秒，可获得 5 分停车避让

分（每成功停车避让一趟得 5 分，上限为 10 分）。要求小车停止时至

少有一半车身在停车避让区内（以垂直投影视角为准），如果小车停

车时进入停车避让区不足车身的一半或者停车时间少于 5 秒，则将不

能获得避让得分。 

5）运输得分 

比赛结束时，裁判将根据任务卡计算对应中转站和冬奥村内的有

效积木块数量，其中，运送到中转站物资的每个计分积木块得 10分，

运送到奥运村物资每个得 5分，若积木块完全不在虚线框内则不计得

分。 

6）停车得分 

比赛时间内，无人驾驶小车完成全部物资配送后，最终停止在规

定的配送中心内，即可获得 10 分停车得分（如果有两台小车，一台

小车停止在物资装载区，另外一台小车停止在配送中心，则可以得 20

分）。要求小车停止时至少有一半车身在规定区域内（以垂直投影视

角为准），当小车停止时，裁判可立即记录比赛用时，小车停止后需

要维持至少 5 秒。如果小车进入配送中心不足车身的一半或者停止后

在 5 秒内又启动，则将不能获得停车得分。 

7）时间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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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比赛时，参赛选手若能提前结束比赛，由裁判记录当前比赛

用时，并计算其时间加分。  

奖励时间得分的提前条件为是否已得到 240 分，未满足此前提条

件将不计算时间加分；若满足前提条件，裁判将用比赛时间 15 分钟

（900s）减去当前比赛用时，剩余的时间按下面的奖励分值表进行加

分。例：大学组 A-01 号参赛选手比赛结束时已获得 245 分的成绩，

比赛用时为 700s,该队伍比赛剩余时间为 900s-700s=200s,则可奖励

7 分，最终该队伍总得分为 245+7=252分。 

提前完成奖励分值表 

t=比赛时间-完成比赛时间 累计奖励计分 

0<t≤15s 1 

15<t≤50s 3 

50<t≤100s 5 

100<t≤200s 7 

200s以上 10 

8）重启扣分 

申请重启的队伍将在总分中扣除 10 分。 

9）得分计算公式 

大学组总得分=搬运得分+分类码放得分+避障得分+运输得分+避

让得分+停车得分+时间加分-重启扣分 

5.排名 

比赛结束时，计算最终得分，按总得分高低进行比赛排名，若得

分相同，比赛时间较短者，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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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规则说明 

（一）入场须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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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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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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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携

带手机等通信设备。 

4.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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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进入比赛区后，参赛选手必须有秩序、有条理地调试机器人及准备；

现场裁判将统一启动 10 分钟的准备时间。参赛选手必须有秩序、有

条理地搭建及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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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准备时间结束后，参赛队伍需要积极展开调试。 

7.比赛时，超出准备时间仍未到场的参赛队伍将被视为弃权。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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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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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主动向裁判申请，由志愿者或者工作人员陪同进出赛场。 

（二）比赛启动 

1. 小学组启动 

自动控制环节的启动：裁判员确认参赛选手已准备好以后，将发出“3、

2、1，开始”的倒计时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时开始，一名参赛选手可

以用手靠近鼠标或者传感器，听到“开始”命令的最后一个字起，参

赛选手才可以启动程序。 

手动遥控环节的启动：裁判员确认参赛选手已准备好以后，将发出“3、

2、1，开始”的倒计时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时开始，一名参赛选手可

以用双手慢慢靠近遥控手柄，另一名参赛选手场边站立，听到“开始”

命令的最后一个字起，参赛选手才可以拿起遥控手柄进行操作。 

2.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启动 

一名参赛选手将无人驾驶小车置于配送中心内，用手靠近小车开

关，另一名参赛选手靠近电脑鼠标或者传感器，其他人员一律站立位

于赛台两侧。裁判员确认参赛选手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

始”的倒计时启动口令。听到“开始”命令的最后一个字起，参赛选

手才可以启动小车和电脑程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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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仍然抢先操作的队伍将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4.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者操作不当将积木块掉落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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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积木块不得手动取出。 

5.比赛开始计时后，参赛选手不得接触任何机械臂、积木块及电

脑，违者将取消比赛资格。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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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赛结束 

1.小学组比赛时间为3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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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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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与场上的

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 

2.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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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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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裁判与参赛选手进行记分确认后，参赛选手必须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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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1.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如果超出准备时间仍未到场，该队将被取消

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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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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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者第一次进行警告，第二

次将直接被取消比赛资格。 

3.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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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赛开始时误启动两次的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擅自接触赛台内的任何器材，将直接被取消

比赛资格。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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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参赛选手不服从裁判员的指示，该参赛选手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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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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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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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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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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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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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分方式 

1.评分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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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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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赛项裁判组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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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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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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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具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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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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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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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借用机器的队伍一经发现，将取消双方比赛资格。比赛现场出现设

备损坏时，参赛选手自行使用自带的备用机器，也可以向组委会申请

使用备用设备，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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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赛前参赛选手自行检查比赛设备，调试期间不会因任何设备问题

而增加调试时间。 

3.禁止使用胶布固定机械臂和围栏。 

4.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比赛的视为弃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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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才提出异议将不会受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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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裁判有权不接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音视频资料。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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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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分表 

DOBOT 智造大挑战—智慧冬奥评分表（小学组） 

比 赛 赛 台：_________________        比 赛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东位队伍名称：_________________       南位队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西位队伍名称：_________________       北位队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自动 

环节 

分类得分 

场地位置 北京冬奥村 张家口冬奥村 延庆冬奥村 分类得分小计 

东     

南     

西     

北     

失误扣分 

场地位置 
失误次数 

（2 分/次） 

多出任务卡规定 

（2 分/个） 

少于任务卡规定 

（5 分/次） 
失误分数小计 

东     

南     

西     

北     

时间加分 

场

地

位

置 

剩余

时间 
(0,5s] (5,10] (10,20] (20,40] (40,80] (80,120] 

120s

以上 加分小

计 
加分 1 分 3 分 5 分 7 分 10 分 12 分 15 分 

东         

南         

西         

北         

自动环节总得分 

场地位置 分类得分 失误扣分 时间加分 自动环节总得分 

东     

南     

西     

北     

 

助理裁判签名：_______________   裁判签名：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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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 

环节 

分类得分 

场地位置 北京冬奥村 张家口冬奥村 延庆冬奥村 分类得分小计 

东     

南     

西     

北     

失误扣分 

场地位置 
失误次数 

（2 分/次） 

多出任务卡规定 

（2 分/个） 

少于任务卡规定 

（5 分/次） 
失误分数小计 

东     

南     

西     

北     

时间加分 

场

地

位

置 

剩余

时间 
(0,5s] (5,10] (10,20] (20,40] (40,80] (80,120] 

120s

以上 加分小

计 
加分 1 分 3 分 5 分 7 分 10 分 12 分 15 分 

东         

南         

西         

北         

手动环节总得分 

场地位置 分类得分 失误扣分 时间加分 手动环节总得分 

东     

南     

西     

北     

 

总分计算 

场地位置 
自动环节

得分 

手动环节

得分 
总分 总用时 

参赛选手

签字 

东      

南      

西      

北      

 

助理裁判签名：_______________   裁判签名：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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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OT 智造大挑战—智慧冬奥评分表（小学组） 

联盟对抗赛 

比 赛 赛 台：_________________        比 赛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东南联队编号：_________________       西北联队编号：__________________ 

 

东南联队用时：_________________       西北联队用时：__________________ 

 

分类得分 

联队 场地位置 北京冬奥村 张家口冬奥村 延庆冬奥村 小计 汇总 

东南联队 
东     

 
南     

西北联队 
西     

 
北     

失误扣分 

联队 场地位置 
失误次数 

（2 分/次） 

多出任务卡规定 

（2 分/个） 

少于任务卡规定 

（5 分/次） 

失误分

数小计 
汇总 

东南联队 
东     

 
南     

西北联队 
西     

 
北     

时间加分 

联队 
场地 

位置 

剩余 

时间 
(0,5s] (5,10] (10,20] (20,40] (40,80] (80,120] 120s 以上 加分 

小计 
汇总 

加分 1 分 3 分 5 分 7 分 10 分 12 分 15 分 

东南联队 
东         

 
南         

西北联队 
西         

 
北         

协作得分 

联队 北京冬奥村 张家口冬奥村 延庆冬奥村 协作得分小计 

东南联队     

西北联队     

总得分 

联队 分类得分 失误扣分 时间加分 协作得分 自动环节总得分 

东南联队      

西北联队      

 

助理裁判签名：_______________   裁判签名：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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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OT 智造大挑战—智慧冬奥 评分表（中学组）  

__________组评分表 

比 赛 场 地：_________________        参赛队伍名称：_________________  
 
比 赛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      比 赛 用 时：_________________ 
 

清障得分 

 项目 完成情况  得分 清障得分 

清除障碍物 是（） 否（） 5分  

搬运得分 

项目 数量(个) 得分（个） 搬运得分 

物资搬运  2分  

分类码放得分 

项目 积木块颜色 有效分类数(个) 得分（个） 得分小计 分类码放得分 

分类得分 

红  5  

 

绿  5  
蓝  5  

码放得分 
有效层数 得分（层） 得分小计 

 5分  

避让得分 

项目 完成情况 得分 避让得分 

停车避让 是（） 否（） 10  

运输得分 

项目 有效运输数（个） 得分（个） 运输得分 

物资运输  10  

停车得分 

项目 完成情况 得分（辆） 停车得分 

自动停车 是（） 否（） 15分  

时间加分（需满足 240得分） 

剩余时间 (1,15] (15,30] (30,60] (60,120] 120以上 时间加分 

得分 1分 3分 5分 7分 10分  

重启扣分 

项目 申请重启 扣分（唯一一次） 重启扣分 

重启扣分 是（） 否（） -10分  

得分汇总  
清障得分 搬运得分 

分类码放

得分 
避让得分 运输得分 停车得分 时间加分 重启扣分 总分 

         

选手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___裁判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68 

DOBOT 智造大挑战—智慧冬奥 评分表（大学组）  

__________组评分表 

比 赛 场 地：_________________        参赛队伍名称：_________________  
 
比 赛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      比 赛 用 时：_________________ 
 

搬运得分 

项目 数量(个) 得分（个） 搬运得分 

物资搬运  3分  

分类码放得分 

项目 积木块颜色 有效分类数(个) 得分（个） 得分小计 分类码放得分 

分类得分 

红  5分  

 

绿  5分  

蓝  5分  

码放得分 
有效层数 得分（层） 得分小计 

 5分  

避障得分（上限为 30分） 

项目 有效避障次数（次） 得分 避障得分 

避障绕行  10分  

避让得分（上限为 10分） 

项目 有效避让次数（次） 得分 避让得分 

停车避让  5分  

运输得分 

项目 中转站（个数） 得分（个） 奥运村（个数） 得分（个） 运输总得分 

物资运输  10分  5分  

停车得分（上限为 20分） 

项目 有效停车数量（辆） 得分 停车得分 

自动停车  10分  

时间加分（需满足 240得分） 

剩余时间 (1,15] (15,50] (50,100] (100,200] 200 以上 时间加分 

得分 1分 3分 5分 7分 10分  

重启扣分 

项目 申请重启 扣分（唯一一次） 重启扣分 

重启扣分 是（） 否（） -10分  

得分汇总  
搬运得分 

分类码放

得分 
避障得分 避让得分 运输得分 停车得分 时间加分 重启扣分 总分 

         

选手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___裁判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