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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十届亚洲机器人锦标赛

中国选拔赛北大区赛
主 题：智汇长白·无限未来

时 间：2019年9月19日-22日

地 址：吉林·长白山

赛 项：大 学 组：VEX U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2019第十届亚洲机器人锦标赛

中国选拔赛北大区赛
主 题：智汇长白·无限未来

时 间：2019年9月19日-22日

地 址：吉林·长白山

赛 项：大 学 组：VEX U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 中 组：VEX-EDR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小学组：VEX-EDR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VEX-IQ机器人竞赛、

BDS工程挑战赛、人型机器人竞赛、

无人机趣味竞赛

晋 级：第十届亚洲青少年机器人锦标赛活动

亚洲机器人锦标赛、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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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亚洲机器人联盟

长白山管委会

承办单位：吉林坐标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思电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阿里大文娱事业群

香港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香港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白山电视台

支持单位：亚洲机器人联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Innovation First International Limited

HEX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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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机器人联盟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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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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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举 办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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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白山

长白山脉位于吉林省白山市东南部，是鸭绿江、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是中国满族的发祥地和满族文化
圣山。长白山植被垂直景观及火山地貌景观是首批进入《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
的国家自然遗产地。2010年曾先后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联合国“人与生
物圈”自然保留地和国际A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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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及其天池、瀑布、雪雕、林海等等，曾经入选“吉尼斯”世界之最记录 ，其中更有中华十大名山、中国的五大湖泊、中国长白山及其天池、瀑布、雪雕、林海等等，曾经入选“吉尼斯”世界之最记录 ，其中更有中华十大名山、中国的五大湖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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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大森林等 。长白山在生态、生物、地质和历史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卓越的自然品质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十大森林等 。长白山在生态、生物、地质和历史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卓越的自然品质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道白河镇

二道白河镇坐落于长白山北坡，历来享有“白桦故乡”、“美人松故乡”
之美誉，国家首批新型智慧型小镇，拥有“神山、圣水、奇林、仙果”等盛
誉，具有国际化旅游胜地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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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满、汉、蒙、朝等多民族混居于此，逐渐形成了集多民族文化特色的长白山独有文化。极长白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满、汉、蒙、朝等多民族混居于此，逐渐形成了集多民族文化特色的长白山独有文化。极

具特色长白山美食、长白山特产更是另四方游客趋之若鹜，络绎不绝。让我们一同在这白山圣水之间，寻味长白，感受长白。具特色长白山美食、长白山特产更是另四方游客趋之若鹜，络绎不绝。让我们一同在这白山圣水之间，寻味长白，感受长白。



比赛场地

长白山体育中心
（小学、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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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场地平面图(长白山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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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 EDR/U赛台：6个 选手准备区：72个
桌椅：72套

VEX IQ赛台：10个 选手准备区：203个
桌椅：209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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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王朝圣地温泉酒店
（高中、大学）



活动场地平面图(长白山王朝圣地温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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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 EDR/U赛台：4个
选手准备区：120个
桌椅：12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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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详 述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9月13日

赛事会务组联系方式：

亚洲机器人联盟 陆 超：0769-86836273-245

0769-86836266-427

亚洲机器人联盟 李雯丽：0769-86836273-649亚洲机器人联盟 李雯丽：0769-86836273-649

13437419036

联合会联系电话：高老师：13844088043

房老师：1818683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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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长春龙嘉机场/敦化站（高铁）/长白山机场→酒店→晚餐

DAY2：早餐→比赛→午餐→比赛→晚餐→酒店

DAY3：早餐→比赛→午餐→比赛→晚餐→酒店

DAY1：长春龙嘉机场/敦化站（高铁）/长白山机场→酒店→晚餐

DAY2：早餐→比赛→午餐→比赛→晚餐→酒店

DAY3：早餐→比赛→午餐→比赛→晚餐→酒店DAY3：早餐→比赛→午餐→比赛→晚餐→酒店

DAY4：早餐→决赛→颁奖典礼→长白山研学→酒店

DAY5：早餐→长白山研学→酒店

DAY6：早餐→长春龙嘉机场/敦化站（高铁）/长白山机场（结束）

DAY3：早餐→比赛→午餐→比赛→晚餐→酒店

DAY4：早餐→决赛→颁奖典礼→长白山研学→酒店

DAY5：早餐→长白山研学→酒店

DAY6：早餐→长春龙嘉机场/敦化站（高铁）/长白山机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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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1: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接站 接机 服务：（前期统计3个接站地点抵达人数 及抵达时间方便巴士车次提前调配)

地点2: 延吉长白山机场

DAY1 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接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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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3: 敦化（高铁）站



◆ 酒店现场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协助选手及来宾办理相关事宜；
◆ 工作人员服装整洁统一、服务热情周到；
◆ 掌握来宾的餐饮、住宿特殊要求和注意事项，做好住宿和餐饮安排工作。

酒店办理入住、签到、领取比赛用品，休整用餐（自助晚餐）

（各接待酒店同步进行)

DAY1 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酒店接待

14:00 – 15:00 志愿者培训会议14:00 – 15:00 志愿者培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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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 15:00 志愿者培训会议

15:00 – 16:00        裁判会议

14:00 – 15:00 志愿者培训会议

15:00 – 16:00        裁判会议



入住酒店

长白山金水鹤国际酒店 长白山王朝圣地温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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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金水鹤国际酒店 长白山王朝圣地温泉酒店

长白山宝石国际酒店长白山云水澜庭酒店



开赛仪式
VEX EDR/U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VEX IQ 机器人竞赛
上午
07:00 -07:30  酒店餐厅 早餐（大巴车酒店门口等待）
07:30 -07:40  选手酒店门口集合 按照车号依次有序乘车（每辆车配备工作人员）
07:40 -08:00  大巴车酒店出发 前往比赛场地

DAY2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赛事流程

07:40 -08:00  大巴车酒店出发 前往比赛场地
08:00-08:30   参赛选手会议
09:00 -09:30  开赛仪式
09:30 -11:40  练习赛
11:40 -13:00  午餐（快餐盒）
下午
13:00 -16:30  资格赛、技能赛
16:30 -17:00  乘坐大巴车号返回酒店
17:00 -18:30  自助餐厅用餐
18:30   当天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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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为计划行程，实际安排根据比赛赛程表适当调整



DAY3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赛事流程

VEX EDR/U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VEX IQ 机器人竞赛
上午
07:00 -07:30  酒店餐厅 早餐（大巴车酒店门口等待）
07:30 -07:40  选手酒店门口集合 按照车号依次有序乘车（每辆车配备工作人员）
07:40 -08:00  大巴车酒店出发 前往比赛场地
08:00 -08:30  选手进入赛场（比赛区域 准备 休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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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08:30  选手进入赛场（比赛区域 准备 休息区域）
08:30 -11:30  资格赛、技能赛
11:30 -13:00  午餐
下午
13:00 -16:30  资格赛、技能赛
16:30 -17:00  乘坐大巴车号返回酒店
17:00 -18:30  自助餐厅用餐
18:30   当天活动结束

备注：以上为计划行程，实际安排根据比赛赛程表适当调整



决赛
颁奖仪式
上午
07:00 -07:30  酒店餐厅 早餐（大巴车酒店门口等待）
07:30 -07:40  酒店门口集合 按照车号依次有序乘车（每辆车配备工作人员）
07:40 -08:00  大巴车酒店出发 前往比赛场地
08:00 -08:30  联队选择

DAY4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赛事流程

08:00 -08:30  联队选择
08:30 -09:30  决赛
09:30 -11:00  颁奖仪式
备注：如选手不参加研学游活动，22日食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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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为计划行程，实际安排根据比赛赛程表适当调整



DAY4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研学流程

非决赛团体
07:00 -07:30  酒店餐厅 早餐（大巴车酒店门口等待）
07:30 -08:00  前往长白山北景区 按照车号依次有序乘车（每辆车配备研学导师）
08:00 -17:00  神圣长白研学游、景区餐、感受二道白河镇慢行系统
17:00 -18:00  乘坐大巴车号返回酒店
18:00 -19:30  自助餐厅用餐
19:30   当天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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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当天活动结束

决赛团体
11:00 -11:30  前往长白山北景区 按照车号依次有序乘车（每辆车配备研学导师）
11:30 -12:00  景区餐
12:00 -17:00  神圣长白研学游
17:00 -18:00  乘坐大巴车号返回酒店
18:00 -19:30  自助餐厅用餐
19:30   当天活动结束

备注：以上为计划行程，实际安排根据比赛赛程表适当调整



DAY5 2019年9月23日（星期一）研学流程

07:00 -07:30  酒店餐厅 早餐（大巴车酒店门口等待）
07:30 -07:40  酒店门口集合 按照车号依次有序乘车（每辆车配备研学导师）
08:00 -17:00  神圣长白研学游
17:00 -18:00  乘坐大巴车号返回酒店
18:00 -19:30  自助餐厅用餐
19:30   当天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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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
DAY6 2019年9月24日（星期二）

06:30 -08:00  酒店餐厅 早餐（大巴车酒店门口等待），酒店退房，收拾行李
8:00  返程。长春龙嘉机场/敦化站（高铁）/长白山机场

备注：以上为计划行程，实际安排根据比赛赛程表适当调整



神圣长白研学游

神圣长白研学游行程规划

研学第一天

时 间 行 程

9月22日下午 游览长白山北景区（天池、瀑布、绿渊谭、地下森林等景点）及二道白河镇慢行系统

研学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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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第二天

时 间 行 程

9月23日上午
露水河长白山（国际）狩猎场、户外运动与探险、狩猎实战、参观长白山狩猎文化馆、

参观矿泉水厂

9月23日下午 游览长白山东北亚植物园、参观自然博物馆、美人松公园及二道白河镇慢行系统

9月23日傍晚 “北纬42度”观星活动（源自大自然的馈赠，感受长白山唯美星空）



神圣长白研学游

自然不会“偷走”孩子们的时光，反而能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假如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穿行过内布拉斯加州的三叶杨树林，或在纽约皇后区的屋顶养过鸽子，

或是钓过欧扎克山区的太阳鱼，又或感受过船身下万里之遥而来的汹涌波涛，

那么我们的命运就跟自然界是紧密相连的。

自然不会“偷走”孩子们的时光，反而能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假如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穿行过内布拉斯加州的三叶杨树林，或在纽约皇后区的屋顶养过鸽子，

或是钓过欧扎克山区的太阳鱼，又或感受过船身下万里之遥而来的汹涌波涛，

那么我们的命运就跟自然界是紧密相连的。

今天，情况仍然如此。大自然始终教导我们，滋养我们的精神，承载我们的生命。

对于孩子来说，自然的面貌是多种多样的：

一头初生的牛犊，一只宠物的出生与死亡，一条年代久远的林中小路，一个荨麻丛的小窝棚，

荒地边上的一块神秘湿地。虽然面貌各异，

自然总是能给孩子一个更为广阔辽远的世界，这既不同于父母给予的亲情世界，

也不像电视那样会“偷走”孩子们的时光，相反，她能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今天，情况仍然如此。大自然始终教导我们，滋养我们的精神，承载我们的生命。

对于孩子来说，自然的面貌是多种多样的：

一头初生的牛犊，一只宠物的出生与死亡，一条年代久远的林中小路，一个荨麻丛的小窝棚，

荒地边上的一块神秘湿地。虽然面貌各异，

自然总是能给孩子一个更为广阔辽远的世界，这既不同于父母给予的亲情世界，

也不像电视那样会“偷走”孩子们的时光，相反，她能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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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长白研学游

露水河长白山（国际）狩猎场森林茂密，水草丰盛，

是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露水河长白山（国际）狩猎场森林茂密，水草丰盛，

是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露水河长白山（国际）狩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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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在狩猎场开放区有马鹿、狍子、野兔等几十种动物供游人狩猎。

在保证游客安全的同时，使游客身临其境的体验长白山传统狩猎文化。

是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在狩猎场开放区有马鹿、狍子、野兔等几十种动物供游人狩猎。

在保证游客安全的同时，使游客身临其境的体验长白山传统狩猎文化。



探索长白山的神秘动物

让他做一个“看世界”的孩子。

他可以不是上名校的学霸，但一定要博学，知道世界的美妙和知识的无穷；

他可以在物质上不富有，但一定要胸怀宽广，

让他做一个“看世界”的孩子。

他可以不是上名校的学霸，但一定要博学，知道世界的美妙和知识的无穷；

他可以在物质上不富有，但一定要胸怀宽广，

神圣长白研学游

他可以在物质上不富有，但一定要胸怀宽广，

了解客观世界的真谛和永怀少年时的梦想。

带他走出去，亲自感知和认识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而这次我们会在这里带领孩子们探索长白山的独

特昆虫们~在探索中学习到科学法则、运用观察法观察大自然、

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了解怎样捕捉昆虫、探索野生动物的未知世界。。。。。。

他可以在物质上不富有，但一定要胸怀宽广，

了解客观世界的真谛和永怀少年时的梦想。

带他走出去，亲自感知和认识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而这次我们会在这里带领孩子们探索长白山的独

特昆虫们~在探索中学习到科学法则、运用观察法观察大自然、

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了解怎样捕捉昆虫、探索野生动物的未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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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长白山的特有植物

有人说植物的美主要是美在它的花朵，也有人说美在它的叶片，

还有人说美在它的根和茎，更有人说，植物的美是一种整体美，

是一种自然美，一种和谐美，一种对称美，一种螺旋美，一种镶嵌美，

有人说植物的美主要是美在它的花朵，也有人说美在它的叶片，

还有人说美在它的根和茎，更有人说，植物的美是一种整体美，

是一种自然美，一种和谐美，一种对称美，一种螺旋美，一种镶嵌美，

神圣长白研学游

是一种自然美，一种和谐美，一种对称美，一种螺旋美，一种镶嵌美，

是一种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结合美，是一种历史苍生的记忆与现代不断变迁不断追求之美的结合，

是一种生存竞争与突变淘汰的不断变幻之美的结合，

是一种生长与发育、结构与机理的协调统一的完美结合。

想知道长白山的植物们究竟具有什么美吗~哈哈，来了你就知道了。

是一种自然美，一种和谐美，一种对称美，一种螺旋美，一种镶嵌美，

是一种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结合美，是一种历史苍生的记忆与现代不断变迁不断追求之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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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长白山的植物们究竟具有什么美吗~哈哈，来了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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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寻找属于你的那颗星

在地球北纬40度附近，有许多神秘而有趣的自然现象。

长白山二道白河镇正位于北纬42度之上。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仰望星空，看着星河流动在离自己几万光年的宇宙中寻找属于你的那颗星。

在地球北纬40度附近，有许多神秘而有趣的自然现象。

长白山二道白河镇正位于北纬42度之上。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仰望星空，看着星河流动在离自己几万光年的宇宙中寻找属于你的那颗星。

神圣长白研学游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仰望星空，看着星河流动在离自己几万光年的宇宙中寻找属于你的那颗星。

探寻神秘，感受唯美的长白星空。

我们是渺小的，是时间河流里的一扁小舟，就这样为自己努力奋斗着。。。。。。。

感悟生命的力量，时间的魅力，宇宙的无穷，等你来！！！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仰望星空，看着星河流动在离自己几万光年的宇宙中寻找属于你的那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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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渺小的，是时间河流里的一扁小舟，就这样为自己努力奋斗着。。。。。。。

感悟生命的力量，时间的魅力，宇宙的无穷，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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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用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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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包含 报价不包含

★ 3早餐5正餐，早餐为酒店早餐； ★ 往返大交通费

比赛环节部分：2019年9月19日-22日（上午）
入住五星酒店： 1590元/人
入住四星酒店： 1430元/人

34

★ 3晚酒店住宿费

★ 4天工作人员服务费

★ 酒店往返赛场接送车及接送站（见行程）

★ 旅游意外险

★ 往返大交通费

★ 单房差

入住五星酒店:380元/人/晚

入住四星酒店:310元/人/晚



报价包含 报价不包含

★ 1早餐2正餐，早餐为酒店早餐；
★ 往返大交通费

长白山研学环节部分： 2019年9月22日-23日
第一天研学费用:780元/人

35

★ 1晚酒店住宿费

★ 1天工作人员服务费

★ 酒店往返研学景区接送车（见行程）

★ 旅游意外险

★ 往返大交通费

★ 单房差

入住五星酒店:380元/人/晚

入住四星酒店:310元/人/晚



报价包含 报价不包含

★ 1早餐2正餐，早餐为酒店早餐；
★ 往返大交通费

长白山研学环节部分： 2019年9月22日-23日
第二天研学费用:7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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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晚酒店住宿费

★ 1天工作人员服务费

★ 酒店往返研学景区接送车（见行程）

★ 旅游意外险

★ 往返大交通费

★ 单房差

入住五星酒店:380元/人/晚

入住四星酒店:310元/人/晚



巍巍长白,幽幽碧水
畅游在山水之间，聆听自然的回响

呼吸生命的韵律
长白山

37

长白山
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