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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智能 科创未来”东莞青少年人工智能创

新挑战赛暨粤港澳青少年人工智能邀请赛

现场拼装挑战赛规则（高中组）

1 赛事简介

机器人现场拼装挑战赛已经越来越成为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最为亮眼的内容之一。

其活动对象为青少年学生，要求参加比赛的代表队在比赛现场自行制作机器人、编写

程序并进行调试，可以在比赛场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要求进行比赛。以激发青少年对

机器人技术的兴趣和爱好，培养其动手、动脑的能力。

2 竞赛主题

本届比赛的主题为“高铁时代”。

2016 年 5 月印发的《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

提出“未来五年，广东将加快高速铁路网建设，推进珠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建设，

实现 2020 年市市通高铁目标。” 发达的高铁将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和保障作用，实现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的合理布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强化相邻城市的“同城”效应，具有重要作用。

本届竞赛高中组现场拼装挑战赛中，模拟在广州召开省级会议，需要指定地市的

代表人员参加。拟采用机器人接“会议代表”到广州参加会议。为此本届比赛要求参

赛队现场制作、编程及调试机器人，从指定的起始区出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比赛要求的任务,获得尽可能高的得分。

参赛对象为高中学生。

3 比赛场地与环境

3.1 场地

机器人比赛场地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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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器人比赛场地

3.2 赛场规格与要求

3.2.1 机器人比赛场地的外尺寸为长 3500mm、宽 2400mm。 场地上绘有宽度为

20mm～25mm的黑色引导线。比赛场地为喷绘的灯箱布。

3.2.2 在比赛场地上有 1 块长 300mm×宽 300mm 的浅啡色区域，是机器人的起

始区。

3.2.3 在比赛场地上有 1块长 200mm×宽 150mm的浅蓝色区域（广州站），是机

器人的终点站。

3.2.4 在比赛场地上有 9块长 200mm×宽 150mm的黄色区域，是机器人需要去接

“会议代表”的高铁站点。在每个黄色高铁站点上有两个白色的圆圈，是放置“会议

代表”的位置。在比赛开始时，竞赛组委会将在比赛现场公开抽签从 9块高铁站点中

确定 5块高铁站点区域内各放置 2个“会议代表” 模型，

以便让机器人接走。其他未选高铁站点区域禁止机器人到

达。

3.2.5 用直径为 30mm、高 35mm 的白色木质圆柱体代表

乘坐高铁的“会议代表” ，如图 2。在选中需要机器人去

高铁站点接的 “会议代表” 模型，在其顶面上贴有所处

高铁站的地方名称。 图 2 “会议代表”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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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在比赛开始时，竞赛组委会将在比赛现场从 14 个标号的黑色引导线中抽签

选取 5段黑色引导线作为机器人不能够通过的“断线”，此 5个“断线”在比赛场地上

会用宽 30mm 的白色胶纸将其黑色引导线全部盖住，被白色胶纸盖住的黑色引导线表示

“此路不通”，机器人不能够从此线上通过。如抽取的黑色引导线组合致使需完成任务

高铁站点成为“孤岛”时，则放弃这个编号的黑色引导线并接着在剩下的编号中继续

抽取，直至不出现“孤岛”为止。

3.3 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

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不平整，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

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4 任务说明

4.1.1 机器人从起始区出发，历经放置有“会议代表” 模型的各指定地方高铁站，

并接上在该高铁站上的“会议代表”；

4.1.2 机器人需要在每块放有“会议代表” 模型的高铁站最少接上 1个“会议代

表”，并且机器人在高铁站点接 “会议代表”时，要求机器人的一部分垂直投影需落

在指定站点的黄颜色区域内，在接到“会议代表”后，需停止机器人并闪灯或鸣笛，

以示安全后才能够再次启动出发。完成此全部过程即视为完成该高铁站的接上“会议

代表”的任务；

4.1.3 机器人不可以去没有放置有 “会议代表” 模型的各地方高铁站，否则视

为犯规并扣分；

4.1.4 “会议代表” 在运送的过程中不允许丢失，如出现“会议代表”丢失将扣分；

4.1.5 机器人完成各高铁站点接上 “会议代表”后，携带“会议代表” 并最后

回到机器人终点区（即广州站）。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有一部分通过终点区（即广州站）

内的黑色线即视为机器人到达终点区，机器人回到终点区是指机器人到达并停止在终

点区；

4.1.6 机器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允许脱离黑线运行（即机器人的任一部分

垂直投影都不在黑线上），如机器人完全脱离黑线即视为任务失败，本轮比赛结束。

5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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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则所讲的机器人，是指用来沿着黑线行走并完成任务的机器人。参赛前，所

有机器人必须通过检查。

5.1 每支参赛队只能使用按程序自动运行的机器人，不能采用任何遥控方式的机器人，

机器人生产厂家和品牌不限。

5.2 本届比赛器材可以使用塑胶拼插积木机器人，也可使用自制拼装材料和其他

改装材料；循迹只能使用单个的巡线传感器，不允许使用组合循迹卡及复眼等。鼓励

不同厂家的器材混用组合机器人。每个参赛队比赛时将仅使用1个机器人在场地上完成

任务，同场比赛不得共用机器人参赛，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机器人能自主完成任务，参赛机器人马达仅能使用直流电机，数量不超过3个；

机器人上的传感器（不得使用特殊加工处理的传感器）数量不超过5个，均为独立单个

传感器；伺服电机不超过2个；其它用于结构搭建的数量不限；每台机器人的输入额定

电压不得超过9伏，不可以有升压电路，参赛队员必须使用安全可靠的电池，组委会有

权对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电池或具有安全隐患的电池进行检查并要求参赛队员换用安全

可靠的电池参加比赛；机器人部件之间的衔接可以使用胶水、螺丝钉等材料进行固定。

5.3 在起始区内，机器人外形最大尺寸不得超过长300mm、宽250mm、高250mm。

在比赛开始后，机器人可以超出此尺寸限制。

5.4 机器人上的所有零部件必须可靠固定，不允许分离或脱落在场地上。

5.5 不允许使用有可能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

5.6 机器人必须设计成只用一次操作（如，按一个按钮或拨一个开关）就能启动。

5.7 各参赛队可以对参赛机器人进行个性化设计，机身上要有明显的本队标志。

6 比赛

6.1 赛制

6.1.1 比赛不分初赛与复赛。组委会保证每支参赛队有相同的上场次数（一般是

两次或以上），每次均记分。按照抽签序号进行比赛。

6.1.2 所有场次的比赛结束后，取最好 2 轮成绩之和作为最后成绩，按最后成绩

对参赛队进行排名。

6.2 参赛队

6.2.1 “高铁时代” 机器人现场挑战赛为高中组比赛项目。

6.2.2 每支参赛队有2名学生和2名教练员组成，教练员人数不得多于参赛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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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生必须是截止到2021年12月仍然在校的学生。

6.3 比赛过程

6.3.1 提供参赛机器人的编程软件

6.3.1.1 参赛队伍在报名后，要将参赛机器人所使用的软件发给比赛组委会。对

于不按照要求提供软件的，比赛时所延误的时间由参赛队伍自行承担。

6.3.2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

6.3.2.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只能在准备区进行。

6.3.2.2 参赛队的学生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

进行检查，所有器材必须是独立的散件，除控制器、电机、传感器等可维持出厂时的

状态外，其它所有零件不得以焊接、铆接、粘接等方式组成部件。结构件为独立的长

方体（含曲轴状）、圆柱体（含齿轮状、锥状）、正方体、带状体、异型体等，任意结

构件（除传动齿轮、链轮、皮带轮等动力传动件及车轮外）的长度不可大于200mm、宽

度不可大于60mm、高度不可大于30mm。队员不得携带U盘、光盘、手机、相机等存储和

通信器材。参赛队伍自己携带程序下载线和机器人电池，组委会不予提供下载线和机

器人电池。

6.3.2.3 裁判将会对参赛队伍携带的机器人控制器内程序清零。

6.3.2.4 参赛队在准备区有3小时的搭建机器人、编写及调试程序的时间。

6.3.3 赛前准备

6.3.3.1 准备上场时，队员拿取自己的机器人，在裁判员或者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进入比赛区。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队将被视为弃权。

6.3.3.2 只有2名学生队员可以上场，站立在待命区附近。

6.3.3.3 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起始区。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

不能超出起始区。

6.3.4 启动

6.3.4.1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的倒计

数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数的开始，队员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机器人，听到“开始”

命令的第一个字，队员可以触碰一个按钮或给传感器一个信号去启动机器人。

6.3.4.2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告或处罚。

6.3.4.3 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自带的控制器中的程序控制。队员不得接触

机器人（重试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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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4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故意分离出部件或把机械零件掉在场上。偶然脱落

的机器人零部件，由裁判员随时清出场地。为了策略的需要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

6.3.4.5 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程序错误完全越出场地边界，或将所携

带的物品抛出场地，该机器人和物品不得再回到场上。

6.3.5 重试

6.3.5.1 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向裁判员申请重试。

6.3.5.2 裁判员同意重试后，场地状态保持不变，队员可将机器人搬回待命区，

重新启动。

6.3.5.3 每场比赛只能有1次重试。

6.3.5.4 重试期间计时不停止，也不重新开始计时。重试前机器人所完成的任务有效。

6.3.6 比赛结束

6.3.6.1 每场比赛的规定时间为120秒钟。

6.3.6.2 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有一部分通过终点区（即广州站）内的黑色线即视为

机器人到达终点区，机器人回到终点区是指机器人到达并停止在终点区；

6.3.6.3 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如不准备继续比赛，应向裁判员示意，裁判

员据此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否则，等待裁判员的终场哨音。

6.3.6.4 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队员除应立即关断机器人的电源外，不得

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

6.3.6.5 裁判员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己的得分，并立

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准备区。

7 记分

7.1 每场比赛结束后，按赛场上的实际状态和完成任务的情况计分。

7.2 机器人每正确地接上一个指定高铁站点的至少一个“会议代表”，视为完成

该高铁站的接上“会议代表”的任务，得15分；机器人在完成该高铁站的接上“会议

代表”的任务情况下，每多接一个该高铁站的“会议代表”，奖励10分；

7.3 机器人每接上一个指定高铁站点的至少一个“会议代表”并回到终点区，视

为完成该高铁站的接送任务，得30分；机器人在完成该高铁站的接送任务的情况下，

每多接一个该高铁站的“会议代表”并回到终点区，奖励15分；

7.4 机器人正确地回到终点区，得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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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机器人完成任务，是指机器人在比赛规定的时间内，从起始区出发先后正确

抵达所有指定的高铁站点，在每个站点至少正确地接上 1 个“会议代表”，最后机器

人携带每个指定高铁站点上至少 1个“会议代表”回到终点区。

7.6 如果机器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额外加记时间分。时间分为（规定时

间秒数－实际完成任务所用秒数）。如比赛结束时机器人未完成所有任务，不加记此分。

8 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8.1 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每迟到1分钟则判罚该队10分。如果3分钟后仍未到场，

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2 机器人在比赛中将“会议代表”接送到错误站点的，每错误接送一个扣10分。

8.3 机器人在比赛中在接送过程中出现丢掉“会议代表”的，每丢掉一个扣20分。

8.4 机器人在比赛中去了没有放置有 “会议代表” 模型的高铁站的，每去一处

扣10分。

8.5 第1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第2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6 为了策略的需要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视情节严重的程度可能会被取消比

赛资格。

8.7 机器人以高速冲撞场地设施导致损坏受到裁判员的警告，第2次损坏场地设施

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8 机器人未按黑色引导线运动，为技术性犯规，应重试，机器人如完全脱离黑

色引导线运行，则视为任务失败，本轮比赛结束。

8.9 比赛中，参赛队员有意接触比赛场上的物品或机器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偶然的接触可以不当作犯规，除非这种接触直接影响到比赛的最终得分。

8.10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11 在准备区或比赛区使用手机等通信器材，不管什么原因将立即被取消比赛资格。

9 其它

9.1 本届竞赛裁判委员会对凡是规则中未说明事项，以及有争议事项，均拥有最

后解释权和决定权。

9.2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他们的裁决是

最终裁决。裁判不会复查重放的比赛录像。关于裁判的任何问题必须由一名学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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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场比赛之间向总裁判长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