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火星種植”場地賽規則 

1 背景 

“覓音計畫”是中國提出的探索太陽系近鄰宜居行星的計畫。覓音計畫將通過發射航天探測器，以直接成

像手段率先發現和認證太陽系外宜居行星，並刻畫其宜居性。同時將對太陽系天體開展光譜巡天， 揭示水的分

佈，以 0.01 角秒的空間解析度開啟中外紅波段天文學觀測新紀元。我國計畫在 2030 年左右實施“覓音計

畫”。 

在央視開講啦小V 課堂以及天宮課堂都向我們介紹過一項技術——太空育種。太空育種又稱為空間誘變育

種，就是將農作物的種子或試管種苗送到太空，利用太空特殊的環境，高真空、高能粒子輻射、宇宙磁場、高

潔淨等誘變作用，使種子產生變異再返回地面選育新種子、培育新品種的作物育種新技術。因此，太空育種“既要上

天，又要入地”，並不是去太空繞了一圈兒回來就叫太空種子，還要經歷育種學家多代篩選、培育以及太空環境

的考驗，只有經受住這些嚴苛的實驗，並得到權威部門審定的佼佼者， 才能被稱為太空種子，一般四到六年才能培

育出一個新品種。目前，太空蔬菜培育的二代、三代品種已經表現出高產、優質、早熟、抗病力強、高維生素

含量的特性，在株型、果型、果實顏色、成熟週期等方面有了變化。太空變異其實和自然界植物的自然變異是

一樣的，只是時間和頻率有所改變。太空育種本質上只是加速了生物界需要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產生的自然

變異，因此它也是非常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太空育種豐富了我國的種質資源，為我國未來的糧食安全和農

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 也將讓我們未來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火星是太陽系由內往外數的第四顆行星，屬於類地行星，直徑為 6794 千米，約為地球的 53%。火星距太

陽距離為 2.27 億千米（日地平均距離為 1.5 億千米），火星的體積大約是地球的 1/7，品質為地球的 1/11，在

太陽系八大行星中處於地球軌道的週邊，距離地球最近的時候，約 5500 萬千米。火星自轉週期 24.62 小時，

所以火星上的一天時間和地球差不多但火星上的一年時間較長，因為火星的公轉週期 

是 687 天，接近於地球上兩年時間。火星表面橘紅色外表是地表的赤鐵礦（氧化鐵）。地球上的許多國家都在

不斷探索，火星可能是人類移民的理想家園。 

結合航天“覓音計畫”、太空育種技術以及火星可能成為人類移民的理想家園，本屆機器人挑戰賽以“火

星種植”為主題，通過類比人類在適合生存的星球上建立太空種植農場，預設相關的情境問題， 滿足青少年

瞭解太空知識、學習航天和機器人的需求，動手搭建一個火星機器人，運用程式設計知識處理在火星農場可能

遇到的各種問題，激發青少年學習航天知識、探索太空奧秘的興趣。 

 

2 比賽 

在“火星種植”場地賽中，機器人要完成保護種植農場內的益蟲、修剪農作物、採摘成熟果實、培育“太

空”種子等預設的任務。機器人應改變相應任務模型的狀態而得分。預設任務只是對某些情景的模擬，切勿將

它們與真實世界的情況相比擬。 

2.1 比賽場地 

2.1.1 賽台是進行比賽的地方。每個木制賽台由底板和圍欄組成，比賽場地紙的尺寸是 2362 mm ×1143 mm。

賽台的內部尺寸應與場地紙尺寸相同。賽台邊框的高度是 50mm，超過此高度的邊框也可以使用。場地紙居

中平鋪。場地紙有一些功能區，還標出可能放置任務模型的位置，一些任務模型擺放在場地紙上。本屆比

賽小學低年級組、小學高年級組和中學組（初中組和高中組）的場地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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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場地紙 

 

圖 1 小學低年級組比賽場地透視圖 
 

 

 
 

 

圖 2 小學高年級組比賽場地透視圖 



 

 
 

圖 3 初中組與高中組比賽場地透視圖 

 

2.1.3 場地上設有基地，作為機器人準備、出發、修復和結束比賽的區域，機器人起始狀態不得超出基地範圍，

機器人離開基地後必須自動運行。 

2.1.3.1 對於小學低年級組，基地是一個長、寬均為 250mm 的區域，場上共有 4 個。比賽時，參賽選手可

以選擇任意一個基地作為出發區。 

2.1.3.2 對於小學高年級組，基地位於場地西南角，是一個長、寬均為 300mm 的區域。 

2.1.3.3 對於初中組與高中組，基地位於場地西南角與西北角 ，長、寬均為 300mm。 

2.1.4 賽場環境為冷光源、低照度、無磁場干擾。場地紙表面可能出現紋路或不平整，場地邊框尺寸有誤差，光

照條件有變化等。參賽隊在設計機器人時應充分考慮應對措施。 

 

3 任務模型及其位置 

3.1 小學低年級組任務模型、位置 

3.1.1 場地上有 1 個待修剪的農作物、3 個成熟果實、2 個瓢蟲、1 個太空育種網站和 2 個農場柵欄。比賽時，

任務模型由組委會提供。 

3.1.2 農作物與果實。場地上分別有待修剪的農作物 1 個、成熟果實 3 個，每輪開始前它們被隨機放在場地上 

4 個（外白內灰）位置上。 

  

 

 

 

 

 

 

 

 

 
 

 

 

 

 

圖 4 農作物與果實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一種可能出現的隨機設置如圖 5 所示，綠色 X 是待修剪農作物，紅色 X 是成熟果實）。 

 
圖 5 任務模型隨機擺放示意 

 

3.1.3 火星瓢蟲。兩隻瓢蟲總是放在場地上外灰內黃的有色區域。 

 

 

 

 

 

 

 

 

 

 

 

 

 

3.1.4 太空育種。1 個太空育種網站位於灰色區域。它的放置始終是綠色部分朝南並被壓下。 

 

圖 7 太空育種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图 6 瓢虫模型及其摆放位置 



3.1.5 農場柵欄。場地上共有 3 個柵欄，將火星種植農場劃分成不同種植區域。比賽全程中，它們

不得被移動或損壞。 

 

圖 8 農場柵欄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2 小學高年級組任務模型、位置 

3.2.1 場地上有 3 個待修剪的農作物、3 個成熟果實、3 個瓢蟲、1 個太空育種網站和 11 個農場柵欄。比

賽時，任務模型由組委會提供。 

3.2.2 農作物與果實。場地上分別有待修剪的農作物 3 個、成熟果實 3 個，比賽開始前它們被隨機放在

場地上 8 個（外白內灰）位置的其中 6 個位置上。 

 

 

 

 

 

 

圖 9 農作物與果實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一種可能出現的隨機設置如圖 10 所示，綠色 X 是待修剪農作物，紅色 X 是成熟果實。 

 
圖 10 任務模型隨機擺放示意 

3.2.3 火星瓢蟲。三隻瓢蟲總是放在場地上外灰內黃的有色區域。瓢蟲的頭部總是向西面向基地。 

 

 



 
圖 11 瓢蟲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2.4 太空育種。1 個太空育種網站位於灰色區域。它的放置始終使綠色部分位於左側和底部。 

 

圖 12 太空育種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2.5 農場柵欄。場地上共有 11 個農場柵欄，將火星種植農場劃分成不同種植區域，比賽全程中，

它們不得被移動或損壞。 

 

 

 

 

 

 

 

 

 

3.3 初中組與高中組任務模型、位置 

圖 13 農場柵欄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3.1 場地上有 2 個需要澆水的農作物、2 個即將成熟的農作物、1 個需要採摘的農作物、2 個水模型、

2 個標記快、2 個農場柵欄、1 個障礙牆模型以及 17 個障礙物（15 個障礙物和 2 排障礙物）。比賽時，任務模

型由組委會提供。 

3.3.2 農作物。場地上分別有 2 個需要澆水的農作物、2 個即將成熟的農作物和 1 個需要採摘的農作物。

在每輪開始之前，每塊種植田地上最多放 1 個模型。農作物的放置方向與灰色矩形內的橫線方向一致。 

 

 

 

 

 

 

 

 

 

 圖 14 農作物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3.3 水。水將作用於需要澆水的農作物。在比賽開始前，水模型可以放在機器人身上。水的大小也將被算

入機器人的最大尺寸。 
 

圖 15 水模型及其初始位置 

3.3.4 標記塊。標記塊是在位置圖中用於標記即將成熟的農作物位置。在位置圖旁邊的 2 個黃色方形

上放有 2 個標記塊。 

 

 

圖 16 標記塊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3.5 種植田地柵欄。有 2 個種植農場的柵欄，一個垂直的柵欄和一個十字形柵欄，分別放在種植田

地的灰色區域上。 

 



 
圖 17 柵欄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3.6 障礙牆。在兩個穿越區之間有一個障礙牆。不允許移動或損壞此牆。 

 

 

圖 18 障礙牆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3.7 障礙物。場地上有不同的障礙物。在穿越 A 區上有 15 個障礙物，在穿越B 區上有 2 排障礙物。 

 

 
圖 19 障礙物模型及其擺放位置 

3.3.8 起始區。場地上有 2 個基地。比賽當天，會決定機器人從哪一個起始區出發。 

3.3.9 隨機設置。每輪比賽開始前都要對種植田地裡灰色方塊上的物體進行隨機設置，每塊田地最多

放一個物體。 

4 比賽任務 

4.1 小學低年級組比賽任務 

4.1.1 保護瓢蟲 

為保證火星種植農場內的生物多樣性，太空人在火星種植農場內放置了一些瓢蟲這樣的有益昆蟲。機器人



要去修剪農作物與採集成熟果實時，因此，在行進過程中應避免觸碰到農場內的瓢蟲。每個 

被成功保護的瓢蟲可獲得 15 分。 

成功保護瓢蟲的標準是瓢蟲的底座未完全離開模型擺放位置並保持直立的狀態。 

 
 

 

4.1.2 修剪農作物 

圖 20 保護瓢蟲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培育農作物的過程中，通過修剪農作物可以促進農作物生長，提高產量。 

機器人需要識別待修剪的農作物，並對其進行修剪。完成任務每個可得 25 分。 

完成修剪任務的標準是：農作物的頂部與底座上部沒有接觸，並且農作物的底座依然與模型擺放位置標

記接觸。 

 
 

 
4.1.3 收集成熟果實 

圖 21 修剪農作物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機器人的另一個任務是收集成熟果實。機器人應識別模型擺放位置上的成熟果實並將它們帶到收集點。 

場地上有一個果實倉庫（黃色顏色區域）。 完成收集果實任務標準：成熟果實正投影完全在果實 

 

 

 

 

倉庫內但並未完全進入倉庫內的橙色區域，每個果實記 20 分）。成熟果實正投影完全進入倉庫內的橙 

色區域，則可獲得更多分數，每個果實記 30 分）。 

圖 22 收集果實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4.1.4 開啟太空育種網站 

太空育種，又稱空間誘變育種。通過利用外太空特有環境（宇宙射線、微重力、高真空）加速種子基因突

變。再通過培育、篩選、繁殖，可生產出特有的太空果蔬。 

機器人的另一個任務是開啟太空育種網站，完成任務可得 50 分。 

完成開啟太空育種網站任務的標準：太空育種網站的狀態從黑色一邊向上面變成綠色一邊向上面，育種網站

仍完全在灰色區域內，如圖 23 所示。 



 
 

 
4.1.5 停泊 

圖 23 開啟太空育種網站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當機器人進入到停車區域（停車區域位於太空育種網站東邊），停止運行，並且機器人的垂直投影完全在停車

區域內，如圖 24 所示，即可視為完成任務，記 30 分。停泊必須是最後一個完成的比賽任務。圖 

24 停泊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4.1.6 加分 

如果沒有移動或損壞柵欄，可以獲得相應加分。每個 15 分。 

圖 25 柵欄的加分與不加分情況 

4.2 小學高年級組比賽任務 

4.2.1 解救瓢蟲 

為保證火星種植農場內的生物多樣性，太空人在火星種植農場內放置了一些瓢蟲這樣的有益昆蟲。 

 

機器人需要去修剪農作物與採集成熟果實，因此，機器人需要把行進路徑上的瓢蟲移開。每個被成功移動

的瓢蟲可獲得 15 分。 

成功解救瓢蟲的標準是瓢蟲底座完全在機器人路徑區域（紅褐色區域以及內部被白色區域包圍的黑色

線條）之外並且保持直立的狀態。 

 

 

 

 

 

 

 

4.2.2 修剪農作物 

圖 26 解救瓢蟲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培育農作物的過程中，通過修剪農作物可以促進農作物生長，提高產量。 

機器人需要識別待修剪的農作物，並對其進行修剪。每個被成功修剪得農作物，記 20 分。 

完成修剪任務的標準是：農作物的頂部與底座上部沒有接觸，並且農作物的底座依然接觸模型擺放區域。 

 

 

 

 

 

 
4.2.3 收集成熟果實 

圖 27 修剪農作物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機器人的另一個任務是收集成熟果實。機器人應識別模型擺放位置上的成熟果實並將它們帶到收集點。 

場地上有兩個收集點（藍色區域）。成熟果實正投影完全進入收集點 1 ，每個記 20 分。成熟果實正投影

完全進入位於場地東南角的收集點 2，則可獲得更多分數，每個記 30 分。 
 

圖 28 收集果實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4.2.4 開啟太空育種網站 

太空育種，又稱空間誘變育種。通過利用外太空特有環境（宇宙射線、微重力、高真空）加速種子基因突

變。再通過培育、篩選、繁殖，可生產出特有的太空果蔬。 

機器人要開啟太空育種網站，完成任務可得 50 分。 

完成開啟太空育種網站任務的標準：太空育種網站的狀態從黑色一邊在上面變成綠色一邊在上，育種網站仍完全在灰色

區域內，且至少 9 個農場柵欄仍然保持直立。 

 

 

 

4.2.5 停泊 

圖 29 開啟太空育種網站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機器人回到基地，停止運行，並且機器人底盤（俯視角度）完全在基地內，即可視為完成停泊任務， 記 30 

分。如果機器人沒有完成過其它任務，完成停泊任務是無效的。 
 

圖 30 停泊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4.2.6 加分 

完成任務過程中，如果柵欄沒有被移動或損壞，比賽結束時每個符合條件的柵欄可獲得 5 分的加分。。 

圖 31 柵欄的加分與不加分情況 

4.3 初中組與高中組比賽任務 

4.3.1 灌溉 

機器人的任務一是找到需要澆水的農作物並為其澆水。 

機器人應識別田地上需要澆水的農作物，並在相應的田地上放置一個水模型。如果水模型完全進入需要澆

水的農作物所在的田地裡，即可得分。每塊田地只有 1 個水模型可以得分。水模型被放錯或 

超過 1 個水模型進入田地，則會被扣分。 

灌溉任務的記分標準：水模型與需要澆水的農作物位於相同的田地裡，記 30 分；水模型在沒有 

需要澆水農作物的田地裡，或者田地內的水模型超過 1 個，每個扣 10 分。 

圖 32 灌溉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4.3.2 運送果實 

機器人的應識別需要採摘的農作物並將其運輸至儲存區。 

需要採摘的果實被完全移出田地即可得分。如果需要採摘的農作物完全進入果實存儲區可以獲得滿分。 

運送果實任務的記分標準：需要採摘的果實被完全移出田地，但沒有進入果實存儲區內，記 20 分。 

需要採摘的果實完全離開田地且只與果實存儲區接觸，記 30 分。 

 



 
 

 

4.3.3 標記即將成熟的農作物 

圖 33 運送果實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機器人要穿過田地，識別即將成熟的農作物，記住有即將成熟的農作物的田地，並在場地西邊的位置圖上

用標記塊標記田地的位置，表示在相應的顏色田地上的農作物即將成熟，方便後續及時進行採摘。 

如果標記塊完全在位置圖中與有即將成熟農作物的田地同色的方塊中，就是完成了標記任務，每個正確得

標記可獲得 40 分。 

圖 34 中，即將成熟的農作物在黃色和白色的田地裡，左邊的小圖做了兩個正確的標記，中間小圖雖然兩個標記所

在的方塊顏色正確但一個標記沒有完全在方塊中，右邊小圖只有一個標記完全在顏色正確的方塊中。 

 

 

 

 

 

 

 
4.3.4 火星穿越 

圖 34 標記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在火星上，機器人要在未知的環境中工作。機器人需要在場地上類比穿越凹凸不平的地面。這些不平的地

面被標記為“A 區”和“B 區”。A 區、B 區分別用淡紅色和淡黃色表示，區域左右兩側都有深灰色的邊界線。 

機器人要穿過“A 區”或“B 區”,  機器人任何部分不得停留在該區域中，且障礙牆不能被移動或損壞，

才可得分。成功穿越每個區域，可獲得 30 分。 

 

 

 

 

 

 



 

 

 

 

 

 

 

 

圖 35 穿越區位置 

在這個任務中，裁判將對機器人在運行中的行為進行評分。如果機器人在穿越時或穿越後停止運行， 將適用下

圖評分。 

圖 36 火星穿越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4.3.5 停泊 

器人完成任務後，應返回到比賽開始時沒有被當作起始區的另一個基地。 

如果機器人在非起始區的基地內停止運行，並且機器人底盤（俯視角度）完全在該基地內，即視為完成停泊任

務，記 30 分。如果機器人沒有完成過其它任務，完成停泊任務是無效的。 

 

 

 
4.3.6 加分及扣分 

圖 37 停泊任務的得分與不得分情況 

如果機器人沒有移動或損壞田地上的柵欄，沒有移動田地上的需要澆水的農作物和即將成熟的農作物，都

將獲得加分；如果移動或損壞了障礙牆，將被扣分。 



需要澆水的農作物或即將成熟的農作物沒有被移動或損壞，每個記 10 分。 

 
圖 38 農作物的加分與不加分情況 

田地上的柵欄沒有被移動或損壞。 每個可獲得 15 分。 

圖 39 柵欄的加分與不加分情況 

障礙牆被移動或損壞，將扣除 20 分。 

 

 
 圖 40 障礙牆的扣分與不扣分情況 

 



 

5 比賽過程 

5.1 器材檢錄 

5.1.1 參賽隊員在檢錄後方能進入比賽區域。檢錄時，裁判員對參賽隊攜帶的器材進行檢查，所有零件

不得以焊接、鉚接、粘接等方式組成部件。 

5.1.2 硬體僅限使用拼裝類器材，不可使用一體機類器材。硬體要求如下： 

5.1.2.1 只允許使用 1 個控制器。一場比賽中，不得更換控制器。 

5.1.2.2 小學低年級組使用的電機（含舵機）不得超過 4 個；小學高年級組、初中組、高中組使用的電機

（含舵機）不得超過 6 個。 

5.1.2.3 使用的感測器種類、數量不限。 

5.1.2.4 機器人不得連接外部電源，小學低年級組電池電壓不得高於 5V；小學高年級組、初中組、高中組

電池電壓不得高於 9V。 

5.1.2.5 機器人尺寸：在啟動之前，小學低年級組機器人的最大尺寸為 250 mm×250 mm× 250 mm；小

學高年級組、初中組、高中組機器人的最大尺寸為 300 mm×300 mm×300 mm，機器人的尺寸包括

連接線。在機器人啟動之後，尺寸沒有限制。 

5.1.2.6 參賽隊之間嚴禁共用器材。 

5.1.3 參賽隊員不得攜帶U 盤、光碟、無線路由器、手機、相機等存儲和通信器材。 

 

5.2 賽前調試 

賽前將安排供參賽隊調試機器人的時間。裁判長會根據比賽日程、賽台及練習台數、參賽隊數給每支參賽

隊安排盡可能長且相等的調試時間。參賽隊應在志願者的協助下有序進行調試。 

 

5.3 機器人封存 

5.3.1 調試結束後，參賽隊按照裁判員指示封存機器人主機，裁判將準備的比賽場地（包括場地任務模型的

隨機設置）。之後按裁判要求順序領取封存的機器人上場比賽。一場比賽結束後，參賽隊員應將機器

人重新放回封存區，裁判準備下一輪的比賽場地。 

5.3.2 一輪比賽結束後，參賽隊可以從封存區領取機器人做簡單地維修。 

 

5.4 上場前的準備 

5.4.1 參賽隊在志願者引導下領取自己的機器人，進入比賽區。遲到的參賽隊扣除 10 分/分鐘，遲到 3分鐘視為

本輪比賽棄權。 

5.4.2 上場比賽的隊員，站立場邊等候，每場比賽只允許 2 名隊員上場操作。 

5.4.3 隊員將機器人放入基地。機器人正投影應完全納入基地。 

5.4.4 到場的參賽隊員應抓緊時間（不超過 1 分鐘）做好啟動前的準備工作：確認場地模型、按要求擺放好機 器

人。完成準備工作後，機器人可以開機，但不得有可見的運動，隊員應向裁判員示意。 

 

5.5 比賽中 

5.5.1 裁判員確認參賽隊已準備好後，將發出“3，2，1，開始”的口令。聽到“開始”命令後，參賽隊

員可以啟動機器人。 

5.5.2 在“開始”命令前啟動機器人被視為“誤啟動”並受到警告，一場比賽兩次“誤啟動”，參賽隊

將被取消該場比賽資格。 

5.5.3 機器人啟動後，只能由程式自動控制（小學低年級組可採用遙控程式完成比賽）。隊員不得接觸



啟動後的機器人和場地模型，一旦觸碰必須將機器人帶回基地重試，並扣除 1 次連貫性獎勵分，扣

完為止。 

5.5.4 啟動後的機器人不得故意分離出部件或將零件掉在場上，為了得分需要遺留零件在場上，該任務

得分無效。 

5.5.5 機器人完全出基地後才可以完成比賽任務，機器人可以多次自行往返於基地和場地之間，每次出

基地後可以嘗試完成 1 個或多個任務。一場比賽中可以按照任意的順序完成任務，在規則允許的情

況下可以反復嘗試完成某個任務。 

5.5.6 參賽隊員不得接觸基地外的任務模型，不允許用手按壓場地紙輔助完成任務。機器人不得損壞任

務模型，有意損壞場地的行為將受到警告，並將導致失去得分。 

5.5.7 重試 

5.5.7.1 機器人在運行中如果出現故障或未完成某項任務，參賽隊員可以向裁判員舉手示意。此時參賽隊員可

以用手將機器人拿回基地重新開機。 

5.5.7.2 裁判員同意重試後，場地狀態保持不變。如果因為未完成某項任務而重試，該項任務所用的模型狀態

保持不變。 

5.5.7.3 每場比賽重試的次數不限。 

5.5.7.4 重試期間計時不停止。重試前機器人已完成的任務有效。但機器人當時攜帶的任何物品失效並由裁判

代為保管至本輪比賽結束；在這個過程中計時不會暫停。 

5.5.8 自主返回基地 

5.5.8.1 機器人可以多次自主往返基地，不算重試。 

5.5.8.2 機器人自主返回基地的標準：機器人的任一結構的垂直投影在基地範圍內（從基地外帶回的任務模

型，必須完全進入基地才視為進入基地）。 

5.5.8.3 機器人自主返回基地後，參賽隊員可以接觸機器人並對機器人的結構進行更改或維修（小學低年級組

也可在基地內修改程式）。場地上有多個基地的，機器人可以從任意基地再次出發，但由機器人帶 



回的任務模型，不能隨機器人變換基地，由機器人再次帶出基地。 

 

5.6 比賽結束 

5.6.1 小學低年級組每場比賽時間為 180 秒鐘；小學高年級組、初中組、高中組每場比賽時間為 120 秒鐘。 

5.6.2 參賽隊在完成部分任務後，如不準備繼續比賽，應向裁判員示意，裁判員記錄下時間，結束比賽； 否則，

等待終場命令。 

5.6.3 聽到終場命令後，參賽隊員應立即停止機器人運行，確認得分之前不得再與場上的機器人和任何物品

接觸。 

5.6.4 每場比賽結束後，裁判根據場地上每個任務完成的結果，填寫記分表。裁判員有義務將記分結果告知

參賽隊員。參賽隊員有權利糾正記分可能產生的誤差，並簽字確認知曉得分。如有爭議由隊員在現場

提請裁判長仲裁解決，組委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場外申訴。 

5.6.5 參賽隊員將場地恢復到啟動前狀態，並將所有設備帶回準備區。 

 

5.7 技術問辨 

5.7.1 兩輪比賽結束後，參賽隊要接受技術問辨。 

5.7.2 技術問辨由創意展示與程式展示構成。參賽隊伍圍繞今年比賽主題進行創意展示，形式不限，滿分為 

100 分。程式展示要求參賽隊員使用模擬軟體進行程式設計並展示機器人完成任務的動作。任務具體內

容將在比賽當天現場公佈程式展示的滿分為 100 分。 

 

5.8 場地賽成績構成 

場地賽的總成績由完成任務的成績與技術問辨的成績構成。其中完成任務的比賽成績為兩輪比賽的最高得

分，占總成績的 60％，創意展示占 15％，程式展示占 25％。 

各組別場地賽的滿分如下： 

⑴ 小學低年級組 226 分 

⑵ 小學高年級組 262 分 

⑶ 初中組 262 分 

⑷ 高中組 262 分 

 

 



附錄 1 “火星種植”場地賽小學低年級組記分表 

 

參賽隊名稱: 輪次:     

 

 

任務名稱 得分條件 分值 最高分 得分 

保護瓢蟲 瓢蟲底座未完全離開模型擺放位置並且保持直

立的狀態 

15 30  

修剪農作物 農作物的頂部不再接觸農作物的底座，並且農作

物的底座依然接觸灰色區域 

25 25  

收集成熟果實 成熟果實完全在果實收集倉庫，但未完全進入顏色

區域 

20 60  

或，成熟果實完全在果實收集倉庫內的顏色區域之

內 

30 90  

太空育種網站 太空育種網站的設置正確，育種網站的底座仍完全

在灰色區域內 

50 50  

停泊 機器人完全停止在停車區內（停泊必須是最後一個

完成的比賽任務) 

30 30  

加分項 柵欄沒有被移動或損壞 15 45  

連貫性獎勵 40-重試次數）*10，且大等於 0 10 40  

總計  310  

本輪總分： 

本輪用時： 

 

參賽隊員: 裁判:     



附錄 2“火星種植”場地賽小學高年級組記分表 

 

參賽隊名稱: 輪次:     

 

 

任務名稱 得分條件 分值 最高分 得分 

解救瓢蟲 瓢蟲完全在機器人路線區域之外且保持直立狀

態 

15 45  

修剪農作物 農作物的頂部不再接觸農作物的底座，並且農作

物的底座依然接觸灰色區域 

20 60  

收集成熟果實 成熟果實完全在收集點 1 內 20 60  

或，成熟果實完全在收集點 2 內 30 90  

太空育種網站 太空育種網站的設置正確，育種網站的底座仍完全 

在灰色區域內，至少 9 個農場柵欄仍然在原灰色區

域中保持直立， 

50 50  

停泊 在獲得至少一個其它任務分後，機器人完全停止在

基地內 

30 30  

加分項 柵欄沒有被移動或損壞 5 55  

連貫性獎勵 40-重試次數）*10，且大等於 0 10 40  

總計  370  

本輪總分： 

本輪用時： 

 

參賽隊員: 裁判:     



附錄 3 “火星種植”場地賽初中組、高中組記分表 

 

參賽隊名稱: 輪次:     

 

 

任務名稱 得分條件 分值 最高分 得分 

灌溉 水模型與需要澆水的農作物位於同一塊田地上， 

每塊田地只可獲得一個水模型的分數 

30 60  

水模型在沒有需要澆水的農作物的田地上，或者

田地上的水比需要澆水的農作物數量多 

-10 -20  

運送果實 需要採摘的果實完全被移出田地（但沒有在果實

存儲區內） 

20 20  

或，需要採摘的果實完全進入果實存儲區 30 30  

標 記 即 將 成 熟 的

農作物 

標記塊完全位於與農作物即將成熟的田地同色的正

方形內。 

40 80  

火星穿越 完全穿過“穿越區 A”或者“穿越區 B”,  障

礙牆未移動或損壞。 

30 60  

停泊 在獲得至少一個其它任務分後，機器人完全停止在

非比賽起始區的另一個基地內 

30 30  

加分及扣分 需要澆水的農作物或即將成熟的農作物沒有被移動

或損壞 

10 40  

田地上的柵欄沒有被移動或損壞 15 30  

障礙牆被移動或損壞 -20 -20  

連貫性獎勵 40-重試次數）*10，且大等於 0 10 40  

總計  370  

本輪總分： 

本輪用時： 

 

參賽隊員: 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