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ENJOY AI “月球探秘”場地賽規則 

 
1 比賽主題 

赴九天，問蒼穹，飛天攬月是中華民族延續千年的夢想。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中國探月工程正式立

項，逐步將“上九天攬月”的神話變成現實。 

“月球探秘”賽項需要團隊協同，在類比的太空場景中，完成轉運運載火箭、繞軌飛行、月壤勘探、

開採水資源、建設月球基地，探查隕石坑等任務。 

以文化育人，以科技塑心，培養青少年的創新能力、問題探究能力，提升科技素養，激發青少年對航

天科技的興趣。 

 

2 比賽場地與環境 

2.1 場地 

比賽場地尺寸為 2200×1200mm（圖 1），表面材質為 PU 布或噴繪布，黑色引導線寬度約為 25mm。左下

方為機器人基地（300×300mm）。基地周圍約四分之一圓形的區域為地球區，場地的其它部分為太空區。 

為了便於後面的敘述，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東標明了場地的四個方向。 

 

圖 1 比賽場地示意圖 

 

2.2 賽場環境 

機器人比賽場地環境為冷光源、低照度、無磁場干擾。但由於一般賽場環境的不確定因素較多， 例如，

場地表面可能有紋路和不平整，邊框上有裂縫，光照條件有變化等等。參賽隊在設計機器人時應考慮各種

應對措施。 

 

3 機器人任務及得分 

以下任務只是對某些現實情景的模擬，切勿將它們與真實生活相比。 

3.1 運載火箭垂直轉運 

3.1.1 航天器發射場是發射航天器的特定區域，通常由測試區、發射區、發射指揮控制中心、綜合測量設施、

各勤務保障設施和一些管理服務部門組成。有整套試驗設施和設備，用以裝配、貯存、檢測和發射航

天器，測量飛行軌道，發送控制指令，接收和處理遙測資訊。 

3.1.2 運載火箭模型位於地球基地旁的總裝廠位置上，初始狀態如圖 2 所示。 

3.1.3 機器人需要運送運載火箭到發射台，在轉運過程中，運載火箭應維持直立狀態。。 



3.1.4 轉運任務完成後，運載火箭與場地接觸點（面）應完全位於發射台線框內且保持到比賽結束， 如圖 3 

所示。完成轉運任務記 40 分 

圖 2 轉運任務的初始狀態 
 

 

圖 3 完成轉運任務的狀態 

 

3.2 回收太空垃圾 

3.2.1 太空區中有一個太空垃圾回收任務模型，初始狀態如圖 4 所示。 

3.2.2 小學組：機器人逆時針轉動轉盤使得太空垃圾模型脫離任務模型，如圖 5 所示，記 40 分。垃圾模型部分

進入機器人基地加記 30 分。 

中學組：機器人通過壓杆讓轉盤逆時針轉動，使得太空垃圾模型脫離任務模型，如圖 5 所示， 記 60 

分。垃圾模型部分進入機器人基地加記 30 分。 



 

 

 

圖 4 回收太空垃圾任務的初始狀態 
 

 

圖 5 回收太空垃圾任務的完成狀態 

 

3.3 繞軌飛行 

3.3.1 太空垃圾回收任務模型東側有一個繞軌飛行器模型，初始狀態下，撥杆水準向南，如圖 6 所示。 

3.3.2 機器人順時針轉動撥杆，使得飛行器從南轉向北，飛行器模型只要完全在中線北側，如圖 7 所示，就完

成了繞軌飛行任務，記 50 分。 

 

 

 

 

 

 

 

 

 

圖 6 繞軌飛行任務的初始狀態 

 



 
 

圖 7 繞軌飛行任務的完成狀態 

 

3.4 水資源檢測 

3.4.1 月球上有一處水資源檢測器，轉柄水準，如圖 8 所示。看場地上的橙色線框可知，這個模型可能

有兩種朝向，圖 8 是模型底板的長度方向順著場地的東西方向。 

3.4.2 機器人應轉動轉柄使得水資源模型進入儲水器內，只要水資源模型上的任意以點（面）與檢測

器底板接觸，如圖 9 所示，就是完成了水資源檢測任務，記 60 分。 

圖 8 水資源檢測任務的初始狀態 

 

 

 圖 9 水資源檢測任務的完成狀態 



3.5 建設月球基地 

3.5.1 月球上有一基地車模型，初始狀態下，基地車模型沒有升起，如圖 10 所示。看場地上的橙色線框可

知，這個模型可能有兩種朝向，圖 10 是按南北向放置的。 

3.5.2 機器人應設法將基地車升起，如圖 11 所示，只要臺階銷在 30 梁的北側，基地車升起到位，月球基地

建設完成，記 50 分。 

 
 

圖 10 建設月球基地任務的初始狀態 

 
 

圖 11 建設月球基地任務的完成狀態 

 

3.6 打開太陽風探測儀 

3.6.1 月球上有一個太陽風探測儀，初始狀態如圖 12 所示。 

3.6.2 機器人應設法打開太陽風探測儀，只要模型上的梁與銷接觸，如圖 13 所示，視為完成打開太陽風探

測儀的任務，記 40 分。 



 
圖 12 打開太陽風探測儀任務的初始狀態 

 

圖 13 打開太陽風探測儀任務的完成狀態 

3.7 採集月壤 

3.7.1 月球上有一個月壤採集基地模型，月壤放置在模型上，如圖 14 所示。 

3.7.2 小學組：機器人要設法使月壤與採集模型脫離（落在場地表面或被直接放在運輸月壤任務所用

的運輸車上），不再有任何接觸，記 50 分。 

中學組：機器人要設法使月壤與採集模型脫離（落在場地表面或被直接放在運輸月壤任務所用的

運輸車上），不再有任何接觸，記 60 分。 

 

 

 

 

 

 

 

 

 

 

圖 14 採集月壤任務的初始狀態 

 

 



3.8 運輸月壤 

3.8.1 月球上有一月壤運輸車，如圖 15 所示。 

3.8.2 機器人將任務 3.7 獲得的月壤放置到月壤車上並設法啟動月壤運輸車沿滑道到達終點，如圖 16 

所示，完成月壤運輸任務，記 60 分。 

3.8.3 月壤不可從運輸車上掉落。如果不慎落地，但月壤仍再運輸車內且機器人有能力把運輸車連同月壤放

上滑道形成圖 16 所示的狀態，就可以獲得完成運輸月壤任務的得分。 

 

 

圖 15 運輸月壤任務的初始狀態 

 

 

圖 16 運輸月壤任務的完成狀態 

 

3.9 探查隕石坑 

3.9.1 月球上有一隕石檢測器。上面貼有 4 張圖片，4 個圖片隨機擺放。隕石坑內放有四個隕石（邊長約 

35mm 的方塊），圖片與隕石檢測器一一對應,如圖 17 所示。 

3.9.2 機器人向左撥動撥杆到最左側啟動檢測器，檢測器旋轉直到其自然停止，機器人撥動圖片，使得圖片

所在的面在下方白色梁前，如圖 18 所示。機器人識別圖片並在模型前亮起和圖片相對應次數的紅燈

（亮燈之前不可回基地），次數清晰可見，視為完成探查隕石坑任務，記 50 分。 

3.9.3 正確亮燈後，機器人（中途不回基地）去隕石坑拾取與圖片對應的隕石帶回機器人基地，加記70 分。 



3.9.4 指示燈應安裝在顯眼位置，便於裁判裁定。 

圖 17 探查隕石坑任務的初始狀態 

 

 

 
 

圖 18 探查隕石坑任務的完成狀態 

 

3.10 返回地球 

3.10.1 機器人自主返回基地且沒有下一步任務，只要機器人部分正投影在基地內，就完成了返回地球任

務，記 40 分。 

3.10.2 返回地球必須是最後一個完成的比賽任務。 

3.11 神秘任務 

3.11.1 在比賽中可能會有神秘任務，其任務模型和得分標準會在比賽開始調試時公佈。 

3.12 模型位置說明 

3.12.1 任務 3.1、3.2 及 3.9 的隕石放置點的任務模型位置方向不變，其它已知任務及神秘任務模型位置及

方向調試前公佈。 

3.12.2 任務 3.9 的隕石擺放位置機器封存後，正式比賽前公佈。 

 

4 機器人 

4.1 機器人尺寸：每次離開基地前，機器人尺寸不得大於 300mm×300mm×300mm（長×寬×高）；機器

人的垂直投影完全離開基地後，其結構可以自行伸展，沒有限制。 



4.2 控制器：每場比賽中，不允許更換控制器。每台機器人只允許使用一個控制器。 

4.3 執行器：每台機器人使用電機（含舵機）數不超過 8 個。 

4.4 感測器：每台機器人允許使用的感測器種類、數量不限。 

4.5 結構：機器人必須使用塑膠材質的拼插式結構，不得使用紮帶、螺釘、鉚釘、膠水、膠帶等輔助連接

材料。 

4.6 電源：每台機器人必須自帶獨立電池盒，不得連接外部電源，電池電壓不得高於 9V，不得使用升壓、

降壓、穩壓等電路。 

 

5 比賽 

5.1 賽制 

5.2.1 各組別的比賽不分初賽與複賽。組委會保證每支參賽隊有相同的上場次數，且不少於 2 次，每次均記

分。 

5.2.3 比賽場地上規定了機器人要完成的任務（在 3.1～3.10 的任務中選定，也可能有神秘任務）。小學、初

中、高中三個組別要完成的任務數可能不同。 

5.2.4 所有場次的比賽結束後，每支參賽隊各場得分平均值作為該隊的場地賽得分。 

5.2.5 競賽組委會有可能根據參賽報名和場館的實際情況變更賽制。 

 

5.3 比賽過程 

5.3.1 搭建機器人與程式設計 

5.3.1.1 參賽隊員檢錄後方能進入準備區。裁判員對參賽隊攜帶的器材進行檢查，所用器材必須符合組委會

相關規定與要求。參賽隊員可以攜帶已搭建的機器人進入準備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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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參賽隊員在比賽過程中不得上網和下載任何資料，不得使用相機等設備拍攝比賽場地，不得以任何

方式與指導教師或家長聯繫。 

5.3.1.3 比賽開始前參賽隊有調試和編制程式的時間。程式設計與調試只能在準備區和調試場地上進行。結

束後，各參賽隊把機器人排列在準備區的指定位置，封存，上場前不得修改程式和硬體。 

5.3.1.4 參賽隊在每輪比賽結束後，允許在準備區維修機器人和修改控制程式，但不能打亂下一輪出場次

序。 

 

5.3.2 賽前準備 

5.3.2.1 第一場比賽開始前，隊員領取自己的機器人，在引導員帶領下進入比賽區。在規定時間內未到場的

參賽隊將被視為棄權。 

5.3.2.2 上場的學生隊員，站立在場地附近。 

5.3.2.3 隊員將自己的機器人放入機器人基地。機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基地。 

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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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期間不得啟動機器人， 不能修

改程式和硬體。完成準備工作後，隊員應向裁判員示意。 

 

5.3.3 啟動 

5.3.3.1 裁判員確認參賽隊已準備好後，將發出“3，2，1，開始”的倒計時啟動口令。聽到“開始” 命令

後，隊員可以觸碰一個按鈕或給感測器一個信號去啟動機器人。 

5.3.3.2 在“開始”命令前啟動機器人將被視為“誤啟動”並受到警告或處罰。 

5.3.3.3 機器人一旦啟動，就只能受自帶的控制器中的程式控制。隊員不得接觸基地外的機器人，否則將按



“重試”處理。 

5.3.3.4 啟動後的機器人不得故意分離出部件或把零部件掉在場上。偶然脫落的機器人零部件，由裁判員隨

時清出場地，該物品不得再回到場上。為了得分的需要而分離部件是犯規行為，該任務得分無效。 

5.3.3.5 啟動後的機器人如因速度過快或程式錯誤將所攜帶的物品（任務模型）拋出場地，該物品不得再回

到場上。 

5.3.3.6 機器人完全沖出場地，隊員需將機器人搬回基地，重新開機，記一次重試。 

 

5.3.4 重試 

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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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基地重新開機。 

5.3.4.2 裁判員同意重試後，隊員需將機器人搬回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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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完成重試所需的操作後，可以重新啟動機器人。 

5.3.4.3 每場比賽重試的次數不限。 

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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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物品失效並由裁

判代為保管至本輪比賽結束。 

 

5.3.5 自主返回基地 

5.3.5.1 機器人可以多次自主往返基地，不算重試。 

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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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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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比賽結束 

5.3.6.1 每場比賽時間為 150 秒鐘。 

5.3.6.2 參賽隊在完成一些任務後，如不準備繼續比賽，應向裁判員示意，裁判員據此停止計時，結束比

賽；否則，等待裁判員的終場哨音。 

5.3.6.3 裁判員吹響終場哨音後，參賽隊員應立即關斷機器人的電源，此後，不得與場上的機器人或任何

物品接觸。 

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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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員記分操作中可能的錯誤， 並應

簽字確認已經知曉自己的得分。如有爭議應提請裁判長仲裁。 

5.3.6.5 參賽隊員將場地恢復到啟動前狀態，並立即將自己的機器人搬回調試區。 

 

6 記分 

6.1 每場比賽結束後，再根據場地上完成任務情況記分。如果已經完成的任務被機器人或參賽隊員在比賽結

束前意外破壞了，該任務不得分。完成任務的記分標準見第 3 節。 

6.2 完成任務的次序不影響單項任務的得分。 

6.3 如果在一場比賽中沒有重試，機器人動作流暢，一氣呵成，加記流暢獎勵 40 分；只有 1 次重試獎勵 30 

分；只有 2 次重試獎勵 20 分；只有 3 次重試獎勵 10 分；重試 4 次及以上沒有獎勵分。 

 

7 犯規和取消比賽資格 

7.1 未準時到場的參賽隊，每遲到 1 分鐘則判罰該隊 10 分。如果 2 分鐘後仍未到場，該隊將被取消比賽

資格。 



7.2 第 1 次誤啟動將受到裁判員的警告，機器人回到待命區再次啟動，計時重新開始。第 2 次誤啟動將被取

消比賽資格。 

7.3 為了策略的需要而分離部件是犯規行為，視情節嚴重的程度可能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7.4 機器人以高速衝撞場地設施導致損壞將受到裁判員的警告，第 2 次損壞場地設施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7.5 如果由參賽隊員或機器人造成任務模型損壞，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將警告一次。該場該任務不得分，

即使該任務已完成。 

7.6 比賽中，參賽隊員有意接觸比賽場地上基地外的任務模型，將被取消比賽資格。偶然的接觸可以不當

作犯規，除非這種接觸直接影響到比賽的最終得分。 

7.7 不聽從裁判員的指示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7.8 使用U 盤、光碟、無線路由器、手機、相機等存儲和通信器材，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7.9 參賽隊員在未經裁判長允許的情況下私自與教練員或家長聯繫，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附錄一：小學組場地賽計分表 
 

 

月球探秘場地賽記分表 

組別 輪次 編號 

   

隊名  學校  

任務 描述 分值 數量 得分 

運載火箭垂直轉運 運送運載火箭到發射台 40   

 

回收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模型脫離任務模型 40   

太空垃圾回到地球基地 30   

繞軌飛行 飛行器從左側變換到右側 50   

開採水資源 水資源進入儲水器內 60   

建設月球基地 月球基地建設完成 50   

打開太陽風探測器 太陽風探測器打開 40   

採集月壤 月壤脫離任務模型 50   

運輸月壤 月壤和月壤運輸車到終點 60   

 

探索隕石坑 

亮起和圖片相對應次數的紅燈 50   

將和圖片對應的隕石帶回到地球基地 70   

返回地球 自主返回基地且沒有下一步任務 40   

神秘任務 詳見賽場公告 100   

流暢獎勵 40-重試次數×10，且非負   

比賽時間  

得分  

得分確認 

本人對以上比賽得分記錄無異議。 

隊員  

問題及備註  

裁判員  錄入  

裁判長  



附錄二：中學組場地賽計分表 
 

 

月球探秘場地賽記分表 

組別 輪次 編號 

   

隊名  學校  

任務 描述 分值 數量 得分 

運載火箭垂直轉運 運送運載火箭到發射台 40   

 

回收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模型脫離任務模型 60   

太空垃圾回到地球基地 30   

繞軌飛行 飛行器從左側變換到右側 50   

開採水資源 水資源進入儲水器內 60   

建設月球基地 月球基地建設完成 50   

打開太陽風探測器 太陽風探測器打開 40   

採集月壤 月壤脫離任務模型 60   

運輸月壤 月壤和月壤運輸車到終點 60   

 

探索隕石坑 

亮起和圖片相對應次數的紅燈 50   

將和圖片對應的隕石帶回到地球基地 70   

返回地球 自主返回基地且沒有下一步任務 40   

神秘任務 詳見賽場公告 100   

流暢獎勵 40-重試次數×10，且非負   

比賽時間  

得分  

得分確認 

本人對以上比賽得分記錄無異議。 

隊員  

問題及備註  

裁判員  錄入  

裁判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