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Super AI “飛天攬月”場地賽規則 

 
1 背景 

2020 年 11 月 24 日 4 時 30 分，中國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遙五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探月工

程嫦娥五號探測器，開啟中國首次地外天體採樣返回之旅。12 月 1 日，嫦娥五號探測器成功在月球正面預選

著陸區著陸。2020 年 12 月 17 日淩晨，嫦娥五號返回器攜帶月球樣品，在內蒙古四子王旗預定區域安全著

陸。我國的月球和行星探測將由此拉開更輝煌的篇章。 

本次比賽小學低年級組及小學高年級組以“飛天攬月”為主題，參賽學生在比賽現場使用自行設計的

機器人，展示中國航天發展及探索的過程，在普及知識的同時，參與者的思維能力、反應能力、動手能力

和團隊精神得以提升。 

 

2 比賽場地 

2.1 場地地圖 

場地地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場地地圖及任務區分佈 



 

 
圖 2 放置有任務模型的比賽場地透視圖 

 

2.2 場地尺寸 

2.2.1 場地地圖有效尺寸為長 1700mm、寬 1700mm。四周設置有厚 50mm、高 70mm 的泡沫圍欄。 

2.2.2場地中有一個月海基地，由一個長 300mm 寬 300mm 高 50mm 的平臺和兩個斜坡組成，如圖3 所

示。 

 
圖 3 平臺及斜坡尺寸 

2.2.3 場地左下角的地球區內有兩個長 200mm、寬 200mm 的待命區，待命區是機器人啟動的區域。 

2.2.4場地上多個區域放置任務模型，各區有標識代表此處設置的相應任務模型種類，任務模型由裁判直接

 放置或粘貼在任務區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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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表面不平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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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說明 

每場比賽各參賽隊以程式控制及遙控兩種方式分別控制 2 台機器人配合完成各個任務。機器人可以自

行安排任務的完成順序。完成任務後，參賽隊的所有機器人需回到指定區域結束比賽。 

比賽由自動時段和遙控時段組成，共 180 秒。在自動時段中機器人必須由程式控制自主運行；在遙控時

段中參賽隊員通過遙控器操作機器人。小學低年級組自動時段 0 秒，遙控時段 180 秒；小學高年級組自動時

段 10 秒，遙控時段 170 秒。在自動時段中允許機器人完成任何任務，只有在自動時段結束後，才能開始遙控

時段。 



 

比賽中實際使用的任務模型在結構、顏色上可能與本規則上的圖形稍有不同，參賽隊應具備適應能

力。 



 

以下為比賽中機器人要完成的任務。 

 

3.1 長征火箭發射 

3.1.1 任務所用的 1 個長征火箭模型初始被放置在 A1 區。 

3.1.2 機器人需要將長征火箭模型從 A1 推送至A2 區。 

3.1.3 長征火箭模型的底座與A1 區無接觸並保持直立，記 5 分。 

3.1.4 長征火箭模型的底座完全進入 A2 區並保持直立，加記 45 分。 

圖 4 長征火箭發射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2 月軌交會對接 

3.2.1 嫦娥五號上升器放置在 B1 區，軌道器放置在 B2 區。 

3.2.2 機器人需要將位於 B1 的嫦娥五號上升器推送至 B2。 

3.2.3 嫦娥五號上升器與 B1 區無接觸，記 10 分。 

3.2.4 嫦娥五號上升器的對接頭完全進入軌道器抱爪內，加記 50 分。 

 
圖 5 月軌交會對接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3 月壤採集 

3.3.1 月球區內，小學低年級組設置 6 個月壤模型，小學高年級組設置 8 個月壤模型。初始位置由裁判在

每輪比賽開始前隨機確定，並使用貼紙或記號筆標記位置，同一組別的同一輪次均保持一致。 

3.3.2 機器人需分別將散佈的月壤搬運至地球區，每次只能移動一個月壤。 

3.3.3 月壤的垂直投影完全進入地球區內，每個記 10 分。 

 

 

 

 

 

 

 

圖 6 月壤採集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4 發現嫦娥石 

3.4.1 月壤分析模型和嫦娥石模型放置在 C 區中。 

3.4.2 機器人需要將至少 5 個月壤送入月壤分析模型的進料口，使月壤分析模型內的嫦娥石被頂出。 

3.4.3 分析模型的進料口內有至少 3 個月壤，記 20 分。 

3.4.4 嫦娥石模型與場地圖接觸，加記 40 分。 

圖 7 發現嫦娥石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5 玉兔科學探索 

3.5.1 月海基地中有 2 個玉兔月球車模型，比賽開始前分別放在兩個斜坡正中間的位置。 

3.5.2 機器人需分別將 2 個月球車模型搬送至任務區 D1 和 D2。 

3.5.3 月球車模型的垂直投影完全進入任務區 D1 或 D2 內，每個記 20 分。 

 
圖 8 玉兔科學探索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6 建立科研中心 

3.6.1 科研中心模型設置在月海基地的平臺上。 

3.6.2 機器人要將兩個組裝模組推至模型中段。 

3.6.3 兩個組裝模組相互接觸且與場地無接觸，記 80 分。 

 

 
圖 9 建立科研中心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7 登陸月海基地 

3.7.1 在比賽結束前，機器人需要進入月海基地區的斜坡處。 

3.7.2 機器人的驅動輪接觸月海基地斜坡且與場地圖無接觸，每台機器人記 30 分。 

 

4 機器人 

4.1 對機器人所用器材的要求 

參賽隊應自行設計和構建機器人。機器人僅限使用塑膠外殼的電機，）、塑膠拼插積木，不可使用 3D 列

印件，用於驅動機器人的動力電機重量不得超過 80g。所用器材不得有可能損壞比賽場地和任務模型鋒利邊

角和尖端。 

參賽隊自備的器材中，除電機、電池盒、感測器、遙控器、攝像頭之外，所有零件不得以螺 絲、焊接

的方式組成部件，不允許使用膠水、紮帶、橡皮筋、雙面膠等輔助材料。對於禁止使用的器材，參賽隊應

聽從組委會和裁判的解釋。 

 

4.2 對參賽機器人的要求 
 

項目 要求 

數量 每支參賽隊可以使用 2 台機器人。 

規格 
每台機器人（含控制器）總重量不超過 0.5kg，外形最大初始尺寸不超過長 200mm×寬 200mm×高 

200mm。比賽開始後，可伸展超出此尺寸。不允許使用3D 列印件、螺絲、紮帶及橡皮筋等輔助材料。 

控制器 每台機器人只允許使用一個控制器，控制器電機埠不超過 2 個，輸入輸出埠不超過 3 個。 

感測器 機器人允許使用的感測器種類、數量、安裝位置不限。 

電機 機器人只允許使用兩個驅動輪，當電機用於驅動輪時，只允許單個電機獨立驅動單個著地的輪子。 

電池 每台機器人電源電壓不得超過 5 伏。電源需置於機器人控制器內，不得使用外接的電源。 

遙控 遙控機器人時只允許使用無線遙控遙控器的方式進行，僅限藍牙及 2.4G 兩種。 

 

5 比賽流程 

5.1 檢錄 

檢錄時，參賽隊可攜帶機器人整機入場，但需通過全面檢查，以確保符合相關規定。選手應對不符合規定的

地方進行修整改進，複檢通過後方可參加比賽。 

 

5.2 程式設計調試 

機器人的程式設計、調試只能在準備區進行，時間為 60 分鐘。參賽隊的學生隊員檢錄後方能進入準備區，

裁判員對參賽隊攜帶的器材按照本規則第 4 節的要求進行檢查。選手不得攜帶 U 盤、光碟、手機、相機等存

儲和通信器材。 

 

5.3 賽前準備 

參賽隊按組委會確定的參賽順序攜帶自己的機器人，輪流上場比賽。在規定時間內未到場的參賽隊將

被視為棄權。學生隊員上場時，站立在待命區附近。隊員將自己的機器人放入待命區，並將攜帶的遙控器

放置在場地上。機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待命區。 



 

5.4 啟動 

裁判員確認參賽隊已準備好後，將發出“5，4，3，2，1，開始”的倒計數啟動口令。隨著倒計數的開

始，聽到“開始”命令的第一個字，隊員可以按下遙控遙控器的一個按鍵去啟動機器人完成自動時段的任

務，或等待自動時段結束。自動時段結束時，裁判將告知參賽隊員拿起遙控器控制機器人完成任務。自動時

段與遙控時段更迭過程中計時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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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誤啟動後，參賽隊員要

將機器放回待命區，等候裁判的再次倒計數啟動口令。 

機器人一旦啟動，參賽隊員不得接觸機器人及任務模型，重置的情況除外。 

啟動後的機器人不得故意分離出部件或把機械零件掉在場上。偶然脫落的機器人零部件，由裁判員及

時清出場地。 

啟動後的機器人如因速度過快或程式錯誤完全越出場地邊界，或將所攜帶的物品拋出場地，該機器人

和物品不得再回到場上。 

 

5.5 重置 

機器人在運行中如果出現故障，參賽隊員可以向裁判員申請重置。裁判員同意重置後，場地狀態保持

不變，隊員可將需要重置的機器人搬回待命區並重新啟動。每場比賽可以無限次數重置，但每發生一次重置

扣除 5 分。重置期間計時不停止，機器人已經完成的任務仍有效。重置過程中參賽隊員不得接觸任務模型，

否則該任務不得分。若發生重置時機器人攜帶有任務模型，則該任務模型失效，應交由裁判保管。 

 

5.6 比賽結束 

每場比賽的時長為 180 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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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計時，結束比賽；否則，等待裁判員的終場哨音。裁判員吹響終場哨音後，參賽隊員除應立即放下遙

控器停止機器人動作外，不得與場上的機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觸。裁判員記錄場上狀 態，填寫記分表。參賽

隊員應簽字表明知曉本場比賽的得分，並取回自己的機器人。 

 

5.7 場地賽得分 

每場比賽結束後要核查參賽隊的得分。單場比賽的得分為完成任務分、剩餘時間分、自動時段獎勵分、重置

扣分之和。完成任務分按比賽結束時模型的靜止狀態和任務完成標準記分，詳見“3 任務說明”。剩餘時間分為

該場比賽結束時剩餘時間的秒數，只有本組別設置的全部任務完成才可附加剩餘時間分。自動時段獎勵分等于在自

動時段完成的任何記分動作的得分之和。各輪比賽全部結束後，以各單場得分的平均分作為參賽隊的場地賽得

分。 

 

6 犯規 

6.1 在裁判員“開始”命令發出前啟動機器人為“誤啟動”。每場比賽中第一次誤啟動，參賽隊將受到警

告；第 2 次誤啟動，該場比賽結束，參賽隊成績為 0 分。 

6.2 比賽開始後，選手如有未經裁判允許，接觸場內物品或者機器人的行為，第一次將受到警告，第二次

再犯則該輪成績為 0 分。 

6.3 啟動後的機器人為了策略的需要，故意分離部件或掉落零件在場地上，這屬於犯規行為。裁判將視嚴

重程度給予警告、判定該場成績為 0 分的處罰，分離或掉落的零件則由裁判及時清理出場。 

6.4 所有參賽隊均需保護比賽場地和任務模型，若比賽過程中因機器人衝撞或選手操作損壞比賽場地或任

務模型，該輪比賽成績為 0 分。 

6.5 選手不聽從裁判員指令的，酌情由裁判確定給予警告、該場成績為 0 分、取消比賽資格等處罰。 



 

6.6 參賽隊員檢錄入場後以任何方式與指導教師或家長聯繫，一經查實，該隊將被取消比賽資格，場地賽成績為 0。 



 

附錄 

 

“飛天攬月”場地賽記分表 

 

參賽隊：  組別：   

 

任務 得分條件 分值 第一輪 第二輪 

 

長征火箭發射 

火箭離開A1 5 分   

火箭進入A2 45 分   

 

月軌交會對接 

上升器離開B2 10 分   

上升器進入抱爪 50 分   

月壤採集 月壤投影進入地球區 10 分/個   

 

發現嫦娥石 

有至少 3 個月壤 20 分   

嫦娥石接觸場地 40 分   

玉兔科研探索 月球車進入 D1 或 D2 20 分/個   

建立科研中心 兩個元件模組相互接觸 80 分   

登陸月海基地 機器人位於斜坡上 30 分/台   

自動時段獎勵分（在自動時段完成的任何記分動作得分之和）    

剩餘時間分（設置的任務全部完成後剩餘比賽時間的秒數） 1 分/秒   

重置扣分 -5 分/次   

單場得分（任務分 + 剩餘時間分 + 重置扣分）    

場地賽得分（各單場得分的平均分）   

注：“飛天攬月”場地賽的滿分為 380 分。計算滿分時假定所有任務均完成，不考慮自動時段獎勵分、剩餘時間分和

重置扣分。 

 

 

裁判員：                                                     參賽隊員：                                                      



 

2023 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Super AI “逐夢蒼穹”場地賽規則 

 
1 背景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實施。2022 年，中國航天藍圖已經繪就，中國空間站將完

成在軌建造任務，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測重大任務正式啟動工程研製，天問一號探測器著陸火星，祝

融號火星車開始巡視探測，深空探測國家實驗室等系列建設任務啟動論證，全年計畫安排發射任務 60 餘

次……。三十載篳路藍縷，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奮鬥，逐夢蒼穹，永不停歇。 

本次比賽初中組及高中組以 “逐夢蒼穹”為主題，參賽學生在比賽現場使用自行設計的機器人，展示

中國航天發展及探索的過程，在普及知識的同時，參與者的思維能力、反應能力、動手能力和團隊精神得

以提升。 

 

2 比賽場地 

2.1 場地地圖 

場地地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場地地圖及任務區分佈 



 

 
 

圖 2 放置有任務模型的比賽場地透視圖 

 

2.2 場地規格 

2.2.1 場地地圖尺寸為長 1700mm、寬 1700mm。四周有厚 50mm、高 70mm 的泡沫圍欄。 

2.2.2 地圖周圍設置有高 50-70mm 的圍欄。 

2.2.3 場地中設置有一個火星基地，由一個長 300mm、寬 300mm、高 50mm 的平臺和兩個斜坡組

成，如圖 3 所示。 

 

 

 

 

 

 

 

 

 
圖 3 平臺及斜坡尺寸 

 

2.2.4 場地下方居中設有兩個長 250mm、寬 250mm 的待命區，待命區是機器人啟動、重置及返回的區

域。 

2.2.5 場地上有多個放置任務模型的區域，各個任務區有相應的標識代表此處設置的任務模型種類， 任務

模型由裁判直接放置或粘貼在任務區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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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表面不平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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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說明 

每場比賽各參賽隊以程式控制及遙控兩種方式分別控制 2 台機器人配合完成任務。機器人可以自行安

排任務的完成順序。完成任務後，參賽隊的所有機器人應回到指定區域結束比賽。 

比賽由自動時段和遙控時段組成，共 180 秒，其中自動任務為 20 秒，遙控任務 160 秒。自動任務必須

由機器人通過程式控制自主運行完成；遙控任務可由參賽隊員通過遙控器操作機器人完成。 

比賽中實際使用的任務模型在結構、顏色上可能與本規則上的圖形稍有不同，參賽隊應具備適應能

力。 

以下為比賽中機器人要完成的任務，其中初中組應完成 1 個自動任務，高中組應完成 2 個自動任務，應

完成的自動任務在賽前由裁判抽籤決定，且場地上只放這些任務的模型。此後所有輪次均保持一致。如果

自動時段尚有剩餘時間，參賽隊不得完成遙控任務。 

 

3.1 天問火星探測（自動任務） 

3.1.1 比賽開始前，任務所用的 1 個天問一號模型放在 A1 區。 

3.1.2 機器人需將天問一號模型從 A1 推送至A2 區。 

3.1.3 天問一號模型垂直投影完全離開A1 區，記 20 分。 

3.1.4 天問一號模型垂直投影部分進入A2 區，加記 40 分。 

圖 4 天問火星探測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2 神舟飛船發射（自動任務） 

3.2.1 比賽開始前，攜帶太空人的神舟飛船模型放在 B1 區，空間站模型放在 B2 區。 

3.2.2 機器人需要將神舟飛船推送至空間站，並將攜帶的太空人轉移至空間站內。 

3.2.3 神舟飛船與空間站接觸，記 20 分。 

3.2.4 太空人進入空間站艙室內且全程與場地圖無接觸，加記 40 分。 

圖 5 神舟飛船發射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3 天基光伏發電（自動任務） 

3.3.1 比賽開始前，一個光伏電站及能量塊模型放在C 區。 

3.3.2 機器人需順時針轉動轉柄使光伏電站模型向前傾，並使其上的兩個能量塊掉落，如圖 6 所示。 

3.3.3 能量塊與場地圖接觸，每個記 30 分。 



 

 
圖 6 天基光伏發電任務模型狀態 

 

3.4 太空垃圾回收（遙控任務） 

3.4.1 場地中放有數個太空垃圾模型，初中組 6 個，高中組 8 個。太空垃圾模型的初始位置由裁判在賽前

隨機設置，並使用貼紙或記號筆標記位置，同一組別的所有輪次均保持一致。 

3.4.2 機器人需首先展開放在D 區的回收站模型的面板，使回收站的收集筐打開，並將場地中散佈的太空

垃圾搬送至此。 

3.4.3 回收站模型的兩個面板被完全展開，記 30 分。 

3.4.4 太空垃圾模型投影進入收集筐且與場地無接觸，每個加記 15 分。 

 
圖 7 太空垃圾回收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5 啟動深空探測（遙控任務） 

3.5.1 場地中設置有 2 個探測器模型，其初始位置由裁判在賽前隨機設置，同一組別的所有輪次均保持一致。 

3.5.2 機器人需分別將 2 個探測器模型運送至木星 E1 區和天王星E2 區。 

3.5.3 探測器模型的垂直投影完全進入E1 及 E2 內，每個記 20 分。 

  
圖 8 啟動深空探測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6 建設火星基地（遙控任務） 

3.6.1 比賽開始前，安裝位元設置在火星基地的平臺上，平臺下方設置有 5 個組件。 

3.6.2 機器人需要將元件搬送至安裝位元上。 

3.6.3 至少有兩個元件被放置在安裝位元上並與場地無接觸，記 30 分。如果安裝位元上只有一個元件， 

不記分。 

3.6.4 進入安裝位元的元件疊放高度越高將獲得更高得分，位於二層的元件，每個記 20 分，位於三層及



 

以上的元件，每個記 25 分。 

 

 

 

3.7 返回地球（遙控任務） 

圖 9 建設火星基地任務模型初始及完成狀態 

3.7.1 在比賽結束前，場地中的機器人需要返回待命區。 

3.7.2 機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觸待命區，每台機器人記 30 分。 

 

 

4 機器人 

4.1 搭建器材要求 

參賽隊應自行設計和構建機器人。機器人僅限使用塑膠外殼的電機、塑膠拼插積木，不可使用3D 列印

件，用於驅動機器人的動力電機重量不得超過 80g。所用器材不得有可能損壞比賽場地和任務模型鋒利邊角

和尖端。 

參賽隊自備的器材中，除電機、電池盒、感測器、遙控器、攝像頭之外，所有零件不得以螺 絲、焊接

的方式組成部件，不允許使用膠水、紮帶、橡皮筋、雙面膠等輔助材料。對於禁止使用的器材，參賽隊應

聽從組委會和裁判的解釋。 

 

4.2 機器人設計要求 

項目 要求 

數量 每支參賽隊可以使用 2 台機器人。 

 

規格 

每台機器人（含控制器）總重量不超過 1.0kg，外形最大初始尺寸不超過長 250mm×寬 250mm×

高250mm。比賽開始後，可伸展超出此尺寸。不允許使用3D 列印件、螺絲、紮帶及橡皮筋等輔助材

料。 

控制器 每台機器人只允許使用一個控制器，控制器電機埠不超過 4 個，輸入輸出埠不超過 8 個。 

感測器 機器人允許使用的感測器種類、數量、安裝位置不限。 

 

電機 

機器人允許使用的電機數量不限。但當電機用於驅動輪時，只允許單個電機獨立驅動單個著地的輪 

子。 

電池 每台機器人電源電壓不得超過 9 伏。電源應置於機器人控制器內，不得使用外接的電源。 

遙控 遙控機器人時只允許使用無線遙控遙控器的方式進行，僅限藍牙及 2.4G 兩種。 



 

5 比賽流程 

5.1 檢錄 

檢錄時，參賽隊可攜帶機器人整機入場，但需通過全面檢查，以確保符合相關規定。選手應對不符合

規定的地方進行修整改進，複檢通過後方可參加比賽。 

 

5.2 程式設計調試 

機器人的程式設計、調試只能在準備區進行，時間為 60 分鐘。參賽隊的學生隊員檢錄後方能進入準備區，

裁判員對參賽隊攜帶的器材按照本規則第 4 節的要求進行檢查。選手不得攜帶 U 盤、光碟、手機、相機等存

儲和通信器材。 

 

5.3 賽前準備 

參賽隊按組委會確定的參賽順序攜帶自己的機器人，輪流上場比賽。在規定時間內未到場的參賽隊將

被視為棄權。學生隊員上場時，站立在待命區附近。隊員將自己的機器人放入待命區，並將攜帶的遙控器

放置在場地上。機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待命區。 

 

5.4 啟動 

裁判員確認參賽隊已準備好後，將發出“5，4，3，2，1，開始”的倒計數啟動口令。隨著倒計數的開

始，聽到“開始”命令的第一個字，隊員可以按下遙控遙控器的一個按鍵去啟動機器人完成自動時段的任

務，或等待自動時段結束。自動時段結束時，裁判將告知參賽隊員拿起遙控器控制機器人完成任務。自動時

段與遙控時段更迭過程中計時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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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誤啟動後，參賽隊員要

將機器放回待命區，等候裁判的再次倒計數啟動口令。 

機器人一旦啟動，參賽隊員不得接觸機器人及任務模型，重置的情況除外。 

啟動後的機器人不得故意分離出部件或把機械零件掉在場上。偶然脫落的機器人零部件，由裁判員及

時清出場地。 

啟動後的機器人如因速度過快或程式錯誤完全越出場地邊界，或將所攜帶的物品拋出場地，該機器人

和物品不得再回到場上。 

 

5.6 重置 

機器人在運行中如果出現故障，參賽隊員可以向裁判員申請重置。裁判員同意重置後，場地狀態保持

不變，隊員可將需要重置的機器人搬回待命區並重新啟動。每場比賽可以無限次數重置，但每發生一次重

置扣除 5 分。重置期間計時不停止，機器人已經完成的任務仍有效。重置過程中參賽隊員不得接觸任務模

型，否則該任務不得分。若發生重置時機器人攜帶有任務模型，則該任務模型失效，應交由裁判保管。 

 

5.7 比賽結束 

每場比賽的時長為 180 秒，其中自動時段為 20 秒，遙控時段任務 160 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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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員停止計時，結束比賽；否則，等待裁判員的終場哨音。裁判

員吹響終場哨音後，參賽隊員除應立即放下遙控遙控器停止機器人動作外，不得與場上的機器人或任何物

品接觸。裁判員記錄場上狀態，填寫記分表。參賽隊員應確認得分，並取回自己的機器人。 

 

5.8 場地賽得分 

每場比賽結束後要核查參賽隊的得分。單場比賽的得分為完成任務分、剩餘時間分、重置扣分之和。



 

完成任務分按比賽結束時模型的靜止狀態和任務完成標準記分，詳見“3 任務說明”。剩餘時間分為該場比

賽結束時剩餘時間的秒數，只有本組別設置的全部任務完成才可附加剩餘時間分。各輪比賽全部結束後，

以各單場得分的平均分作為參賽隊的場地賽得分。 

 

6 違規 

6.1 在裁判員“開始”命令發出前啟動機器人為“誤啟動”。每場比賽中第一次誤啟動，參賽隊將受到警

告；第 2 次誤啟動，該場比賽結束，參賽隊成績為 0 分。 

6.2 比賽開始後，選手如有未經裁判允許，接觸場內物品或者機器人的行為，第一次將受到警告，第二次

再犯則該輪成績為 0 分。 

6.3 啟動後的機器人為了策略的需要，故意分離部件或掉落零件在場地上，這屬於犯規行為。裁判將視嚴

重程度給予警告、判定該場成績為 0 分的處罰，分離或掉落的零件則由裁判及時清理出場。 

6.4 所有參賽隊均需保護比賽場地和任務模型，若比賽過程中因機器人衝撞或選手操作損壞比賽場地或任

務模型，該輪比賽成績為 0 分。 

6.5 選手不聽從裁判員指令的，酌情由裁判確定給予警告、該場成績為 0 分、取消比賽資格等處罰。 

6.6 參賽隊員檢錄入場後以任何方式與指導教師或家長聯繫，一經查實，該隊將被取消比賽資格，場地賽

成績為 0。 



 

附錄 

“逐夢蒼穹”場地賽記分表 

 

 

 

參賽隊：  組別：   

 

任務 得分條件 分值 第一輪 第二輪 

 

自動任務

20 秒 

 

天問火星探測 

天問離開 A1 20 分   

天問進入 A2 40 分   

 

神舟飛船發射 

飛船與空間站接觸 20 分   

太空人進入空間站 40 分   

天基光伏發電 能量塊與場地圖接觸 30 分/個   

 

 

遙控任務

160 秒 

 

太空垃圾回收 

兩個面板均展開 30 分   

太空垃圾進入收集筐 15 分/個   

啟動深空探測 探測器進入 E1 或 E2 20 分/個   

 

建設火星基地 

一層至少兩個組件 30 分   

位於二層的組件 20 分/個   

位於三層及以上的組件 25 分/個   

返回地球 機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觸待命區 30 分/台   

剩餘時間分（180-遙控時間，1 分/秒，設置的任務全部完成）    

重置次數扣分（-5 分/次）    

單場得分（自動任務分 + 遙控任務分 + 剩餘時間分 + 重置扣分）    

任務總得分（各單場得分的平均分）   

注：“逐夢蒼穹”場地賽，初中組滿分為 380 分，高中組滿分為 470 分。計算滿分時假定所有任務均完成，不考慮剩

餘時間分和重置扣分。 

 

 

裁判員：      參賽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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