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星种植规则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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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音计划”是中国提出的探索太阳系近邻宜居行星的计划。觅音计划将通过发射航天探测器，以
直接成像手段率先发现和认证太阳系外宜居行星，并刻画其宜居性。同时将对太阳系天体开展光谱
巡天，揭示水的分布，以0.01角秒的空间分辨率开启中外红波段天文学观测新纪元。我国计划在
2030 年左右实施“觅音计划”。
在央视开讲啦小V课堂以及天宫课堂都向我们介绍过一项技术——太空育种。太空育种又称为空间

诱变育种，就是将农作物的种子或试管种苗送到太空，利用太空特殊的环境，高真空、高能粒子辐
射、宇宙磁场、高洁净等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变异再返回地面选育新种子、培育新品种的作物育
种新技术。因此，太空育种“既要上天，又要入地”，并不是去太空绕了一圈儿回来就叫太空种子，
还要经历育种学家多代筛选、培育以及太空环境的考验，只有经受住这些严苛的实验，并得到权威
部门审定的佼佼者，才能被称为太空种子，一般四到六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目前，太空蔬菜
培育的二代、三代品种已经表现出高产、优质、早熟、抗病力强、高维生素含量的特性，在株型、
果型、果实颜色、成熟周期等方面有了变化。太空变异其实和自然界植物的自然变异是一样的，只
是时间和频率有所改变。太空育种本质上只是加速了生物界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产生的自然
变异，因此它也是非常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太空育种丰富了我国的种质资源，为我国未来
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将让我们未来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赛项介绍



火星是太阳系由内往外数的第四颗行星，属于类地行星，直径为6794千米，约为地球的53%。火星距太阳距

离为2.27亿千米（日地平均距离为1.5亿千米），火星的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7，质量为地球的1/11，在太阳系

八大行星中处于地球轨道的外围，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约5500万千米。火星自转周期24.62小时，所以火星

上的一天时间和地球差不多但火星上的一年时间较长，因为火星的公转周期是687天，接近于地球上两年时间。

火星表面橘红色外表是地表的赤铁矿（氧化铁）。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都在不断探索，火星可能是人类移民的理

想家园。

结合航天“觅音计划”、太空育种技术以及火星可能成为人类移民的理想家园，本届机器人挑战赛以“火星种植”

为主题，通过模拟人类在适合生存的星球上建立太空种植农场，预设相关的情境问题，满足青少年了解太空知

识、学习航天和机器人的需求，动手搭建一个火星机器人，运用编程知识处理在火星农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激发青少年学习航天知识、探索太空奥秘的兴趣。

比赛活动由 “场地赛”和“技术问辨”二部分组成。比赛组别分为小学组（小学低年级组与小学高年级组）、初

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

赛项介绍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比赛地图

比赛场地透视图

比赛场地纸的尺寸是 2362 mm ×1143 
mm。场地纸居中平铺于赛台内。赛台
的内部尺寸应与场地纸尺寸相同。赛台
边框的高度是50mm。
场地上设有基地，作为机器人准备、

出发、修复和结束比赛的区域，机器人
起始状态不得超出基地范围，机器人离
开基地后必须自动运行。
对于初中组与高中组，基地位于场地

西南角与西北角，长、宽均为300mm。
比赛当天，会决定机器人从哪一个基地
出发。
赛场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

干扰。场地纸表面可能出现纹路或不平
整，场地边框尺寸有误差，光照条件有
变化等。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充分

考虑应对措施。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任务一：灌溉

需要浇水的农作物。场地上有2个需要浇水的农作物，它们将与2个即将成熟的农作物、1个

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在比赛开始前随机摆放在6块种植田地上的12个位置上。

水。水将作用于需要浇水的农作物。在比赛开始前，水模型可以放在机器人身上。水的大小

也将被算入机器人的最大尺寸。

需要浇水的农作物 水模型农作物摆放位置
灰色区域内的灰线表示
物体的放置位置/方向

水初始在基地内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任务一：灌溉

机器人的任务一是找到需要浇水的农作物并为其浇水。

机器人应识别田地上需要浇水的农作物，并在相应的田地上放置一个水模型。如果水模型完全进入需要浇水

的农作物所在的田地里，即可得分。每块田地只有1个水模型可以得分。水模型被放错或超过1个水模型进入田

地，则会被扣分。

灌溉任务的记分标准：水模型与需要浇水的农作物位于相同的田地里，记30 分；水模型在没有需要浇水农

作物的田地里，或者田地内的水模型超过1个，每个扣10分。

30分 水元素没有完全进入绿色
田地，0分

水在错误的田地里,-10 分同一块田地上只有一个水获得30 

分，第二个水扣10分，20 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场地上有1个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它们将与2个需要浇水的农作物、2个

即将成熟的农作物，在比赛开始前随机摆放在6块种植田地上的12个位置上。

需要采摘的农作物 模型摆放位置灰色区域内
的灰线表示物体的放置位
置/方向

在场地上的位置示例

任务二：运送果实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任务二：运送果实

机器人的应识别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并将其运输至储存区。

需要采摘的果实被完全移出田地即可得分。如果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完全进入果实存储区可以获得满分。

运送果实任务的记分标准：需要采摘的果实被完全移出田地，但没有进入果实存储区内，记20 分。需

要采摘的果实完全离开田地且只与果实存储区接触，记30 分。

30分 需要采摘的农作物没有站立是可以的，
30分

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只与果实全存
储区接触，30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任务二：运送果实

20分 部分在外面，20 分 仍有部分在田地内/ 本图指的是
白色田地， 0 分

机器人的应识别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并将其运输至储存区。

需要采摘的果实被完全移出田地即可得分。如果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完全进入果实存储区可以获得满分。

运送果实任务的记分标准：需要采摘的果实被完全移出田地，但没有进入果实存储区内，记20 分。需

要采摘的果实完全离开田地且只与果实存储区接触，记30 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任务三：标记即将成熟的农作物

即将成熟的农作物 标记块模型 标记起始位置模型摆放位置灰色区域内
的灰线表示物体的放置位
置/方向

即将成熟的农作物。场地上有2个即将成熟的农作物，它们将与2个需要浇水的农作物、1个

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在比赛开始前随机摆放在6块种植田地上的12个位置上。

标记块。标记块是在位置图中用于标记即将成熟的农作物位置。在位置图旁边的2个黄色方形

上放有2个标记块。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机器人要穿过田地，识别即将成熟的农作物，记住有即将成熟的农作物的田地，并在场地西边的位

置图上用标记块标记田地的位置，表示在相应的颜色田地上的农作物即将成熟，方便后续及时进行采摘。

如果标记块完全在位置图中与有即将成熟农作物的田地同色的方块中，就是完成了标记任务，每个

正确得标记可获得40分。（在本示例中，即将成熟的农作物在黄色和白色的田地里）。

80 分 (2x40 分) 白色田地得分，黄色田地不得
分，因为接触了黑线，40分

只有一个标记块正确（白色田
地的标记块），40分

任务三：标记即将成熟的农作物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任务四：火星穿越

在火星上，机器人要在未知的环境中工作。机器人需要在场地上模拟穿越凹凸不平的地面。这些不平

的地面被标记为“A区”和“B区”。A区、B区分别用淡红色和淡黄色表示，区域左右两侧都有深灰色的边界线

。

机器人要穿过“A区”或“B区”, 机器人任何部分不得停留在该区域中，且障碍墙不能被移动或损坏，才可

得分。成功穿越每个区域，可获得30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障碍物。场地上有不同的障碍物。在穿越A区上有15个障碍物，在穿越B区上有2排障碍物。A区、

B区障碍物都需固定在场地上。

A区障碍物

任务四：火星穿越

B区障碍物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在这个任务中，裁判将对机器人在运行中的行为进行评分。如果机器人在穿越时或穿越后停

止运行，将适用上图评分。

机器人穿越过去了，机器人的部件没有
接触穿越区或其周围的灰色线，30分

机器人仍接触穿越区，0 分

任务四：火星穿越



任务五停泊

机器人完成任务后，应返回到比赛开始时没有被当作起始区的另一个基地。

如果机器人在非起始区的基地内停止运行，并且机器人底盘（俯视角度）完全在该基地内，即

视为完成停泊任务，记30 分。如果机器人没有完成过其它任务，完成停泊任务是无效的。

30分 机器人连接线投影未完全进入基地
内，0分

机器人的投影未完全在基地内，0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任务六加分及扣分

需要浇水的农作物或即将成熟的农作物没有被移动或损坏，每个记10分。

需要浇水的农作物+即
将成熟的农作物，20 分

农作物在灰色区域内移
动是可以的，20 分

即将成熟的农作物在灰色
区域之外，10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1即将成熟的农作物被损坏，
10分



任务六加分及扣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十字形栅栏 垂直栅栏 栅栏摆放位置（外灰内白区域）

栅栏在场地上的起始位置 栅栏在场地上的起始位置

种植田地栅栏。有2个种植农场的栅栏，一个垂直的栅栏和一个十字形栅栏，分别放在种植田地的灰色区

域上。



田地上的栅栏没有被移动或损坏。每个可获得15分。

15分 允许在灰色区域内移动，15 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任务六加分及扣分



栅栏出了灰色区域，0 分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栅栏损坏，0 分栅栏出了灰色区域，0 分

任务六加分及扣分

田地上的栅栏没有被移动或损坏。每个可获得15分。



障碍墙。在两个穿越区之间有一个障碍墙。不允许移动或损坏此墙。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障碍墙 障碍墙在场地的起始位置

任务六加分及扣分

障碍墙摆放位置



障碍墙被移动或损坏，将扣除20分。

无处罚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障碍墙损坏了，-20分障碍墙移动了，-20分

任务六加分及扣分



随机设置

场地上始终有2个需要浇水的农作物、2个即将成熟的农作物和1个需要采摘的农作物。在每轮

开始之前，将被随机放置在场地右侧6块种植田地上12个摆放位置中的5个位置上，每块种植田地上

最多放1个元素。物体的放置方向与灰色矩形内的横线方向一致。

竞赛介绍——初中组与高中组任务介绍



技术问辨由创意展示与程序展示构成。参赛队伍围绕今年比赛主题进行创意展示，

形式不限，满分为100分。程序展示要求参赛队员使用仿真软件进行编程并展示机器人完

成任务的动作。任务具体内容将在比赛当天现场公布程序展示的满分为100分。

竞赛介绍——技术问辨与场地赛成绩构成

场地赛的总成绩由完成任务的成绩与技术问辨的成绩构成。其中完成任务的比赛成

绩为两轮比赛的最高得分，占总成绩的60％，创意展示占15％，程序展示占25％。



1、器材检录

2、赛前调试

3、机器人封存

4、上场比赛

5、准备下一场

注：1、小学低年级组单轮比赛时间180秒，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与高中组单轮比赛时间120秒。
2、机器人封存后，将通过抽签来确认场地任务模型随机设置。
3、机器人自主返回基地的标准：机器人的任一结构的垂直投影在基地范围内（从基地外带回的任务

模型，必须完全进入基地才视为进入基地。场地上有多个基地的，机器人自主返回基地后，可以从任意基
地再次出发，但由机器人带回的任务模型，不能随机器人变换基地，由机器人再次带出基地。

4、航天知识考察与技术问辨，将依据赛事日程表安排进行。

竞赛介绍——竞赛过程





器材/材料要求
硬件仅限使用拼装类器材，不可使用一体机类器材。硬件要求如下：

1. 只允许使用1个控制器。一场比赛中，不得更换控制器。

2. 小学低年级组使用的电机（含舵机）不得超过 4 个；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使用的电机（含

舵机）不得超过 6 个。

3. 使用的传感器种类、数量不限。

4. 机器人不得连接外部电源，小学低年级组电池电压不得高于5V；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电池

电压不得高于9V。

5. 机器人尺寸：在启动之前，小学低年级组机器人的最大尺寸为 250 mm×250 mm×250 mm；小学高年

级组、初中组、高中组机器人的最大尺寸为 300 mm×300 mm×300 mm，机器人的尺寸包括连接线。在

机器人启动之后，尺寸没有限制。

6. 参赛队之间严禁共用器材。

注：参赛器材所有零件不得以焊接、铆接、粘接等方式组成部件；参赛队员不得携带U盘、光盘、无线路

由器、手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





报名说明

比赛组别分为小学组（小学低年级组与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每

个组别均进行省（直辖市、自治区）级选拔赛和全国比赛。只有参加省级赛的队伍才有可能晋

级全国赛。每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多次参赛。

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地区选拔赛后，只有晋级队才有资格报名参加全

国赛。

每支参赛队由2至3名的学生和1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生必

须是截止到2023年6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任务赛和技术问辨阶段场馆均封闭，仅允许学生

队员在场，指导教师不得入场。



比赛成绩说明

比赛成绩由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和场地赛得分两部分组成，前者占15%，后者占85%。

各组别的场地赛的满分（完成规定的所有任务且不犯规所能得到的最高分）不同，对场地赛的得分要

进行归一化处理。

场地赛归一化得分=100×场地赛得分/场地赛满分

所以，比赛成绩=0.85×场地赛归一化得分+0.15×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

各赛项的各组别按参赛队的比赛成绩的高低排名，允许并列。

各组别场地赛的满分如下：

⑴小学低年级组 226分

⑵小学高年级组 262分

⑶初中组 262分

⑷高中组 262分



奖励说明

地区选拔赛各赛项各组别参赛队排名后，10 %获得一等奖，25%获得二等

奖，35%获得三等奖，30%获得优秀奖。地区以下选拔赛的获奖比例由地区选

拔赛组委会确定。

全国赛各赛项参赛队排名后，20%获得一等奖，30%获得二等奖，50%获

得三等奖。



感谢观看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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