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矿探测”挑战赛比赛规则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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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背景01

人类在航天技术领域不断突破为进一步探测并获取太空资源做好了准备。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我们能够用远程操控的方式完成任务，可以通过无人智能车、机械臂代替人类进行工作。例如，中

国空间站核心舱上的机械臂，是我国目前智能程度最高、难度最大、系统最复杂的空间智能系统，

它可以移动空间站中的实验舱，还可以辅助航天员出舱。技术的突破创新将不断为人类带来更广阔

的未来。

本年度星矿探测挑战赛设想了一个星球表面的探测采矿车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场景：2050年，

中国的火星资源探测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火星上发现了重要的矿产资源。为了能够开采外星资源，

中国计划使用长征N号重型运载火箭将无人探测采矿车送至火星，通过远程操作方式在火星表面开

采并收集矿产资源。



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背景01

火星上具备轮式车辆行驶的基本条件。在无人探测采矿车上配备了摄像头和机械臂，可进行矿

产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参赛队应运用计算机编程技术和智能设备，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制定任务方

案，分工协作，共同解决火星探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详解02

参赛范围

小学低年级组

小学高年级组 参赛组别

初中组

高中组（含中专、职高）



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详解02

每人限参加 1 个赛项

1 支队伍。

组别确定：

以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教委、

教育厅、教育局）认定的选手所属学段

为准。

队伍要求

参赛人数:

2 人/团队

指导教师:

1 人（可空缺）

参赛范围



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详解02

赛项说明

A 比赛中需模拟现实中的无人驾驶智能车，智能车需配置机

械臂和屏幕，模拟外星探测中的各个场景，根据要求完成

“地形勘测”“矿石采集”“矿石存放”等任务。需要用到

颜色识别、数字识别等图像识别技术，另外涉及到多传感器

使用、麦克纳姆轮四轮驱动、机械臂使用、电子屏使用、程

序与算法设计等。

B 参赛学生根据公布规则在校完成学习和训练，完成参赛

“车辆”和“机械臂”的设计和调试并提交项目方案。竞赛

现场公布实际比赛场景（现场公布需要识别的颜色、图片等，

现场确定路线等），学生现场调试并完成任务。



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详解02

竞赛环境

01 编程系统 Arduino IDE、Mixly 等能够完成竞赛的编程软件。

02 编程电脑 参赛选手自带竞赛用笔记本电脑，并保证比赛时笔记本电脑电量

充足（可自备移动充电设备）。

03 禁带设备 手机、平板电脑、U 盘、对讲机等。

04 遥控设备 如遥控设备选择使用平板电脑，则平板电脑不得配有与外界联系的软件。



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详解02

竞赛推荐器材

比赛不限定器材，可自主搭建探测搬运机器人，机器人需搭载各类电子元器件辅助自动驾驶，不得使用灰度模

块或CCD模块。

对探测搬运机器人有以下限制：

⑴ 尺寸：在起始位置的最小尺寸为250mm长×120mm宽×80mm高，最大尺寸为350mm长×200mm宽

×150mm高。不含机械臂高度。

⑵ 轮胎尺寸：50mm＜直径＜65mm。

⑶ 结构：应为4轮结构，需搭载各类传感器、控制板，只能使用不超过4个直流减速电机（或舵机），布局可自

行设计。

⑷ 主控板：只允许采用Arduino Uno、Arduino Nano、Arduino Pro Mini、Arduino Mega2560或其兼容

版作为可编程控制器。

⑸ 单板机：可采用树莓派3B+或其它可搭载Linux操作系统的开发板作为视觉、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计算器件。

⑹ 摄像头：必须且仅可配有1个摄像头。

⑺ 电源：必须自带独立电池，电池电压≤15V，不得使用升压电路。不得连接外部电源。



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详解02

竞赛场地

比赛场地是一个模拟的火星矿场。矿区中存有矿石资源。探测采矿

车需从出发区启动，完成勘测矿场、获取矿石、将矿石带回存放区并放

入存放盒任务。

比 赛 场 地 由 喷 绘 地 图 及地形 模 块 组 合而成 。 地 图 面积不 超 过

2000mm×3500mm。场地以一条黄线分为矿区和基地两部分，基地

中有1个出发区和2个各放有2个存放盒的矿石存放区。

矿区内设有地形模块。包括岩石、山体、矿坑、矿石等模型。



20XX年工作概述赛项详解02

竞赛场地

比赛场地三维透视图 比赛场地三维透视俯视图





20XX年工作概述竞赛任务介绍

探测采矿车要从出发区启动进入矿区，在规定的自动时段和遥控时段内，采集矿石放到相应的矿石存

放区的存放盒中。

比赛矿区内地形模型及矿点位置固定。矿区内设有10个矿点（但仅部分矿点存有矿石）。

比赛总时长180秒，分为自动、遥控两个时段，小学低年级组自动时段30秒；小学高年级及

初中组自动时段60秒；高中组自动时段120秒。

小学低高年级组、初中组有6个位置存有矿石
高中组有8个个位置存有矿石

初中及高中组将有各两个矿石被置于矿坑上方。矿石的位置将于赛
前公布。



20XX年工作概述

存放盒为4个
（1）小学低、高年级组存放盒将标记为两种颜色，如果放入的矿石颜色和所在存放盒颜色一致，该块矿石

加记5分。

（2）初中组存放盒将标记所需存放的矿石数量，如果存放盒标记的矿石数量与盒中所放矿石的总数一致，

该盒加记10分。

（3）高中组存放盒将标记为两种颜色及所需存放的矿石数量，如果放入存放盒的矿石数量与存放盒标记的
数量一致，该盒加记10分；如果放入的矿石颜色与存放盒标记的颜色一致，该矿石加记5分。

竞赛任务介绍



20XX年工作概述

自动阶段——存放区检测

竞赛任务介绍

在自动时段中，参赛队使出发区右侧的智能车启动自动

驾驶。

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智能车启动后需先对存

放盒按1、2、3、4顺序依次进行标识检测，摄像头朝向

存放盒标识卡，并将检测到的图像显示在智能车屏幕中，

显示内容保持到比赛结束。

小学低年级组无需进行数字及颜色检测。

任务说明：



20XX年工作概述

自动阶段——气象检测

竞赛任务介绍

任务说明：

所有组别的探测采矿车均应进入矿区中心位置的山

体背后检测矿区天气标识，并将天气图案显示在点阵屏

幕中，显示内容保持到比赛结束。完成以上操作后可开

始采集矿石。



20XX年工作概述

自动阶段——矿石采集

竞赛任务介绍

任务说明：

以上识别任务完成后，探测采矿车可自行完成矿石

采集任务。在自动时段只要将1块矿石放入存放盒中将获

得10分的自动时段奖励。

裁判宣布自动时段结束后，遥控时段开始，参赛选手方

可拿起遥控器对探测采矿车发送指令。两个时段更迭时，

计时不停止。



20XX年工作概述

自动阶段——矿石存放

竞赛任务介绍

任务说明：

智能车采集矿石并放到相应的矿石存放区的存放盒中。

每次放下矿石后，选手可将智能车放回出发区再次出发

抓取矿石。

得分的判定以比赛结束时的状态为准。



20XX年工作概述

遥控阶段

竞赛任务介绍

在遥控时段中，参赛选手可通过遥控器控制探测采矿车运行，通过遥控完成探测采矿车矿石

采集任务。



用时与次数

组别
现场编程调

试时长
自动阶段时长 遥控阶段时长 规定任务次数

小学低年级 90分钟 30秒/次 150秒/次 2次

小学高年级

初中
90分钟 60秒/次 120秒/次 2次

高中 90分钟 120秒/次 60秒/次 2次

1.现场编程调试时长：在此时间内，每个组别所有参赛队伍统一进行编程、场地测试与程序调试。（可提前拼装模

型及动作设计）

2.自动阶段时长：参赛队伍智能车仅可通过自动驾驶完成任务的所有的时间，即从智能车离开起点，中间计时不暂

停，直到完成自动阶段限时。

3.遥控阶段时长：参赛队伍智能车可通过遥控驾驶完成任务的所有的时间，即从智能车完成自动阶段切换为手动阶

段开始，中间计时不暂停，直到结束比赛。

4.每支队伍有两轮比赛机会，两轮比赛得分多的一次记为最终成绩。





20XX年工作概述犯规

1、比赛过程中，探测采矿车和/或机械臂应在场地内运行。如果它们与地面的任何接触点（或面）

与场外地面接触，将被判为犯规并受到每次扣除2分的处罚。

2、比赛过程中，探测采矿车和/或机械臂不得冲撞场上的地形模块。如果地形模块被冲撞后部分

超出放置位置的黄色线框，参赛队将被判为犯规并受到扣除5分的处罚。被移动的地形模块不恢

复原来位置。此后，探测采矿车和/或机械臂冲撞该模块不再按犯规处置。



20XX年工作概述计分表

小学低年级组场地赛记分表

编号 记分项目 完成情况 分值 数量 得分

1

采集矿石

矿区地面上的矿石被取出并进入基地 10/个

2 矿石进入矿石存放区 5/个

3 矿石放入存放盒 5/个

4
矿石与存放盒颜色标识一致

（按符合条件的矿石数计分）
5/个

5 识别天气 正确识别天气图案并显示在点阵屏中 10

6 自动时段奖励 自动时段中有1块矿石进入存放盒 10

7

犯规

探测采矿车碰撞并使场地中地形模块

移动（按地形模块数量扣分）
-5/个

8 探测采矿车触及或超出场地边界 -2/次

总得分： *小学年级组的场地赛满分
为1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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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组场地赛记分表

编号 记分项目 完成情况 分值 数量 得分

1

采集矿石

矿区中地面上的矿石被取出并进入
基地

10/个

2 矿石进入矿石存放区 5/个

3 矿石放入存放盒 5/个

4
矿石与存放盒颜色标识一致
（按符合条件的矿石数计分）

5/个

5
识别

正确识别存放盒摆放情况并显示在
屏幕中 10

6
正确识别天气图案并显示在点阵屏

中 10

7 自动时段奖励 自动时段中有1块矿石进入存放盒 10

8
犯规

探测采矿车碰撞并使场地中地形模
块移动（按被移动的地形模块数扣分）

-5/个

9 探测采矿车触及或超出场地边界 -2/次

总得分：
*小学高年级组的场地赛
满分为180分



20XX年工作概述计分表

初中组场地赛记分表

*初中组的场地赛
满分为200分。

编号 记分项目 完成情况 分值 数量 得分

1

采集矿石

矿区中地面上的矿石被取出并进入
基地

10/个

2
矿区中矿坑上的矿石被取出并进入

基地
15/个

3 矿石进入矿石存放区 5/个

4 矿石被放入存放盒 5/个

5
存放盒中矿石数量与存放盒标记的

数量一致（按符合条件的存放盒数计分）
10/个

6
识别

正确识别存放盒摆放情况并显示在
屏幕中 10

7
正确识别天气图案并显示在点阵屏

中 10

8 自动时段奖励 自动时段中有1块矿石进入存放盒 10

9
犯规

探测采矿车碰撞并使场地中地形模
块移动（按被移动的地形模块数扣分）

-5/个

10 探测采矿车触及或超出场地边界 -2/次

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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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场地赛记分表

*高中组的场地赛满分为280分。

编号 记分项目 完成情况 分值 数量 得分

1

采集矿石

矿区中地面上的矿石被取出并进入基地 10/个

2 矿区中矿坑上的矿石被取出并进入基地 15/个

3 矿石进入矿石存放区 5/个

4 矿石被放入存放盒 5/个

5
放入存放盒的矿石颜色与存放盒标记的

颜色一致
（按符合条件的矿石数计分）

5/个

6
存放盒中矿石的数量与存放盒标记的数

量一致（按符合条件的存放盒数计分）
10/个

7
识别

正确识别存放盒摆放情况并显示在屏幕
中 10

8 正确识别天气图案并显示在点阵屏中 10

9 自动时段奖励 自动时段中有1块矿石进入存放盒 10

10
犯规

探测采矿车碰撞并使场地中地形道具移
动（按被移动的地形模块数扣分）

-5/个

11 探测采矿车触及或超出场地边界 -2/次

总得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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