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全国机器人创意设计大赛
规则
（小学组）

大赛组委会
2018 年 9 月

前言
全国机器人创意设计大赛（TRCC）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爱好者通
过制作、使用机器人及相关技术进行创意设计、技能展示和探索交流
的综合平台。

为了进一步办好大赛，赛会组委会组织有关专家对大赛的项目和
规则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将终稿呈现给各位裁判和教练员，希望裁
判员以本手册为依据，精准裁决，保证比赛的公平和公正。同时欢迎
各位专家、裁判员、教练员和运动员对手册内容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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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器人技术创新类
1.1 规则
（1） 参赛队员现场笔试。笔试时间 20 分钟（笔试满分 10 分），参赛队派一人参加笔试；
（2） 按机器人机械结构创新、控制驱动创新，感知创新，人机交互创新，仿生创新技术
五个要点进行评审；
（3） 参赛队员需按照创意设计、组装搭建、编程调试、实际操作和现场答辩来完成创新
展示；
（4） 比赛作品除不得选用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材料外，原则上不限定参赛所使用的材
料；
（5） 创意设计作品按评分标准确评判；
（6） 参赛作品体现以下五个要素：
① 符合创新比赛的五个要点，正确体现机器人的创新内涵；
② 设计过程和作品成果均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和工作量；
③ 根据裁判的要求进行现场编程调试；
④ 参赛作品资料齐全，机器人演示完整；
⑤ 现场答辩。

1.2 评分标准
按照表 1 所示的四项标准评分。
表 1 评分标准（1）-（4）
项目
准
创意
作品评分标

制作工作
量

细目

权重

1.目标明确，契合创意项目
2.符合创新技术的某一个要点
3.新颖性、独立性、特色
4.创新点

40%

1.作品申报的资料完整、按时、规范
2.组装搭建合理巧妙
3.工作量适当
4.由学生独立或团队合作完成

30%

实操

1.现场操作娴熟、机器人演示过程正常
2.现场编程调试效果
3.答辩回答正确

20%

笔试

1.机器人的基本知识
2.创意项目的创意过程

10%

二、机器人表演类
2.1 项目


机器人舞蹈



戏曲、小品

2.2 规则
2.2.1 机器人舞蹈
比赛场地：(2X3)㎡舞台（白色亚光板）
场景：自备
音乐：自备
机器人数量：不限
（1） 比赛项目主要考验机器人舞蹈中对动作的复杂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及动作与音乐
伴奏的配合能力。
（2） 机器人的动作技巧表演赛，表演时间为2-3分钟。
（3） 表演过程中，机器人在自定的音乐伴奏条件下，完成头部动作、双臂动作、双腿动
作、腰部动作、翻转动作、整体协调动作以及服装设计和音乐配合效果。
（4） 满分150分，其中每种动作20分、服装设计10分、音乐10分，表演观赏度10分，比
赛结果为分数最高者胜。
（5） 如果机器人在比赛的过程意外摔倒，一次减掉5分，如果在一次表演中摔倒三次将
取消比赛资格。

2.2.2 戏曲
比赛场地：(2X3)㎡舞台（白色亚光板）
场景：自备
音乐：自备
机器人数量：不限
（1） 比赛项目主要考验机器人的表演动作的复杂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以及台词与音乐伴
奏的配合能力。
（2） 机器人的表演时间为2-3分钟。
（3） 表演过程中，机器人在自定的音乐伴奏条件下，台词与肢体动作（头部动作、双臂
动作、双腿动作、腰部动作、翻转动作、整体协调动作）的密切配合，完成戏曲的
精彩表演以及服装、道具和音乐配合效果。

（4）

满分100分，其中每种基本动作10分，表现力20分，服装设计及音乐各10分，比赛
结果分数最高者取胜。

2.2.3 小品
比赛场地：(2X3)㎡舞台（白色亚光板）
场景：自备
音乐：自备
机器人数量：不限
（1） 比赛项目主要考验机器人的表演动作的复杂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以及台词与音乐伴
奏的配合能力。
（2） 机器人的表演时间为2-3分钟。
（3） 表演过程中，机器人在自定的音乐伴奏条件下，台词与肢体动作（头部动作、双臂
动作、双腿动作、腰部动作、翻转动作、整体协调动作）的密切配合，完成
小品的精彩表演以及服装、道具和音乐配合效果。
（3） 满分100分，其中每种动作10分，表现力20分，服装设计及音乐各10分，比赛结果
分数最高者取胜。

2.3 评分标准
按照表 3 所示的八项标准评分。
表3 评分标准
参赛队伍

头部

双臂

双腿

腰部

翻转

整体

服装

配乐

表现

总 名

签

动作

动作

动作

动作

动作

协调

设计

效果

力

分 次

名

三、机器人运动对抗类
3.1 项目


短跑



障碍跑



马拉松



足球 3V3



拳击



水下机器人水球



机器人赛车



全能场地赛

3.2 规则
3.2.1 短跑（限人形机器人）






此比赛项目主要考验机器人的运动速度及稳定性。
比赛过程是：机器人在裁判员发出指令起跑后，以最快速度跑到终点，这时从起点跑到
终点时间最短者取胜。
赛跑时，跑道线与起跑线、终点线围成的区域不允许任何人员穿越或停留。
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必须双足正向前进。如果机器人在中途倒下，或越过跑道线（完
全出界、踩到边界线除外），或达不到终点线则判定为该比赛失败，不计成绩。
比赛场地尺寸如图 3.1 所示。起跑线与终点线间距离为 400cm，跑道线间距离为 100cm。

3.2.2 障碍跑（限人形机器人）







障碍跑比赛项目主要考验机器人能否绕过障碍物，安全快速到达目的地的智能控制技术。
比赛过程是：机器人在裁判员发出的哨声下起跑后，在中途绕过各种障碍物，以最短时
间到达终点者取胜。
赛跑时，跑道线与起跑线、终点线围成的区域不允许任何人员穿越或停留。
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必须双足正向前进。如果机器人在中途碰上障碍物，或倒下，或
超越跑道线（完全出界、踩到边界线除外），或不能到达终点线，则判定为比赛失败，
不计成绩。
比赛场地为铺地毯的地面，其尺寸如图 3.2 所示，起跑线与终点线间距离为 600cm，在
每个跑道线中间放置三个（红、蓝、绿）障碍物，障碍物间隔为 150cm，跑道线间隔为
200cm。

3.2.3 马拉松跑（限人形机器人）









马拉松跑比赛项目主要考验机器人的运动耐力，即保证长时间运动可靠性的智能控制技
术。
比赛过程是，机器人在裁判员发出的哨声下起跑后，沿跑道线跑 10 圈，以最短时间到
达终点者取胜。
赛跑时，跑道线与起跑线、终点线围成的区域不允许任何人员穿越或停留。
如果机器人由于故障，待维修好以后，继续参加比赛（此期间不停表）。
机器人必须双足正向前进。如果机器人越过跑道线（完全出界、踩到边界线除外），或
者不能到达终点，则判定为比赛失败。
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可以更换电池（此期间不停表）。
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在途中摔倒，如果机器人自行站起则继续比赛；如果机器人需要
人为站起则后退放置 1m 后继续进行比赛。
比赛场地为喷绘的地面，其尺寸如图 3.3 所示。每圈距离约 35.7 m。

3.2.4 足球 3V3（轮式驱动）











大、中、小学组足球机器人必须为自主设计，其中大学组材料不限；中小学组材料为
ABS 材质。采取 3VS3 比赛形式(每对 3 名队员，只能带 3 台机器人)。
机器人长宽规格不能超过 250mm X 150mm，机器人硬件要求有接球、射门等功能。
比赛采取抽签淘汰赛制，每场比赛必分胜负；如果打平，采用加时赛（金球制胜）及点
球方式决出胜负。
比赛流程：抛硬币决定球权/选边→开赛前 3 分钟准备→上半场 5 分钟→中场休息 2 分
钟（可以更换机器人电池，比赛机器人不允许更换）→下半场 5 分钟→进球多者获胜
比赛场地：

墙壁：场地边界有墙壁（包括球门区）。墙壁高为 12cm,墙壁内侧为黑色（亚光）。
球门：球门位于场地底线的中间，宽 43cm,深 10cm，高 12cm。
地面：地面黑色地坪漆。
禁区：在每个球门前有个宽 30cm、长 73cm 的禁区。禁区由宽 1cm 的白线标示。
中圈：场地上将标出中圈，以场地中心为圆心，直径 60cm，由黑色窄圈标示。在开球
时裁判可以中圈为依据。
竞赛规则：
开球：开球时，所有机器人都必须位于自己的半场，处于静止状态。由裁判将球放置在
开球点，开球方开球机器人放置在距足球 2cm 至 5cm 位置，其它机器人必须离球大于
30cm，也就是在中圈外。在裁判下令后（通常是使用哨子发令），所有的机器人由队员
控制启动。一方进球后，应由对方以同样方式，重新开球继续比赛。下半场，参赛双方
互换场地及开球权。（加时赛重新投掷硬币）
坠球：由裁判员将足球放在距原位置最近的坠球点，双方机器人可摆放在距球 15cm 以
外的任意地方；裁判吹哨后，继续比赛。
任意球：获得任意球的一方可以在球附近（2-5cm）放置一个机器人，其它参赛机器人
应放置在离球 15cm 以外。由裁判员将球放在发生犯规的位置，如果犯规地点距墙壁小










于 15cm,则将球放在距墙壁 15cm 处。出界球时，判对方在最近的坠球点罚任意球。裁
判鸣哨后，继续比赛。罚任意球的机器人触球后，其它机器人方可移动。
持球：机器人不能“占据”球、不能“持球”，即：机器人不能通过堵死球的移动方向
来完全控制球。例如：将球固定在机器人身上，或使用机器人身体将球包围，阻止其它
机器人触球，或被压在机器人底下。任何时候球都必须是可见的着地运动。裁判员一旦
发现“持球”或“占据”球，将立即判罚犯规。
守门员：首个完全进入自己防守半场禁区（机器人的所有部分都进入）的机器人被称为
“守门员”，直到它完全离开禁区为止（每队只能有一名的守门员）。
计时暂停：如果裁判需要和工作人员讨论某个比赛情况时，可以暂停比赛。当裁判停止
比赛时，所有的机器人必须停止，并且留在赛场上，不得触碰。裁判可以决定到底是按
原样继续比赛，或是以开球方式继续比赛。
修复机器人：机器人严重受伤不能正常比赛时，队员在征得裁判许可后可将受伤机器人
移至场外修理（修复时间不超过 1 分钟，此期间比赛正常进行），经裁判允许后再由参
赛队员将修复的机器人放回原在位置。机器人临时下场修复次数不超过 3 次。
冲撞犯规：连续在无球状态下冲撞对方不控球机器人三次以上为冲撞犯规，判罚任意球。

3.2.5 拳击（轻量级、中量级、重量级）










拳击分 3 个级别进行比赛，机器人身高在 35cm 以下、脚底板对角线不超过 12cm、同时
臂展长度不超过 50cm 为轻量级；机器人身高超过 35cm 小于 70cm、脚底板对角线不超
过 13cm、同时臂展长度不超过 60cm 为中量级；机器人身高超过 70cm、脚底板对角线不
超过 14cm、同时臂展长度不超过 70cm 为重量级；其中臂展长度包含拳套长度。
比赛过程：双方人员都用遥控器控制拳击运动，只能用拳击打对方的要害部位或用上肢
阻挡对方的进攻；
比赛时间：比赛 3 局 2 胜制，每局时间为 3 分钟；
比赛道具：仿人机器人和拳击套（拳套直径小于 4cm）；
裁判员吹哨后，双方人员通过无线遥控方式控制机器人。拳打对方的要害部位或阻挡对
方的进攻。 如果某一方打击对方的指定部位（头部， 胸部， 后背）则获得 2 分， 但
如果击倒对方则该局获胜；
获胜条件：如果一局得分相同，积极进攻方获胜（点数优势），最终获胜局数多者胜出。
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双方由于肢体纠缠等非常规动作倒地，则有裁判将双方分开，警告
双方队员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后继续比赛；如果机器人由于自身原因倒下，则允许重新起
立，但过 10 秒后仍起不来，则判定该回合失败。比赛如图 3.4 所示。

3.2.6 机器人赛车






赛车场地在比赛当天公布，赛车需要一次在赛道中完成 3 圈。
机器人尺寸长宽 180mmX100mm 以内，赛车为轮式驱动。赛车均采用遥控控制，比赛
时只允许一名参赛选手进入赛场控制赛车。
比赛规则
机器人总共完成 3 圈比赛，每次为两辆机器人一起进行比赛。赛道设有直道、弯道（包
括连续弯道）、红绿灯、坡道等。期间允许超车，但不能触碰对方机器人；红绿灯需
要按灯行驶，不允许闯红灯；比赛期间不允许越过跑道标示线（红白色）。比赛过程
当中不允许前方车辆故意占道并阻挡后方车辆合理超车 2 秒以上；超车车辆需要行驶
过一个车身（被超车辆）的距离方可变道。裁判视情况有权对严重犯规车辆（长时间
偏离车道、抄近道、严重破坏对方机器人、不能完成比赛等行为）予以取消比赛成绩。
评分标准
裁判员会根据场上形势进行裁定，满分 100 分。主动碰撞犯规机器人每次扣 2 分，闯
红灯每次扣 6 分，越过标示线扣 1 分，超车犯规扣 3 分，阻挡合理超车扣 3 分。
最终得分=满分‐所扣分数‐时间（秒）X0.1；最低分数为 0 分。
例如：碰撞 3 次扣 9 分，闯红灯 1 次扣 6 分，越界 2 次扣 2 分，超车犯规 1 次扣 3 分，
耗时 100 秒。
最终得分=100‐9‐6‐2‐3‐100X0.1=70 分

3.2.7 全能场地赛


参赛道具从 H 区域（基地）出发，沿上路轨迹自主行驶。开始之前参赛选手可以摆放好
道具的位置，哨声响起之后不允许再次触摸。小车行驶完第一赛段轨迹区域部分后，自
主进入进行第二赛段障碍区域。行驶过障碍区域后，在黑色弧线出自动停车。第三区域
为半自主区域（遥控区域），此时选手通过遥控器控制道具将全自主模式转换成半自主
模式进行第三赛段（任务一）的比赛，从门 1（任务一）进入，完成任务后从门 2（任
务一）驶出。任务一完成后，进行第四赛段（任务二）的赛程。通过遥控器控制道具从
门 1（任务二）进入，执行完任务二后从门 2 驶出。最后选手进行半自主模式转换成全

自主模式，让道具沿着轨迹线自动驶入 H 区域（基地）后比赛结束（此部分属于第一赛
段轨迹赛段）。



评分规则
全能场地赛共设四个赛段，每赛段分值均为 30 分，满分为 120 分。其中第一赛段包括
第一赛段（循迹）和任务二结束后的循迹部分；第二赛段为避障部分；第三赛段为任务一部
分；第四赛段为任务二部分。评分规则如下：
第一赛段：满分 30 分。全自主赛段。完全通过此赛段视为完成任务。道具脱离轨道每
次扣 2 分。选手需要按照裁判员确定的位置处重新摆放道具（理论摆放位置为脱轨点向后
100mm 处）。
第二赛段：满分 30 分。全自主赛段。避障区域宽度 250mm。完全通过本赛段并将道具
停于黑色弧线出视为完成任务。不能在黑色弧线出停下扣 5 分。道具碰到障碍物每次扣 2
分。
第三赛段：满分 30 分。半自主赛段。道具不能完成任务不得分；将箱子完全推入到指
定区域内视为任务完成。箱子压线或有部分在指定区域外扣 5 分，只能进行两次推入动作（道
具触碰箱子两次）。道具碰到门 1 和门 2 立柱或者压到区域线每次扣 2 分。
第四赛段：满分 30 分。半自主赛段。道具不能完成任务不得分。将废品抓取之后放到
指定区域内视为任务完成。废品压线或有部分在箱子以外扣 5 分，只能进行两次抓取动作（道
具抓取废品两次）。道具碰到门 1 和门 2 立柱或者压到区域线每次扣 2 分。
道具建议尺寸（长宽高）小于：250mm×150mm×150mm
最终得分：综合得分 － 所用时间（秒）×0.1；最低分值为 0 分。
例：所有综合得分为 120 分，所用时间为 90 秒；
那么最终得分为：120-90×0.1=111 分

四、无人机作业类


无

五、机器人微课评选类
5.1 机器人微课设计制作


中小学机器人技术教育微课程是选取机器人教材或机器人技术的某个知识点，通过多媒
体技术，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机器人外型、特点、功能和应用等。



要以创新的方法和手段针对性的讲解知识点（知识点准确、课程设计合理、有动手实践
指导环节、语言精练、微课课件清晰美观）。



微课视频格式为 MP4 或 FLV。



微课视频要有声音、字幕、教师操作近景、录屏及教师形象。



微课时长为 5-10 分钟，文件大小不超过 200M。



机器人技术教育微课项目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机器人技术教育笔试（100 分）和微课

视频（100 分）。


机器人技术笔试题，在比赛前由大赛组委会组织有关机器人技术教育专家拟题，进行严

格保密封存。在比赛时当面开封进行闭卷考试。笔试时间为 30 分钟。


机器人技术微课视频，在比赛前由参赛作者向大赛组委会组织提供，大赛组委会组织有

关机器人技术教育专家进行评分。


微课视频部分的评分标准见表 8
表 8 微课视频评分表
指标项目

评价标准

教学目标及内容

教学目标明确、具体、可测；
内容选取符合教学实际，内容相对完整，最

(15 分)

教学过程和方法

好是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内容；
结合学科特点，有机渗透素质教育。
教学过程过程完善，能充分体现教师的主导

(20 分)

及引导作用；有独特的教学方法，方法阐述
内容准确无误。

教学效果

学科教学特色鲜明，能达成学科教学目标；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对提高教学质量效

(20 分)

教师基本素养
(15 分)

果明显，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师形象大方、得体 、自然；
教师表达能力强；
教师课堂驾驭能力强，具有一定的教学智慧
和教学魅力。

打分

图像稳定，色彩正常；声音清晰，声话同步；
教学视频质量
(20 分)

配套教学资源
（10 分）

多机拍摄的镜头衔接自然；
视频要有片头，显示标题、作者、单位等信
息；主要教学内容和环节有字幕提示或说明；
微课视频时间一般为 8-10 分钟。
有本节课或该课例片段配套的：教学设计、
教学课件、教学反思及专家点评。配套资源
要便于其它教师学习、借鉴交流和研究使用。

合计

六、机器人文化创意设计类


目的：激发创新创意精神，鼓励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及艺术设计等相关学科专业学生及
其他创意设计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参与机器人主题创意设计，通过大赛选拔优秀作品和创
作人才，促进文化创意与机器人产业互动融合，支持原创，推进文化创意成果转化。



作品类型：
三维模型外观设计、综合平面设计、数字艺术、虚拟现实，手工制作、艺术装置，包括




绘本插画、剧情漫画、动漫短片、游戏、卡通吉祥物等类型的机器人周边创意设计作品。
参赛作品要求：具备机器人主题元素，系作者本人原创作品。
奖项评选：通过专家评审，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创意设计奖若干名。



参赛方式：电子作品附上创意设计简要说明，发送组委会电子邮箱至：



HFEIT2018@163.com。实物作品需带到会场现场进行展示。
作品上传文件格式：三维模型格式要求：STP、STL、3DS；图片格式要求：JPG；动画类
作品请转换成 AVI，MPEG，WMV，MOV 之中的一种格式；

文化创意设计类评分表
项目名称：＿＿＿＿＿＿＿
序号

评分项目

1

完整性

权重
20 分

项目编号：＿＿＿＿＿＿＿
评分说明

提交作品符合征集范围，格式符合要求。资料完
整，作品完整。
设计理念清晰，突出设计特点及可行性。准确定

2

作品描述

25 分

义所提供的作品、技术、或服务，有针对性的围
绕机器人元素进行详细描述。

3

团队协作

5分

5

PPT

10 分

详细介绍团队队伍，分工明确，人员安排合理，
明确各成员的任务分工。
PPT 展示内容清晰明了，层次分明；全面客观的
介绍设计作品，及特点及优势；

分值

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语言简练。准确理解并有
针对性的回答评委的问题；回答内容是建立在专
6

答辩

40 分

业知识与技能基础上；能够对评委的提问做延伸
回答。专家对作品的设计理念、特点、团队分工、
市场应用前景等及选手答辩的表现作出评价。
总分 1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