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项目（人形机器人 - 海底总动员）
长期海底中心的争夺，没有哪个势力获得绝对的胜利，反而造成各方不可挽回的损
失，海底生命们越来越渴望和平，他们想到了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方案，用体育竞赛来停
止世界大战，第一届海底机器人全能挑战赛马上开始。
1.

赛项描述
双足人形机器人是目前科技研究的前沿技术载体，它广泛涉及了物理、数学、计算
机等多个学科，涵盖了机器人控制、传感器技术、无线通信技术、运动规划以及双足步态
等多种算法，是多技术综合体，也是目前科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加深中小学生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促进中小学生深入了解接触人形机器人相关
技术，本项目将结合传统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优势，同时进行深入的扩展，在人形机器人动
作灵活性基础上增加应用扩展，将人形机器人与传感器结合，加入实际应用场景， 旨在
启发学生思考和探索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将人形机器人的应用思维逐步培养起来， 为国
家培养新一代人工智能科研生力军。
2.

参赛要求
2.1. 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2. 参赛人数：1～2 人/团队。

3.

2.3. 指导教师：1 人（可空缺）。
项目要求
3.1. .参赛机器人
3.1.1. 参赛机器人尺寸不超过 40cm×30cm×15cm，外形必须是类人形，
由四肢、躯干和头等几部分组成，要求采用双足步态行走、移动与爬行
方式完成各项任务。
3.1.2. 机器人必须使用电池供电，其电压不超过 8.6V。
3.1.3. 机器人编程工具，如 Aelos 简化版或教育版等任何能够完成竞赛的编
程软件。程序由参赛队员自行编写，参赛队员必须能够解释其程序。
3.1.4. 在不影响正常比赛的基础上，机器人可进行个性化的装饰，以增强其表
现力和容易被识别，但装饰不能损坏场地，否则裁判有权要求整改。
3.2. 任务设置

3.2.1. 每个组别均有 A 区 3 个任务，B 区 2 个任务：
小学组：跨栏、穿越障碍、营救婴儿、移动障碍、智能灭火
初中组：跨栏、穿越障碍、营救婴儿、竞速、智能灭火
高中组：跨栏、穿越障碍、营救婴儿、避障、智能灭火
具体任务的位置、模型数量由裁判现场公布
3.2.2. 竞赛任务顺序由裁判现场公布。

3.2.3. 营救婴儿、灭火均为 50 分，其余 A 类任务每个 30 分，B 类任务每个
40 分，每轮任务总分为 200 分。

3.3. 比赛场地图

场地为长 240cm、宽 130cm 的长方形，见下图。

比赛场地分搜救任务区（简称 A 区）和灭火任务

4.

区（简称 B 区）。A 类任务的场景道具摆放在 A 区，B 类任务的场景道具摆放
在 B 区。
比赛要求
4.1. 参赛机器人须满足本规则要求。裁判在赛前检录时，有权取消不符合要求的机
器人的参赛资格。
4.2. 规定任务开始、终点标志在规则中注明，没有注明的由裁判现场公布。对于开
始结束比较明显的任务裁判可以不设置开始或者终点标志。
4.3. 比赛道具位置由裁判标注在场地上。在道具发生位移时，裁判在下一轮次开始
前将道具恢复到标记轮廓位置。
4.4. 参赛选手自备竞赛用机器人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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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携带 U 盘等具有存储功能的设备进入场地。
4.5. 比赛时间：
4.5.1. 现场编程调试时间为 2 小时。编程调试好的机器人，由参赛选手贴标记
后，统一放置在组委会指定的位置。在比赛正式开始时，参赛选手才可
以取走自己的机器人参加比赛。
4.5.2. 参赛团队开始挑战后挑战过程须在 5 分钟之内完成。

4.6. 每一轮挑战过程必须在 5 分钟之内完成。
4.7. 每支参赛团队有两次机会进行挑战，取两轮比赛得分多的一次计为比赛成绩，
两次机会之间参赛团队没有调试时间。
4.8. 计时：
裁判在宣布比赛开始后开始计时，机器人到达终止区后停止计时。A、B 赛区之
间过渡环节中，裁判在机器人走出 A 区后暂停计时，在参赛队员调整好器材
后， 经裁判同意并开始 B 区竞赛后恢复计时，其他结束本轮竞赛、停止计时的
情况有：

4.8.1. 用满 5 分钟未完成全部任务、挑战失败或选手申请结束竞赛；
4.8.2. 机器人行走中两只脚完全踏出边界线；

4.8.3. 机器人摔倒整体出边界线；
4.8.4. 机器人损坏，10 秒内不能做动作且不能继续比
赛。每轮竞赛用时按照停止计时的结果核算。
4.9. 违规：

4.9.1. 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前启动机器人程序视为违规，累计违规启动机器人

3 次的取消参赛资格。
4.9.2. 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或机器人恶意移动、损坏比赛道具均视为严重违
规。
4.9.3. 比赛过程中未经裁判允许，参赛队员使用肢体或者任何道具接触机器人
视为严重违规。
4.10.
比赛中违反公平竞赛原则、不服从裁决等严重违规的参赛团队将被取消比
赛资格。
5.

任务说明
5.1. 任务设置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规定比赛任务均有“营救婴儿”和“灭火”。A 赛区
的最后一个任务为营救婴儿任务，B 赛区的最后一个任务为灭火任务。其余障碍
任务见下表：
类型

任务
穿越障碍

A类

跨栏
营救婴儿
移动障碍

B类

竞速
避障
智能灭火

5.2. 任务说明
任务
营救
婴儿
规则

任务说明
1.机器人抱起婴儿道具并平稳放置在婴儿安全台上，营救婴儿任务成功。
2.婴儿掉落后可以多次抱起，但每掉落在地面一次扣5分。
3.本任务可配合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

1.机器人感知火焰并灭火，在灭火后保持站立状态，灭火任务成功。
灭火
规则

2.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会保持蜡烛的火焰距离地面高度一致

3.本任务中可以使用遥控器一键启动项目程序，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能使
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

4.机器人在熄灭火焰后碰到后面的障碍物扣5分，不重复扣分。
竞速

1.参赛队员启动机器人后机器人双足行走从开始区出发快速穿过跑道到达终
点线则视为挑战成功。
2. 本任务中可以使用遥控器一键启动项目程序，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能使
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

穿越
障碍

1.参赛队员启动机器人从障碍物中间穿越并恢复站立状态则视为挑战成功。

2. 本任务中可以使用遥控器一键启动项目程序，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能使
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

跨栏

避障

1.参赛队员启动机器人从障碍物中间跨过并恢复站立则视为挑战成功。

2. 本任务中可以使用遥控器一键启动项目程序，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能使
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
1.此任务中共有不超过三个障碍物，参赛队员须启动机器人程序自动识别并
绕过障碍物，双脚踏过终点线为任务挑战成功。
2. 本任务中可以使用遥控器一键启动项目程序，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能使
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

移动
障碍

1.移动的障碍材质为EVA。参赛队员控制机器人将障碍物移动至指定位
置， 障碍物整体进入指定区域或障碍物进入指定区域后，边缘漏出指定区
域边界不超过5cm即视为挑战成功。
2.该任务可使用遥控器配合完成任务。

3.障碍物仅部分进入指定区域，扣 5 分。
5.3. 不同组别部分比赛道具的规格与难度不同，见下表。
道具

形状

竞速跑道

长方形

道具尺寸（单位：cm）
长：

初中组

90
宽：
50

穿越障碍

中间宽：
30 中间
高：16

中间宽度：40
跨栏
地面到栏杆高度：7
婴儿放置台

长：14

宽：14
高：14
长：≤15
婴儿

宽：≤15
高：≤15
长：14

移动障碍

宽：14
高：14
长：17

避障障碍

宽：10
高：35
长：17

婴儿安全台

宽：10
高：35

注：全国决赛现场竞赛抽选任务道具规格以现场公布为准。
6.

评分标准
6.1. 评分方法

6.1.1. 参赛队员最后获得的分数为基础分和时间分分数的总和。
6.1.2. 基础分：每一轮挑战结束后，裁判根据竞赛场地中各任务完成的最终情
况计算任务分。
6.1.2.1. 整个比赛的基础为 200 分，其中营救婴儿、智能灭火任务为
50 分，其余 A 类任务每个 30 分，B 类任务每个 40 分。
6.1.2.2. 根据评分细则进行基础分的加、减分，单项任务不出现负分。

6.1.3. 时间分：
完成所有任务后获得最终时间分，最终时间分的计算规则为：
20000/t， 参数 t 为最后的计时时间。单位是秒（s），t 精确到一位
小数，最终时间分精确到两位小数。
6.2. 评分细则
除每个任务说明中明确加分、扣分外，其他扣分情况：
6.2.1.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在非任务区域内摔倒后，允许参赛选手遥控机器人原
地站起继续比赛，每摔倒一次扣 5 分。
6.2.2. 机器人在任务区域内摔倒后，此任务失败，选手示意裁判扶起机器人置
于下一任务开始区

6.2.3. 竞赛中机器人行走中脚出边线，但未满足挑战失败条件，每出线一次扣

5 分。
6.2.4. 竞赛中机器人摔倒，身体任意部位出边线，但未满足挑战失败条件，每
出线一次扣 5 分。
6.2.5. 在穿越障碍、跨栏、避障任务中，若机器人误碰到障碍物并且障碍物
产生了位移，障碍物产生位移 2cm 以内不扣分，2～3cm 之间扣 5
分，
3～4cm 之间扣 10 分，超过 4cm 则扣除 20 分。

6.3. 排名方法
队伍排名按照总分数排名，只有 5 个任务均完成的队伍才有最终时间得分。5
个任务均完成队伍的得分为基础分与最终时间分之和，按照总分由多到少的顺
序计算排名。对于完成不足 5 个任务的参赛团队，按照基础分多少进行排名，
基础分相同的情况下，再根据用时长短排位。
7.

相关说明
7.1. 如果参赛者出现违反机器人设计约束的设计，需要在裁判指出后及时修正，否
则将取消该机器人的参赛资格；出现严重扰乱比赛秩序且不听取警告者，直接
取消本队参赛资格；每位选手限参加一个赛项，严禁重复、虚假报名，一经发现
或举报，将取消比赛资格；未在竞赛时间内参加比赛视为弃权。
7.2. 参赛者对对手或者裁判说出侮辱的话，或者在机器人上安装声音设备说出侮辱
的话，或者在机器人的身体上写侮辱的话，或者做出任何侮辱性的动作，将被
当作违规者处罚，本队成绩直接记为 0 分；以不正当理由要求停止比赛，则参
赛队伍成绩直接记为 0 分。
7.3.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过程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凡是规则中
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