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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本规则框架内容暂未完全确定，更多信息以组委会公布的最新公告为准。 

有关机器人基本信息和制作规范的详情，请参阅后续发布的《RoboMaster 2020 机甲大师单项赛比赛规则

手册》《RoboMaster 2020 机甲大师赛机器人制作规范手册》。 

符号说明 

禁止 重要注意事项 操作、使用提示 词汇解释、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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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人 
各挑战项目中，机器人阵容如下所示： 

表 1-1 机器人阵容 

挑战项目 上场机器人数量（台） 备用机器人（选做） 机器人编号 

工程取弹 1 

除飞镖打靶外，其余所有挑战项

目，合计至多可以备用一台机器

人，飞镖打靶项目至多可以携带

四枚备用飞镖 

2 

步兵竞速与智能射击 1 3 

2V2 对抗 1-2 
 步兵机器人：3  

 哨兵机器人：7 

飞镖打靶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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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挑战项目 
 全文描述的所有场地道具的尺寸误差均在±5%以内。尺寸参数单位为 mm。 

单项赛分为工程取弹、步兵竞速与智能射击、2V2 对抗和飞镖打靶四大挑战项目。 

各挑战项目的赛前准备时间、单局比赛时间和初始弹量如下所示： 

表 2-1 挑战项目规范 

挑战项目 
赛前准备时间

（分钟） 
单局比赛时间

（分钟） 
初始弹量（发） 参赛队员人数（人） 

工程取弹 1 3 0 3-8 

步兵竞速与智能射击 2 3 150 2-5 

2V2 对抗 2 5 
 步兵机器人：100 

 哨兵机器人：500 
3-10 

飞镖打靶 2 1 - 2-5 

2.1 工程取弹 
工程取弹和步兵竞速与智能射击项目共用一个场地，其中包括资源岛、能量机关激活点、飞坡等区域。 

2.1.1 场地 

 

[1] 资源岛 [2] 启动区 [3] 荔枝纹地胶 

图 2-1 工程取弹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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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资源岛 

资源岛包含弹药库、能量机关。工程取弹项目中，工程机器人需在资源岛处获取弹药箱。 

 

图 2-2 资源岛示意图 

2.1.1.2 弹药库 

资源岛设有 9 个固定位置的弹药箱凹槽，弹药箱凹槽上放置有弹药箱。 

工程取弹项目中，资源岛上将放置三个弹药箱，每个弹药箱装有 20 发 42mm 弹丸。工程机器人可以移动

或搬离弹药箱从而获取弹丸。 

弹药箱 

弹药箱是 200*200*200 的正方体，六个平面均倒角处理，材料为 EVA，顶面有直径为 115mm 的孔，资源

岛上的弹药箱深度为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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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资源岛上弹药箱示意图 

2.1.2 规则 

2.1.2.1 比赛规则 

比赛开始时，工程机器人从 A 点出发，获取资源岛的三个弹药箱。取完弹药箱后，工程机器人需移动至 C

点完成挑战。 

2.1.2.2 计分规则 

工程机器人移动到 C 点后清点弹丸数量，需要将获取的弹丸放入工作人员手持的储物箱中。弹丸需从工程

机器人的弹丸交接机构以自然交接姿态取出。每取到一发弹丸加 5 分。 

每次挑战的总时间为三分钟。若资源岛的弹药箱全部被取完，移动到 C 点时比赛时间还未结束，则每剩余

1 秒加 1 分。若工程机器人没有移动到 C 点，此次挑战记为 0 分。 

2.1.2.3 排名规则 

按照以下规则对挑战队伍进行排名： 

1. 每支队伍可挑战两次，取两次挑战中的最高总分作为最终成绩。所有参赛队总分由高到低排名。 

2. 若有队伍总分相同，重量轻者排名靠前。 

2.1.2.4 评奖资格 

工程机器人至少获得一发弹丸且在规定时间内移动到 C 点才可参与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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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步兵竞速与智能射击 
步兵竞速与智能射击和工程取弹共用一个场地。 

2.2.1 场地 

 

[1] 资源岛 [2] 能量机关 [3] A 点 [4] 荔枝纹地胶 

[5] 陀螺平
台 [6] 能量机关激活点（D 点） [7] C 点 [8] 公路 

[9] B 点       

图 2-4 步兵竞速与智能射击场地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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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步兵竞速与智能射击场地轴测图 

2.2.1.1 能量机关激活点 

步兵机器人需在能量机关激活点上射击能量机关。 

 

[1] 13°坡  [2] 能量机关激活点（D 点） 

图 2-6 能量机关激活点（D 点）示意图 

2.2.1.2 飞坡 

步兵机器人到达 B 点后，可选择通过飞坡迅速抵达 C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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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公路示意图 

2.2.1.3 陀螺 

陀螺安装在一个高度为 900mm 的平台上，距 D 点 4000mm。陀螺上面安装有四个小装甲模块以及一个灯

条模块，装甲模块下边沿离场地最低平面高度为 930mm，灯条模块固定在其中一个装甲模块上。 

陀螺血量为 300。陀螺的具体图纸后续将修改更新。 

 

[1] 陀螺平台 

图 2-8 陀螺平台与击打点 D 点的相对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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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陀螺状态可分为：存活和失活两种状态。 

1. 存活状态 

比赛开始，陀螺进行有规律的变速运动。 

2. 失活状态 

陀螺血量变为 0，停止旋转。 

2.2.1.4 能量机关 

能量机关的转速将随着机器人的击打进程发生改变。 

2.2.2 规则 

2.2.2.1 比赛规则 

步兵机器人预装 150 发 17mm 弹丸。在三分钟比赛阶段中，步兵机器人需依次完成以下任务： 

1. 从 A 点出发，依次通过场地中 A、B、C 三点，最后到达 D 点并停留 3 秒，此时该机器人的枪口冷却

值变为原来的 5 倍。 

2. 机器人需在 D 点击打陀螺，直至陀螺进入失活状态，在其它位置击打陀螺无效。 

3. 陀螺失活后，机器人继续占领 D 点才能使能量机关进入正在激活状态。若机器人离开 D 点或战亡超过

2 秒，增益失效，且无法击打陀螺或激活能量机关。 

4. 在 D 点激活能量机关，完整激活一次能量机关时比赛结束。 

步兵机器人的具体运动轨迹可自行选择。 

2.2.2.2 计分规则 

记录每次挑战的完成时间。若三分钟比赛倒计时结束，步兵机器人仍无法使陀螺失活，则此次挑战失败。 

2.2.2.3 排名规则 

按照以下规则对挑战队伍进行排名： 

1. 每支队伍可挑战两次，取最短时间作为最终成绩，时间越短排名越高。 

2. 若队伍完成比赛的时间相同，则机器人剩余血量较高者排名高。 

3. 若队伍完成比赛的时间相同且剩余血量相同，则重量较轻者排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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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评奖资格 

步兵机器人使陀螺失活才可参与评奖。 

2.3 2V2 对抗 

2.3.1 参赛对象 
2V2 对抗项目的参赛对象为： 

 RM2018 或 RM2019 赛季首次获得机甲大师对抗赛分区赛参赛资格的队伍 

 RM2020 赛季之前从未获得机甲大师对抗赛分区赛参赛资格的队伍 

组委会将根据相关规范判断参赛对象是否符合规定，同时现场核对该挑战项目的参赛队员身份。 

2.3.2 场地 
2V2 对抗项目的核心比赛场地被称为“战场”。战场是一个长为 8 米、宽为 6 米的区域。区域内有红蓝双方

各自的基地与启动区、哨兵轨道、补给区与加成点。 

战场地面为非光滑地面，详细的参数说明后续将修改更新。 

 

图 2-9 2V2 对抗场地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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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方补血点 [2] 红方补给点 [3] 红方启动区 

[4] 红方基地 [5] 红蓝方加成点 [6] 蓝色补血点 

[7] 蓝方补给点 [8] 蓝方启动区 [9] 蓝方基地 

图 2-10 2V2 对抗场地俯视图 

 

图 2-11 2V2 对抗场地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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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启动区 

启动区是比赛正式开始前步兵机器人的放置区域，主要包括基地、基地区域和哨兵轨道。 

 

图 2-12 启动区主视图 

 

[1] 10°坡 [2] 基地 [3] 哨兵轨道 

图 2-13 启动区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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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启动区侧视图 

 

图 2-15 启动区轴测图 

2.3.2.1.1 基地 

基地总血量为 1000，分为红方基地和蓝方基地。基地安装有两块大装甲，装甲板上贴有对应的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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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装甲模块  [2] 大装甲模块 

图 2-16 基地三视图 

 

图 2-17 基地轴测图 

哨兵机器人与基地 

 若哨兵机器人上场：当一方哨兵机器人战亡，该方基地原有的 60%防御消除 

 若哨兵机器人未上场：比赛开始两分钟后，基地原有的 60%防御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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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2 哨兵轨道 

哨兵轨道由轨道支架构成，轨道主体是哨兵机器人活动的唯一区域。哨兵轨道表面为哑光烤漆处理工艺。 

哨兵轨道底面距离地面高度为 1190mm。 

 

图 2-18 哨兵轨道主视图、侧视图 

 

图 2-19 哨兵轨道轴测图 

2.3.2.2 补给区 

补给区是机器人弹丸补给、血量恢复的重要区域，每个补给区包括一个补血点和弹丸补给点。红蓝双方各

有一个补给区。 

2.3.2.2.1 补血点 

每个补给区有一个补血点，当一方存活机器人到达己方补血，当存活机器人检测到补血点场地交互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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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该机器人每秒恢复上限血量的 5%，直至达到上限血量。 

补血点尺寸见下图： 

 

[1] 补给禁区 

图 2-20 补血点俯视图 

2.3.2.2.2 补给点 

补给点围挡的其中一面是镜面不锈钢材质。 

每局比赛，场外补弹员会给机器人补给两次 17mm 弹丸，每次 150 发。操作手需将机器人操作至补给点，

操作手可通过镜面反射直接观察到补弹员的补弹动作，确认是否完成补弹。 

补给时间分别是比赛开始一分钟后（即倒计时 4:00）和比赛开始三分钟后（即倒计时 2:00）。 

补给点尺寸见下图： 

 

图 2-21 补给点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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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3 补给禁区 

一方补给区相对对方机器人是补给禁区。 

2.3.2.3 加成点 

加成点位于战场的中心位置，为六边形岛状区域。加成点被挡板分成两部分，中间留有用于观察的特征区

域（以实际场地为准）。红蓝双方各有一个加成点。 

机器人占领己方加成后可获得防御力 50%，枪口热量冷却值提升为未占领前的 5 倍。增益仅限优先占领

加成点的一方。若机器人离开加成点超过 2 秒，增益失效。 

比赛开始一分钟后（即倒计时 4:00），加成点的攻击加成属性进入可激活状态，此时若机器人在己方加成

点上单次持续占领时间超过 15 秒，该方机器人将获得 1.5 倍的攻击加成。机器人离开己方加成点，攻击

加成依然有效，攻击加成持续时间为 30 秒。若一方先获得攻击加成，另一方则不可获得攻击加成，且双

方的占领时间清零，直至攻击加成持续时间结束。占领时间不可累积，离开加成点 2 秒后占领时间清零。 

 

图 2-22 加成点主视图 

 

图 2-23 加成点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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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加成点侧视图 

 

图 2-25 加成点轴测图 

2.3.3 规则 

2.3.3.1 比赛规则 

步兵机器人预装 100 发 17mm 弹丸，哨兵机器人预装 500 发 17mm 弹丸。五分钟比赛阶段中，对战双方

的步兵机器人、哨兵机器人在战场中进行 2V2 对抗，射击敌方基地装甲模块。 

2.3.3.2 获胜条件 

以下为单局比赛的获胜条件： 

1. 一方的基地被击毁时，当局比赛立即结束，基地存活的一方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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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局比赛时间耗尽时，双方基地均未被击毁，基地剩余血量高的一方获胜。 

3. 一局比赛时间耗尽时，双方基地均未被击毁且基地剩余血量一致，全队伤害血量高的一方获胜。 

4. 一局比赛时间耗尽时，双方基地均未被击毁且基地剩余血量一致，并且双方全队伤害血量值一致，则

全队机器人总剩余血量高的一方获胜。  

若上述条件无法判定胜利，该局比赛视为平局。淘汰赛出现平局则立即加赛一局直至分出胜负。 

2.3.3.3 小组循环赛 

一场比赛中，根据赛制不同，双方队伍会进行两局或三局比赛。按照竞技比赛的通用赛制描述方法，它们

分别被称作 BO2 和 BO3 赛制。2V2 对抗挑战项目分为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两部分。小组循环赛的赛制

为 BO2，淘汰赛赛制为 BO3。 

表 2-2 小组循环赛积分 

赛制 比赛结果 积分 

BO2 

2:0  赢两局的一方积三分 

1:1 双方各积一分 

0:2 输两局的一方积零分 

1:0 （平一局）赢一局的一方积一分，输一局的一方积零分 

0:0 （平两局）双方各积零分 

小组循环赛的比赛排名由每场比赛的积分总和决定。按照如下从 1 到 3 的顺序，优先级从高到低，高优先

级的条件决定比赛结果： 

1. 小组总积分高者排名靠前。 

2. 若队伍的总积分相等，比较并列队伍小组赛中所有场次累计的总基地净胜血量，小组中总基地净胜血

量高者排名靠前。 

3. 若总基地净胜血量相等，比较并列队伍小组赛中所有场次累计的全队总伤害血量，小组中全队总伤害

血量高者排名靠前。 

4. 若全队总伤害血量相等，比较并列队伍小组赛中所有场次累计的全队机器人总剩余血量，小组中全队

机器人总剩余血量高者排名靠前。 

如果按照以上规则仍有两支或两支以上的队伍并列，组委会安排并列队伍两两加赛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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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血量：每局比赛结束，一方通过攻击对方机器人或基地装甲模块而造成的对方机器人

或基地损耗血量的情况。 

 射击初速度超限、枪口热量超限、底盘功率超限、裁判系统模块离线等造成的扣血不

计入伤害血量。 

 由裁判执行的二至五级警告判罚造成的扣血将计入敌方伤害血量。 

 基地净胜血量：每局比赛结束，己方基地剩余血量减去对方基地剩余血量。 

 总剩余血量：每局比赛结束，己方所有存活机器人剩余血量的总值。 

2.3.3.4 淘汰赛 

淘汰赛由获胜次数决定：BO3 赛制需获胜两局。 

2.3.3.5 评奖资格 

根据比赛成绩按一定比例设置奖项。 

2.3.3.6 冲撞和固连 

2.3.3.6.1 冲撞 

冲撞是指比赛过程中由于双方队员操作问题产生的双方机器人碰撞行为。一方机器人不得使用自身任意结

构冲撞对方机器人，不论对方机器人是否被击毁，因战亡机器人挡路而必须产生的缓慢推开除外。当场地

道具离开战场地面与机器人固连为一体，则该道具视为该机器人结构的一部分。 

弹丸可以击打机器人的任何部位。弹丸攻击造成一方机器人机械结构弯曲、裁判系统模块损坏、电路被破

坏等情况都属于常规战损，不作为冲撞或其他类型的判罚依据。如果机器人的裁判系统相关模块在比赛过

程中因弹丸攻击产生损坏，技术裁判会在局间提供备用的裁判系统模块。 

裁判根据不同的冲撞程度对主动方作出违规判罚，如下所示： 

违规判罚： 

 若一方机器人主动地相对于另一方机器人发生正面的冲撞，裁判视为普通冲撞，将对违规方发出一级

警告。 

 若一方机器人主动地相对于另一方机器人发生正面、快速的冲撞，或一方机器人主动推动另一方机器

人产生移动、阻碍了另一方机器人正常运动，裁判视为恶意冲撞，将对违规方发出二级警告。 

 若一方机器人主动地相对于另一方机器人发生正面、快速的反复冲撞，或一方机器人主动推动另一方

机器人移动较远距离或长时间阻碍另一方机器人正常运动，裁判将视为恶意冲撞，将对违规方发出三

级警告。 

 若一方机器人主动地相对于另一方机器人发生正面、快速、反复的剧烈冲撞，或一方机器人长时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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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快速冲撞另一方机器人产生较远距离的移动，阻碍了对方机器人正常运行，裁判将视为严重恶意冲

撞，将对违规机器人发出四级警告。实际情况由主裁判和裁判长判定。 

2.3.3.6.2 固连 

固连是指比赛过程中机器人之间产生的难以分离的连接。双方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产生固连时，裁判会根

据固连的情况通知双方操作手执行相应操作以解除固连，双方操作手需配合裁判指令执行操作。一方机器

人不得因主动干扰、阻挡或冲撞等造成自身的任意结构固连对方机器人。 

裁判根据不同的固连情况以及固连对比赛的影响程度对主动方作出违规判罚，如下所示： 

违规判罚： 

若一方机器人因主动干扰、阻挡或冲撞等造成自身的任意结构固连对方机器人的任意结构 T 秒，裁判将对

违规方发出 X 级警告。 

T 秒 X 级警告 

T ≤ 10 一 

10 < T ≤ 30 二 

30 < T ≤ 60 三 

T > 60 四 

T > 90 五 

2.4 飞镖打靶 

2.4.1 场地 

2.4.1.1 飞镖发射站 

飞镖发射站属于官方场地道具，发射口朝向对方基地与前哨站连线中点。发射口具有开启、闭合两种状态。

在准备阶段内，参赛队伍需将飞镖发射架放置于发射口中。比赛过程中，参赛队伍需在发射口开启时将飞

镖发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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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飞镖发射口朝向 [2] 飞镖发射口 [3] 前哨站 [4] 基地 

图 2-26 飞镖发射口朝向示意图 

2.4.2 规则 

2.4.2.1 参赛条件 

参赛队伍需制作至少四枚飞镖才可参赛。 

2.4.2.2 比赛规则 

参赛队伍有两分钟准备时间调整飞镖。比赛开始后，参赛队伍需在一分钟内发射完全部飞镖。每次挑战的

总时间为三分钟。 

2.4.2.3 计分规则 

飞镖每命中一次目标算一次有效成绩。 

2.4.2.4 排名规则 

按照以下规则对挑战队伍进行排名： 

1. 每支队伍可挑战两次，取两次挑战中的最高命中目标次数作为最终成绩。所有参赛队总分由高到低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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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有队伍命中目标次数相同，则最后一次命中目标用时较短者排名高（时间精确到毫秒，以服务器记

录时间为准）。 

2.4.2.5 评奖资格 

飞镖需至少命中一次目标，参赛队伍才可参与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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