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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機構 

主辦單位：  
澳門智慧城市聯盟協會 

RoboMaster 組委會 

 

承辦單位： 

澳門匯盈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單位：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澳門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科學館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 

澳門中華教育會 

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 

澳門人工智能與區塊鏈學會 

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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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機械人技術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尖端科技。無論是在製造環境下應用的工業機械人，還是在非製造環境下應

用的服務機械人，其研發及產業化應用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創新、高端製造發展水準的重要標準。 

2018年 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規劃，粵港

澳大灣區被提升到國家重要戰略規劃。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綱要提及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城市群，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

放型經濟新體制。2019 年 8 月，深圳先行示範區政策出臺，又一股春風吹向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鑒於

RoboMaster 2019 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的成功舉辦，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繼續培養優秀人才，

RoboMaster 2020 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以下簡稱“澳門 RM2020”）將在澳門地區賽後增設粵港澳邀請

賽，邀請廣東省、香港優秀隊伍與澳門優秀隊伍進行對抗。 

澳門 RM2020 分為兩個賽事，機械人綜合對抗賽和機械人智能对抗赛；粵港澳邀請賽分為機械人綜合對抗

賽邀請賽和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邀請賽。大賽鼓勵與機械人相關的機械、自動化和智能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拓展。 

本賽事將有助於加強青少年的創新意識、團隊協作能力和溝通能力，極力提高科研能力及硬核科學技術，

讓學生走出課堂，實踐得真知。 

 

澳門 RM2020參賽者應遵守相關規則，規範參賽行為，遵守比賽規則及大賽相關檔。 

澳門 RM2020的主要參賽規範檔為《RoboMaster 2020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比賽規則手冊》、《RoboMaster 

2020 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參賽手冊》、《RoboMaster 2020 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裁判系統規範手冊》

（所有檔均以 RoboMaster 組委會官方發佈的最新版本為准）。 

 

該份名為《RoboMaster 2020 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比賽規則手冊》的檔適用於所有參賽隊員、指導老師、

裁判員、管理者以及賽事組織者，上述人員務必遵守並執行檔中提到的各項規則及注意事項。大賽要求所

有參與人員秉持著公平、公正、誠實的原則，共同打造卓越的機械人競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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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塑造廣泛影響力  

通過炫麗奪目的比賽方式、專業的科研水準、新穎的賽事安排，吸引澳門乃至香港、廣東省的社會各界對

機械人領域的廣泛關注。 

 

促進實踐教學發展 

聯合參賽學校通過賽事共同推進與前沿科技相結合的實踐教學的發展，推動相關教學師資力量的培養及儲

備，共建教學實踐中心與智能科技開放實驗室，促進粵港澳技術、人才、教育等創新資源深度融合，培養

青少年的科學精神和熱愛科學的積極性，增強創新能力。 

 

進行學術沉澱  

在參賽隊技術角逐層面之外，關注學術科研成果的沉澱積累，比賽結束後會舉行“青年工程師大會”，給

參賽隊員互相交流在機械人研發領域的最新成果的機會，促進整個科研領域的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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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賽事介紹 

1.1 賽事概述 

澳門 RM2020是一個為培養澳門青少年科學精神，增強動手創新能力的機械人賽事，主要包含兩個賽事：機

械人綜合對抗賽和機械人智能对抗赛。增設的粵港澳邀請賽包含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邀請賽機械人智能对抗

赛邀請賽。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紅/藍雙方的機械人將在場地內進行戰術對抗。每隊有 2個工程機械人、2個步兵機械

人、1 個輔助機械人。工程機械人可通過抓取場內的炸彈，搬運或投擲到敵方基地轟炸區造成基地血量傷

害，也可以將炸彈搬運至己方補給站，為己方步兵機械人換取一定的 17mm彈丸；輔助機械人可獲取資源島

下的彈藥箱（裝有 17mm彈丸）並將其送至補給站或己方步兵機械人，也可復活己方陣亡的步兵機械人；步

兵機械人既可以發射 17mm彈丸，也可以獲取島下彈藥箱（裝有 17mm的彈丸）直接為自己補彈或將其送至

補彈區。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紅/藍雙方的機械人將在場地內進行戰術對抗。每隊有 1個工程機械人、2個步兵機械

人、1 個哨兵機械人。步兵機械人可以發射彈丸對敵方機械人以及基地造成血量傷害，步兵機械人會預裝

載少量彈丸，當彈丸耗盡後，需要由工程機械人從彈藥庫獲取彈丸並運送回補給區對步兵機械人進行補給；

哨兵機械人為場上唯一的全自動機械人，可發射彈丸對機械人造成血量傷害。 

1.1.1 比賽日程 

“RoboMaster組委會”擁有對賽程、賽制規劃等方面進行適當調整的權利。大賽具體執行計畫以組委會賽

前通過官方管道公佈的最新資訊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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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總時間軸 

排程 

賽程 時間 地點/管道 備註 

報名啟動&規則手

冊發佈 

2019年 10月 15日-

2019年 11月 15日 
官網 www.robomaster.com  

報名名單公佈 2019年 11月 20日 官網 www.robomaster.com  

1.機械人綜合對抗

賽選拔賽-工程技

術單項賽 

2.機械人智能对抗

赛選拔賽-智能救

火單項賽 

2020年 2-3月 澳門 澳門參賽隊 

綜合對抗賽熱身賽 2020年 2-3月 澳門 自願參與 

技術報告提交 2020年 2月-3月底 
郵箱投遞：

macaurobomaster@gmail.com 
所有報名隊伍 

入圍名單公佈 2020年 4月 1日 官網 www.robomaster.com  

1.澳門機械人綜合

對抗賽 

2.澳門機械人智能

对抗赛 

2020年 4月 澳門 澳門參賽隊 

1.粵港澳機械人綜

合對抗邀請賽 

2.粵港澳機械人智

能對抗邀請賽 

2020年 4月 澳門 
澳門優勝參賽隊&粵港

入圍參賽隊 

 

http://www.robomaster.com/
http://www.robomaster.com/
http://www.roboma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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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比賽期 

排程 

賽程 時間 地點 備註 

報到、預檢錄 2020年 2-3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選拔賽-工程技術單項賽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選拔賽-智能救火單項賽 

2020年 2-3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熱身賽 

2020年 4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2020年 4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邀請賽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邀請賽 

場地適應性訓練

&比賽 

2020年 4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2020年 4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邀請賽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邀請賽 

領隊會議&抽籤

儀式 

2020年 2-3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選拔賽-工程技術單項賽隊伍參與。 

組委會介紹參賽詳細要求並進行出場順序抽籤，各參

賽隊的指導老師和隊長可提出問題、進行交流。 

2020年 2-3月 澳門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選拔賽-智能救火單項賽隊伍參與。 

組委會介紹參賽詳細要求並進行出場順序抽籤，各參

賽隊的指導老師和隊長可提出問題、進行交流。 

2020年 4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隊伍參與。 

組委會介紹參賽詳細要求並進行出場順序抽籤，各參

賽隊的指導老師和隊長可提出問題、進行交流。 

2020年 4月 澳門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隊伍參與。 

組委會介紹參賽詳細要求並進行小組分組抽籤，各參

賽隊的指導老師和隊長可提出問題、進行交流。 

2020年 4月 澳門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邀請賽隊伍參與。 

組委會介紹參賽詳細要求並進行出場順序抽籤，各參

賽隊的指導老師和隊長可提出問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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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澳門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邀請賽參與。 

組委會介紹參賽詳細要求並進行小組分組抽籤，各參

賽隊的指導老師和隊長可提出問題、進行交流。 

頒獎儀式 2020年 4月 澳門  

青年工程師大會 2020年 4月 澳門 視實際情況調整為青年工程師交流會。 

注意：以上比賽時間根據實際情況可能會有所調整。 

1.2 參賽資格 

所有報名參加澳門 RM2020 的隊伍須符合以下參賽資質與要求。若在備賽期或比賽階段參賽隊伍及其成員

被發現不符合參賽資格，存在虛報瞞報資訊等情況，根據情節嚴重性，組委會有權取消整支隊伍澳門 RM2020

賽季的參賽資格和評獎資格。 

1.2.1 參賽要求 

1.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含選拔賽）僅開放給 2020 年 8 月前具有在校證明、具有學生身份的澳門在校中

學生報名參加；每隊隊員需以高中生為主，即高中生的參與人數占那個隊伍人數的半數以上。 

2.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含選拔賽）僅開放給 2020 年 8 月前具有在校證明、具有學生身份的澳門在校中

學生報名參加；分為初中組和高中組，即分開報名。 

3. 指導老師需為參賽隊伍所在的高等院校中具備科研、教學工作資格的教職人員。 

4. 工程技術單項賽和智能救火單項賽同一所學校允許多支隊伍報名參賽，機械人綜合對抗賽和機械人智

能对抗赛同一所學校最多允許兩支隊伍報名參賽。 

5. 每名參賽隊員在同一屆同一個比賽中只准許加入一支隊伍，否則其所在的多個隊伍將均被視為作弊。 

6. 工程技術單項賽：每隊最少 4名參賽隊員，最多 8名參賽隊員；每隊最少 1名指導老師，最多 3名指

導老師。多支隊伍指導老師可重複。 

7. 智能救火單項賽：每隊最少 2名參賽隊員，最多 4名參賽隊員；每隊最少 1名指導老師，最多 3名指

導老師。多支隊伍指導老師可重複。 

8.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每隊最少 5 名參賽隊員，最多 20 名參賽隊員；每隊最少有 1 名指導老師，最多

有 3名指導老師。多支隊伍指導老師可重複。 

9.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每隊最少 6名參賽隊員，最多 8名參賽隊員；每隊最少有 1名指導老師，最多有

2名指導老師。多支隊伍指導老師可重複。 

10. 每支隊伍必須有隊長 1 名。 

11. 報名綜合對抗賽的隊伍中需包含 3名以上完成工程技術單項賽的隊員；報名智能对抗赛的隊伍中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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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3名以上完成智能救火單項賽的隊員。 

12. 單項賽和對抗賽分開報名，參與對抗賽的必須通過參與單項賽以審核，因此報名對抗賽的隊伍成員需包

含 3名及以上參與單項賽的成員，否則報名失敗。 

13. 參賽隊伍的隊名必須為“XXX--XXX-戰隊”（“-”僅為分隔符號號，不出現在實際隊名當中）的形式，

包含學校校名和隊伍自訂名稱；其中第一部分為參賽隊伍所在的學校校名，可使用縮寫；第二部分為參

賽隊伍的自訂名稱。隊伍自訂名稱不得超過 16 個字元（每個漢字計 2 個字元，每個英文字母計 1 個字

元），隊名需體現參賽隊積極進取的精神，需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同一學校多支隊伍不允許

出現相同隊名。 

備註：邀請賽參賽人數要求和其對抗賽要求相同，參賽人員需為 2020 年 8 月前具有在校證明、具有學生

身份的粵港在校中學生。 

 

  



12    © 2019 大疆創新 版權所有 

 

1.2.2 參賽流程 

 

1.2.3 參賽隊員職責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為隊伍總責任人，負責參賽隊伍的建設和管理。需對參賽隊員的人身財產安全負責，並指導、管

理競賽期間的隊伍經費使用，督促參賽隊員負責人定期向組委會彙報專案進度等情況，指導參賽隊員負責

人制定專案計畫，解決研發難題及按時完成技術報告等，幫助參賽隊伍順利完成比賽。在參賽期間，指導

老師須積極配合組委會的工作，做好隊伍的領路人和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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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 

隊長為參賽隊員負責人。負責人員分工、統籌以及比賽期間的戰術安排、調整。 

 

隊員： 

分為機械組、軟體組兩大板塊。其中機械組負責機械人機械設計等硬體研發工作，軟體組負責機械人程式

設計等軟體研發工作。 

1.3 獎項設置 

1.3.1 對抗賽獎項設置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獎項 排名 數量 獎勵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一等獎 

冠軍 1 冠軍獎盃 1個 

冠軍獎牌 若干 

冠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亞軍 1 亞軍獎盃 1個 

亞軍獎牌 若干 

亞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季軍 1 季軍獎盃 1個 

季軍獎牌 若干 

季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二等獎 

對抗賽 4~8名 5 二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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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三等獎 

未獲得一等獎、二等獎的其他完成

比賽的參賽隊伍 

若干 三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優秀隊長 / 4 榮譽證書  

優秀指導老師 / 4 榮譽證書  

優秀志願者 / 4 榮譽證書  

最佳團隊風貌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報告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創意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開源獎 / 若干 榮譽證書  

最佳進步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新人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人氣隊伍獎 / 4 榮譽證書 

最具潛質獎 / 4 榮譽證書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獎項 排名 數量 獎勵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一等獎 

冠軍 1 冠軍獎盃 1個 

冠軍獎牌 若干 

冠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亞軍 1 亞軍獎盃 1個 

亞軍獎牌 若干 

亞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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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1 季軍獎盃 1個 

季軍獎牌 若干 

季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二等獎 

對抗賽 4~8名 5 二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三等獎 

未獲得一等獎、二等獎的其他完成

比賽的參賽隊伍 

若干 三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優秀隊長 / 4 榮譽證書  

優秀指導老師 / 4 榮譽證書  

優秀志願者 / 4 榮譽證書  

最佳團隊風貌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報告 / 4 榮譽證書  

最佳創意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開源獎 / 若干 榮譽證書  

最佳進步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新人獎 / 4 榮譽證書 

最具潛質獎 / 4 榮譽證書 

1.3.2 單項賽獎項設置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選拔賽 

工程技術單項賽 

獎項 排名 數量 獎勵 

工程技術單項賽 

一等獎 

單項賽第 1名 1 

一等獎獎盃 1個 

一等獎獎牌 若干 

一等獎獎狀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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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證書 若干 

單項賽第 2名 1 

一等獎獎盃 1個 

一等獎獎牌 若干 

一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單項賽第 3名 1 

一等獎獎盃 1個 

一等獎獎牌 若干 

一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工程技術單項賽 

二等獎 
單項賽 4~8名 5 

二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工程技術單項賽 

三等獎 

未獲得一等獎、二等獎的其他完成

比賽的參賽隊伍 
若干 

三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優秀隊長 / 4 榮譽證書  

優秀指導老師 / 4 榮譽證書  

優秀志願者 / 4 榮譽證書  

最佳團隊風貌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報告 / 4 榮譽證書  

最佳創意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開源獎 / 若干 榮譽證書  

最佳進步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新人獎 / 4 榮譽證書 

最具潛質獎 / 4 榮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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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選拔賽 

智能救火單項賽 

獎項 排名 數量 獎勵 

智能救火單項賽 

一等獎 

單項賽第 1名 1 

一等獎獎盃 1個 

一等獎獎牌 若干 

一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單項賽第 2名 1 

一等獎獎盃 1個 

一等獎獎牌 若干 

一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單項賽第 3名 1 

一等獎獎盃 1個 

一等獎獎牌 若干 

一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智能救火單項賽 

二等獎 

單項賽 4~8名 5 
二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智能救火單項賽 

三等獎 

未獲得一等獎、二等獎的其他完成

比賽的參賽隊伍 
若干 

三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優秀隊長 / 4 榮譽證書  

優秀指導老師 / 4 榮譽證書  

優秀志願者 / 4 榮譽證書  

最佳團隊風貌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報告 / 4 榮譽證書  

最佳創意獎 / 4 榮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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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技術開源獎 / 若干 榮譽證書  

最佳進步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新人獎 / 4 榮譽證書 

最具潛質獎 / 4 榮譽證書 

1.3.3 對抗賽邀請賽獎項設置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邀請賽 

獎項 排名 數量 獎勵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邀請賽 

一等獎 

冠軍 1 冠軍獎盃 1個 

冠軍獎牌 若干 

冠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亞軍 1 亞軍獎盃 1個 

亞軍獎牌 若干 

亞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季軍 1 季軍獎盃 1個 

季軍獎牌 若干 

季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邀請賽 

二等獎 

對抗賽 4~8名 5 二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邀請賽 

未獲得一等獎、二等獎的其他完成

比賽的參賽隊伍 

若干 三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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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獎 

優秀隊長 / 4 榮譽證書  

優秀指導老師 / 4 榮譽證書  

優秀志願者 / 4 榮譽證書  

最佳團隊風貌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報告 / 4 榮譽證書  

最佳創意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開源獎 / 若干 榮譽證書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邀請賽 

獎項 排名 數量 獎勵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邀請賽 

一等獎 

冠軍 1 冠軍獎盃 1個 

冠軍獎牌 若干 

冠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亞軍 1 亞軍獎盃 1個 

亞軍獎牌 若干 

亞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季軍 1 季軍獎盃 1個 

季軍獎牌 若干 

季軍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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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邀請賽 

二等獎 

對抗賽 4~8名 5 二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邀請賽 

三等獎 

未獲得一等獎、二等獎的其他完成

比賽的參賽隊伍 

若干 三等獎獎狀 1張 

榮譽證書 若干 

優秀隊長 / 4 榮譽證書  

優秀指導老師 / 4 榮譽證書  

優秀志願者 / 4 榮譽證書  

最佳團隊風貌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報告 / 4 榮譽證書  

最佳創意獎 / 4 榮譽證書  

最佳技術開源獎 / 若干 榮譽證書  

以上獎項均由 RoboMaster組委會及澳門智慧城市聯盟協會共同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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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機械人規範說明 

2.1 概述 

澳門 RM2020的參賽機械人主要為步兵機械人、工程機械人以及輔助機械人。參賽隊可通過澳門 RM2020組

委會官方管道購買機械人基礎零部件及模組。參賽機械人須滿足本章節中描述的所有技術規範。 

2.1.1 對抗賽機械人出場配置 

2.1.1.1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機械人類別 功能製作 上場數量 任務點 

工程機械人 巡線、抓取炸彈、搬

運炸彈、投擲炸彈 

2 1.30秒全自動執行巡線任務； 

2.抓取、搬運、投擲炸彈至地方轟炸區造成地方

基地血量傷害； 

3.抓取、搬運或投擲炸彈至敵方補給站為己方換

取 17mm小彈丸。 

步兵機械人 發射 17mm彈丸、抓取

彈藥箱 

2 1.通過發射 17mm 彈丸攻擊敵方步兵機械人和基

地造成血量傷害； 

2.抓取資源島島下彈藥箱進行 17mm彈丸補給。 

輔助機械人 復活己方步兵機械

人、抓取彈藥箱、搬

運彈藥箱 

1 1.復活己方陣亡步兵機械人； 

2.抓取資源島島下彈藥箱進行 17mm彈丸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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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機械人類別 功能製作 上場數量 任務點 

工程機械人 搬運物資、獲取物資 1 1． 獲取彈丸； 

2． 為步兵機械人補彈。 

步兵機械人 發射彈丸、自動識別 2 通過發射彈丸攻擊敵方機械人和基地造成血

量傷害 

哨兵機械人 自動識別、發射彈丸 1 守衛基地，攻擊敵方機械人 

2.1.2 單項賽機械人出場配置 

2.1.2.1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選拔賽（工程技術單項賽）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選拔賽 

工程技術單項賽 

機械人類型 功能 上場數量 任務點 

運輸機械人

（自動） 

自動巡線、避障、運

輸物資 
1 

自動巡線 

自動避障 

搬運機械人

（手動） 

獲取、搬運、放置物

資； 
1 

抓取比賽道具 

手動操控將道具放至指定位置 

 

2.1.2.2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選拔賽（智能救火單項賽）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選拔賽 

智能救火單項賽 

機械人類別 功能製作 上場數量 任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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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械人 自動巡線、

Mark識別； 

擊倒目標物等 

1 1. 巡線 

2. 依序進行 Mark識別 

3. 擊倒目標物 

 

2.2 通用技術規範和安全性 

2.2.1 通用技術規範 

為保證比賽的可行性、公平性和安全性，參賽機械人的設計製作必須嚴格遵守以下技術規範，否則機械人

無法通過賽前檢錄。 

類型 技術規範 

能源 機械人使用的能源形式限制為電源，禁止使用燃油驅動的發動機、爆炸物、危險化學材

料等。 

綜合對抗賽： 

 只能使用正規廠家生產的 1 號、5 號、7 號等乾電池或大賽主辦單位 RoboMaster 組

委會提供的具有電量管理和短路保護的鋰電池（如 TB47D）。 

 每台機械人供電總容量不得超過 200Wh，任何一處供電電壓不得超過 30V。 

智能对抗赛： 

 電池使用正規廠家生產的電池。 

 機械人的電池容量要滿足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中的技術規範要求。 

 電源額定電壓不大於 12.6V，電路無短路風險。 

違規判罰： 

配置違規能源的機械人無法通過賽前檢錄。比賽中，一經裁判確認違規使用能源的機

械人，視為作弊，違規方當場比賽直接判負。若因違規使用能源引發安全事故，將依

法追究違規方的法律責任。 

無線電 綜合對抗賽：實際參賽機械人配套使用的遙控器必須使用 RoboMaster 組委會提供的遙控

器產品。 

比賽中，每位操作手最多使用 1 個遙控器，1 個遙控器只能配備 1 個對應的接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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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技術規範 

智能对抗赛：為保證無線遙控的穩定可靠，機械人只能使用由裁判系統提供的無線資料傳

輸通道，禁止使用除裁判系統外的任何形式的無線遙控器。 

違規判罰： 

 配置非指定遙控器的機械人無法通過賽前檢錄。 

 比賽中，若機械人所配置的一個遙控器對應兩個及以上接收機，經裁判長確認，視

為作弊，違規方當場比賽直接判負。 

無線通訊： 

非官方的無線網路會幹擾官方裁判系統相關設備或參賽機械人正常運行，禁止在比賽相

關區域（包含但不限於備場區、檢錄區、候場區和賽場區）自行架設無線網路以及使用對

講機進行隊員之間的通信。 

違規判罰： 

 若參賽隊伍自行架設無線網路，經裁判長確認，視為作弊，根據情節嚴重程度，最

高給予取消違規方比賽資格的判罰。 

 若參賽隊員使用對講機進行隊員之間的通信，幹擾比賽的正常進行，經裁判長確認，

視為作弊，根據情節嚴重程度，最高給予取消違規方比賽資格的判罰。 

光學手段  鐳射瞄準器發射的鐳射顏色必須為紅色，光功率小於 35mW，且鐳射瞄準器的投射角

不大於 5°（即鐳射瞄準器在水準距離一米的豎直牆面上垂直投射，鐳射光斑包圍

圓直徑小於 9cm）。 

 機械人只允許使用 RoboMaster組委會官方出售的鐳射瞄準器。 

 機械人使用的任何鐳射或光學手段在任何情況下都禁止對準人眼，避免對操作手、

裁判、工作人員和觀眾造成人身傷害。 

違規判罰： 

 違規使用光學手段，無法通過賽前檢錄。 

 機械人的任何光學手段造成參賽隊員、裁判、工作人員和觀眾的任何身體傷害，將

依法追究違規方的法律責任。 

視覺特徵 裁判系統裝甲模組兩側設計有明顯的燈光效果供機械人自動識別瞄準演算法的開發。賽場

及周圍的環境比較複雜，視覺演算法應適應場地光線的變化與周邊可能的其他幹擾，組

委會無法保證比賽現場視覺特徵不會造成視覺幹擾。 

設計機械人視覺特徵時必須遵循以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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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技術規範 

 機械人感測器（例如雷射雷達、攝像頭、超聲波感測器和紅外線感測器等）的安裝

不得遮擋裝甲。 

 不得在裝甲上投射燈光，不得在機械人機身上安裝任何通過反射或折射裝甲兩側燈

光，從而幹擾裝甲模組視覺特徵識別的結構或設備。 

違規判罰： 

 不符合視覺特徵要求的機械人，無法通過賽前檢錄。 

機械人編號 檢錄和比賽過程中，組委會將對紅藍雙方的所有參賽機械人進行身份編號。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的參賽機械人分別標記為紅 1/藍 1號步兵機械人、紅 2/藍 2號步兵機

械人、紅 3/藍 3 號工程機械人、紅 4/藍 4號工程機械人、紅 5/藍 5號輔助機械人。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的參賽機械人分別標記為紅 1/藍 1號步兵機械人、紅 2/藍 2號步兵機

械人、紅 3/藍 3 號工程機械人、紅 4/藍 4號哨兵機械人。 

工程技術單項賽的參賽機械人分別標記為紅 1 號搬運機械人（手動）、紅 2 號運輸機械

人（自動）。 

智能救火單項賽的參賽機械人標記為紅 1號消防機械人。 

 

注意： 

不得在機械人結構上粘貼任何外形與檢錄時組委會工作人員在裝甲模組上貼的標示數字

貼紙相似的貼紙，機械人結構上的其他裝飾貼紙或裝飾物也不得包括明顯的與編號不同

的數位。 

違規判罰： 

 粘貼不合格貼紙的機械人無法通過賽前檢錄。 

 正式比賽中，所有參賽機械人均要求粘貼對應的貼紙，否則不允許上場比賽。 

比賽中，若發現參賽機械人粘貼不合格貼紙，裁判將根據情節嚴重程度，最高給予違規

方四級警告的判罰。實際情況由裁判長判定。 

注意：其他與單個機械人相關的技術規範將在後續章節中詳細介紹。 

2.2.2 安全性 

安全是澳門 RM2020 所堅持的最為基本的原則。參賽隊伍需對機械人的安全問題給予高度重視，提升安全

意識，在研製機械人的過程中，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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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人裝備彈丸發射機構後，便具有了潛在的危險性，應確保它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直接或間接地對

操作手、裁判、工作人員和觀眾造成人身傷害。 

 在研發和參賽的任何時段，隊員都必須充分注意安全問題。指導老師應該擔負起安全指導和監督的責

任，參賽期間必須考慮工作人員和場館內觀眾的安全。 

 操作手的誤操作、控制系統失控、部件損壞，均可能導致機械人驟停、突然加速或轉向，發生操作手

與機械人之間接觸、碰撞，從而造成傷害。發射機構一旦被突然觸發，彈丸也可能誤傷周圍人員。凡

此種種意外情況都應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例如，嚴禁單獨訓練，保證有同伴在場以便有人對事故做

出應急回應，必須佩戴護目鏡、頭盔等必要的保護措施，調試時在機械人系統中進行適當的鎖定等等）。 

 在比賽過程中，遇緊急情況（機械人起火、爆炸等），RoboMaster組委會具有對故障機械人進行緊急

處置的權利。 

 鐳射瞄準器在任何情況下都禁止對準人眼，避免對操作手、裁判、工作人員和觀眾的人身安全造成人

身傷害。 

2.3 機械人參數說明 

2.3.1 對抗賽 

2.3.1.1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步兵機械人參數說明 

項目 限制 超限處罰 備註 

作用物件 除工程機械人和輔助機械人外 - - 

裁判系統 

必須包含相機圖傳模組（發送

端）、17mm 測速模組、4 塊小

裝甲模組、主控模組、燈條模

組、電源管理模組、場地交互

模組。 

不滿足裁判系統安

裝要求無法通過賽

前檢錄 

具體安裝詳見《RM2020 澳門

青少年機械人大賽裁判系統

規範手冊》。 

初始血量 300 - - 

運行方式 手動，最多配置一個遙控器 - - 

彈丸類型 17mm 彈丸 - 只能安裝一個發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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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彈量 0 - 每局開始前必須清空彈丸。 

能否補彈 能 -  

彈丸槍口速度上

限（米 / 秒） 
25 -  

彈丸射頻上限

（發 / 秒） 
5 -  

最大重量（公斤） 20 - 包含電池，不包含裁判系統。 

最大初始尺寸

（mm） 
600*600*500 

不滿足尺寸要求無法

通過檢錄。 

高度不得超過 500，在地面的

正投影不得超出  600*600 

方形區域。 

最大伸展尺寸限

制（mm） 
800*800*800  

高度不高於 800，在地面的正

投影不得超出 800*800 方形

區域 

活動範圍 荒地區 - - 

啟動條件 比賽正式開始後才可以移動。 
具體判罰條例參考错

误!未找到引用源。 
- 

 

工程機械人參數說明 

項目 限制 超限處罰 備註 

作用物件 無 - - 

裁判系統 

必須包含相機圖傳模組（發送

端）、主控模組、燈條模組、電

源管理模組。 

- 

具體安裝詳見《RM2020 粵港

澳大灣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

裁判系統規範手冊》。 

運行方式 全自動及手動 - - 

最大重量（公斤） 20 - 包含電池，不包含裁判系統。 

最大初始尺寸 500*500*600 不滿足尺寸要求則無 高度不得超過 600，在地面的

_Ref20757563
_Ref20757563
_Ref2075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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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法通過檢錄。 正投影不得超出 500*500 方

形區域。 

最大伸展尺寸

（mm） 
700*700*800 

不滿足尺寸要求則無

法通過檢錄。 

高度不得超過 800，在地面的

正投影不得超出 700*700 方

形區域。 

活動範圍 資源島、寬橋、窄橋、啟動區 - - 

啟動條件 比賽正式開始後才可以移動。 

如果一方機械人在 3

分鐘準備階段失控

或操作不當對現場

人員造成人身傷害，

則違規方當局直接

被判負。 

- 

 

輔助機械人參數說明 

項目 限制 超限處罰 備註 

作用物件 除工程機械人外 - - 

裁判系統 

必須包含相機圖傳模組（發送

端）、主控模組、燈條模組、電

源管理模組。 

- 

具體安裝詳見《RM2020 粵港

澳大灣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

裁判系統規範手冊》。 

運行方式 手動，最多配置一個遙控器 - - 

最大重量（公斤） 20 - 包含電池，不包含裁判系統。 

最大初始尺寸

（mm） 
600*600*500 

不滿足尺寸要求則無

法通過檢錄。 

高度不得超過 500，在地面的

正投影不得超出  600*600 

方形區域。 

最大伸展尺寸

（mm） 
800*800*800 

不滿足尺寸要求則無

法通過檢錄。 

高度不高於 800，在地面的正

投影不得超出 800*800 方形

區域。 

活動範圍 荒地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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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條件 比賽正式開始後才可以移動。   

 

2.3.1.2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正式版本 12月份發佈。 

2.3.2 單項賽 

2.3.2.1 智能救火單項賽 

消防機械人（單項賽）參數說明 

項目 限制 超限處罰 備註 

作用物件 無 - - 

運行方式 全自動 - - 

最大重量（公斤） 10 - 包含電池 

最大尺寸（mm） 400*400*300 

賽前檢錄不合格的機

械人禁止上場參與挑

戰，需修改調整後再

次檢錄。 

高度不得超過 300mm，機械人

底 盤 尺 寸 不 得 超 出

400*400mm。 

活動範圍 全場 - - 

啟動條件 比賽正式開始後才可以移動。 

如果一方機械人在 1

分鐘準備階段失控或

操作不當對現場人員

造成人身傷害，則違

規方當輪直接被終止

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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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工程技術單項賽 

搬運機械人（手動）參數說明 

項目 限制 超限處罰 備註 

作用物件 無 - - 

運行方式 手動，最多配一個遙控器 - - 

最大重量（公斤） 10 - 包含電池 

最 大 初 始 尺 寸

（mm） 
400*400*500 

賽前檢錄不合格的機械人

禁止上場參與挑戰，需修

改調整後再次檢錄。 

高度不得超過 500mm，機

械人底盤尺寸不得超出

400*400mm。 

最 大 伸 展 尺 寸

（mm） 
500*500*600 

賽前檢錄不合格的機械人

禁止上場參與挑戰，需修

改調整後再次檢錄。 

高度不高於 600，在地面

的 正 投 影 不 得 超 出

500*500 方形區域 

活動範圍 全場 - - 

啟動條件 比賽正式開始後才可以移動   

 

運輸機械人（自動）參數說明 

項目 限制 超限處罰 備註 

作用物件 無 - - 

運行方式 全自動 - - 

最大重量（公斤） 10 - 包含電池 

最大尺寸（mm） 400*400*500 

賽前檢錄不合格的機械人

禁止上場參與挑戰，需修

改調整後再次檢錄。 

高度不得超過 500mm，機

械人底盤尺寸不得超出

400*400mm。 

活動範圍 全場 - - 

啟動條件 與手動機械人完成物資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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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裁判系統 

裁判系統是一套可以全自動監控機械人狀態並且做出判決的電子裁判系統，即“智能裁判”。裁判系統由

RoboMaster 組委會官方提供，參賽機械人須按照《RM2020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裁判系統規範手冊》最新

版本要求安裝對應的裁判系統。機械人在比賽過程中的任何行為都受裁判系統監控。可記錄機械人在比賽

中被攻擊的情況，如血量值、發射機構射頻射速，並將即時資訊發送到對應操作間電腦以及裁判系統伺服

器，自動判定比賽勝負，確保比賽的公平性。 

參賽隊設計的機械人需保留好機械和電氣介面以便安裝裁判系統。不按要求正確安裝裁判系統的機械人

將無法通過賽前檢錄，不可上場。 

2.4.1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裁判系統由以下模組組成： 

模組 作用 

相機圖傳模組 即時捕捉攝像頭的圖像，將它們回傳到位於操作間中的操作手顯示幕上。 

測速模組 檢測機械人發射機構的初始速度，超限時裁判系統會扣除機械人血量。 

裝甲模組 

由裝甲片和感測器組成，可以保護機械人內部結構，檢測機械人被彈丸擊中的

情況，並扣除對應的血量值。 

建議參賽隊伍增加前部裝甲的保護措施，以免裝機後影響裝甲板快拆功能。 

場地交互模組 與場地中的功能區進行資訊交互，實現相應功能。 

定位模組 獲取機械人在戰場上的位置資訊，機械人通過該模組授權連接比賽伺服器。 

主控模組 
監控所有裁判系統模組，將機械人即時狀態通過無線發送到伺服器，機械人通

過該模組授權連接比賽伺服器。 

燈條模組 
用燈條長短指示血量高低，燈條的顏色可以用來區分紅/藍雙方以及機械人的

狀態。 

電源管理模組 
控制機械人的底盤、雲台、發射機構電源，檢測底盤功率，血量為零時則自動

切斷動力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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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裁判系統由以下模組組成： 

模組 作用 

相機圖傳模組 即時捕捉攝像頭的圖像，並將畫面回傳到位於操作間中的操作手顯示幕上。 

測速模組 

檢測機械人發射機構的彈丸射擊初速度和射速機械人。 

 模組測速模組已經集成在官方發射機構內，不需要參賽隊員額外安裝。 
 

裝甲模組 檢測機械人被彈丸擊中及撞擊的情況，並扣除對應的血量值。 

主控模組 
監控所有裁判系統模組，將機械人即時狀態通過無線發送到伺服器，機械人通過該模組

授權連接比賽伺服器，並將操作手的操作指令傳輸至機械人。 

模組 

資訊 

 

模組 

機械人資訊機械人模組伺服器 

 

 

2.5 扣血機制 

比賽過程中，步兵機械人會因裝甲模組被彈丸攻擊、裝甲模組被撞擊、重要模組離線等導致血量扣除。基

地會因裝甲模組被彈丸攻擊、炸彈轟炸等導致血量扣除。工程機械人和救援機械人會因電池斷電或裁判判

罰導致血量清零。 

2.5.1 綜合對抗賽 

2.5.1.1 裝甲攻擊 

裝甲模組是通過壓力感測器並結合裝甲板震動頻率檢測傷害源，傷害源分為彈丸攻擊及撞擊。彈丸

攻擊及撞擊均會造成機械人不同程度血量傷害，裝甲模組能夠檢測的最高頻率為 20Hz。當彈丸接觸

到裝甲模組時的速度在 12m/s 以上，才能被有效檢測。 

彈丸是機械人用於攻擊其他機械人裝甲模組的唯一合法道具，不允許通過衝撞、拋擲場地道具或自

身零部件結構等造成敵方機械人血量傷害。以下是裝甲模組彈丸打擊測試血量傷害值的資料，僅供

參考。實際比賽中，因射速及擊打距離的不同會有偏差，以裁判系統伺服器中實際血量傷害值為准。 

每當裝甲模組受到一次撞擊（因其他機械人機身的任意部分撞擊、自身結構撞擊到場地道具等），則

該機械人將被扣除 5 點血量。 

注意：比賽禁止機械人惡意撞擊，否則將可能被罰下。具體判罰參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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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類型 血量傷害值 

17mm 彈丸 10 

撞擊 5 

2.5.1.2 炸彈轟炸 

炸彈是工程機械人用於轟炸基地的道具，可被放置在轟炸區（普通），也可被放置在難度更高的轟炸

區（核心）。當炸彈靜止後任意部分處於轟炸區內，則會扣除基地相應的血量。被放置在轟炸區（核

心）內的炸彈傷害值是轟炸區（普通）的 2 倍。注意：炸彈一旦位於轟炸區內，將無法對基地血量造

成二次傷害。具體場地說明參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攻擊類型 血量傷害值 

轟炸區（普通）轟炸 100 

轟炸區（核心）轟炸 200 

2.5.1.3 裁判系統模組離線  

按照《RM2020 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裁判系統規範手冊》安裝機械人對應模組的裁判系統，在比賽過

程中必須保持裁判系統各個模組與伺服器連接的穩定性。裁判系統服務以每秒 2Hz 檢測各個模組的連

線性，因機械人自身設計及結構等問題造成裁判系統重要模組（即測速模組和裝甲模組）離線，每個

模組每 0.5s 將扣除 5 點機械人的血量。 

 

離線時間 扣除血量值（每個模組） 

每 0.5s 5 

 

2.5.2 智能对抗赛 

正式版本 12月份發佈。 

_Ref20757719
_Ref20757719
_Ref2075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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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回血復活機制 

2.6.1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回血復活資格：僅步兵機械人具有復活資格。因違規被罰下的機械人不具備復活資格，在敵方補給禁

區復活機械人將被裁判系統再次殺死。 

 復活機制：輔助機械人可以在場地任意位置（除敵方補給禁區外）復活步兵機械人，且血量恢復至總

血量的 20%。 

 復活所需時間：步兵機械人檢測到場地交互模組卡累計 5S後復活。 

 回血機制：當步兵機械人檢測到場地交互模組卡時，每秒恢復 5%的總血量，直至達到上

限血量。 

2.6.2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正式版本 12月份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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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對抗賽流程和規則 

 

本章主要包含澳門 RM2020對抗賽的核心比賽流程以及判罰依據。 

3.1 概述 

澳門 RM2020共有兩個對抗賽，機械人綜合對抗賽和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3.1.1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雙方隊伍將被分為紅藍方，操作機械人在場地內進行 5V5競技對抗。每局比賽時長為 5分鐘，一共分為兩

個階段：自動操控階段和手動操控階段。 

自動操控階段：比賽開始後 30秒為自動操控階段，工程機械人需憑藉預先設定好的程式，從啟動區出發，

自動巡線前往資源島獲取炸彈。參賽隊員可手動操控步兵機械人和輔助機械人開始比賽。 

手動操控階段：自動操控階段結束後，比賽進入手動操控階段，時長 4分 30秒，期間參賽隊員可手動操控

工程機械人、步兵機械人和輔助機械人。其中，工程機械人可通過獲取場內的炸彈，放置或投擲到敵方基

地轟炸區造成基地血量傷害，也可以將炸彈搬運至己方補給站，為己方步兵機械人換取一定的小彈丸補給；

輔助機械人可復活己方陣亡的步兵機械人，也可獲取彈藥箱（裝有小彈丸）並將其送至補給站或己方步兵

機械人；步兵機械人可以發射小彈丸，也可以自行獲取彈藥箱（裝有小彈丸）為自己進行補給。比賽結束

前，最先摧毀對方基地的一方取得勝利；若時間耗盡，雙方基地尚且存活，基地血量剩餘多的一方取得勝

利。 

 

注意： 

1.轟炸區分轟炸區（普通）和轟炸區（核心），被放置在轟炸區（核心）內的炸彈血量傷害值是轟炸區

（普通）的 2 倍。 

2.在 30 秒自動操控階段中，一方工程機械人任意部分到達第二段引導線，該方空投區會出現 1 個炸彈，

工程機械人任意部分達到第三段引導線，該方空投區會出現 2 個炸彈。每局比賽中該增益僅可獲取一次。

引導線的具體位置詳見 5.1.2.6 橋樑區 

3.比賽一開始，雙方基地對所有機械人有 50%防禦，若一方出現第一台機械人死亡則該方基地護甲展開，

所有防禦狀態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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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賽場地元素介紹具體參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3.1.2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見機械人智能对抗赛規則大綱，正式版本 12月份發佈。 

 

 

 

_Ref2075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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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單場比賽流程 

參賽隊備場區等待檢錄

進入戰場啟動區
(3分鐘準備啟動)

比賽開始-自動階段-手動階段-結束
（首局5分鐘比賽）

20秒裁判系統自檢時間

抵達候場區

通過

比賽開始-自動階段-手動階段-結束
（次局5分鐘比賽）

隊長確認成績

返回備場

未通過

賽前檢錄

①參賽隊正確安裝裁判系統；
②檢查參賽隊改裝官方車是否合理。

①按照《賽前機械人檢錄表》進行檢錄；
②隊長確認簽字（出檢錄處後，官方不負責
維修）；
③開賽前60分鐘未到檢錄處檢錄，則取消當
場次比賽資格，當場次判負。

①簽署《候場聲明》，遵守候場秩序；
②隊伍等待進場比賽（不可開電調試！）。

①確認機械人官方圖傳及WiFi是否正常；
②特殊情況，官方將進行技術暫停，參賽隊
無暫停權限；
③確認機械人彈倉為空；
④最後30秒內所有機械人必須上電；3分鐘
耗盡前，隊員必須離場。

①局間重置機械人；
②清空所有機械人彈倉；
③特殊情況，官方可進行技術暫停。參賽隊
無暫停權限。                                             
④最後30秒內所有機械人必須上電；3分鐘
耗盡前，隊員必須離場。

3分鐘準備啟動
（次局）

回收彈丸、袖標。隊伍離開賽場

情況一：任意壹方的基地機械人被摧毀；
情况二：時間耗盡，核算血量。

情況壹：任意壹方的基地機械人被摧毀；
情況二：時間耗盡，核算血量。

20秒裁判系統自檢時間

①隊伍進入備戰狀態；
②3分鐘準備時間耗盡後，進入20秒裁判系
統自檢時間，最後5秒倒計時後比賽開始
（罰下未啟動裁判系統的機械人）。

剩余局比賽 根據實際賽制安排。

①隊伍進入備戰狀態；
②3分鐘準備時間耗盡後，進入20秒裁判系
統自檢時間，最後5秒倒計時後比賽開始
（罰下未啟動裁判系統的機械人）。

超過5分鐘未簽字確認成績或提出申訴，則
視為默認成績。

機械人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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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獲勝條件 

一局獲勝條件： 

在一場比賽中，可能包含兩局、三局或者五局比賽，按照競技比賽的通用賽制描述方法，它們分別被稱作

BO2、BO3和 BO5賽制。根據小組賽和淘汰賽的不同，一場比賽的結果有以下幾種情況： 

 

賽制 小組賽 淘汰賽 

BO2 

2:0中贏兩局的一方積 3分，輸兩局的一方積 0分； 

1:1雙方各積 1分； 

1:0（平一局）中贏一局的一方積 1分，輸一局的一方

積 0分； 

0:0（平兩局）雙方均積 0分 

不適用 

BO3 不適用 獲勝兩局者贏得本場比賽勝利 

BO5 不適用 獲勝三局者贏得本場比賽勝利 

 

單局比賽的獲勝條件如下 ： 

（1）比賽進行時，一方的基地被擊毀，則當局比賽立即結束，基地存活的一方獲得勝利。 

（2）一局比賽時間耗盡時，雙方基地均未被擊毀，基地剩餘血量高的一方獲勝。 

（3）一局比賽時間耗盡時，雙方基地均未被擊毀且剩餘血量一致，則全隊傷害血量高的一方獲勝。 

（4）一局比賽時間耗盡時，雙方基地均未被擊毀且剩餘血量一致，並且雙方全隊傷害血量值一致，則全隊

機械人總剩餘血量高的一方獲勝。 

若上述條件無法判定勝利，該局比賽視為平局。淘汰賽出現平局則立即加賽一局直至分出勝負。 

 

注意：當一局比賽時間耗盡，若場地中的炸彈仍處於運動狀態且最終停留在轟炸區內，其最終造成的傷害

血量仍然有效。 

 

小組循環賽排名: 

按照如下從 1到 3的順序，優先順序從高到低，高優先順序的條件決定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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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組總積分高者排名靠前。 

（2）若幾隊間的總積分相等，則比較並列隊伍小組賽中所有場次累計的總基地淨勝血量；小組中總基地淨

勝血量高者排名靠前。 

（3）若總基地淨勝血量相等，則比較並列隊伍小組賽中所有場次累計的全隊總傷害血量，小組中全隊總傷

害血量高者排名靠前。 

如果按照以上規則仍有兩支或兩支以上的隊伍並列，則組委會安排並列隊伍兩兩加賽。 

 

以下是有關血量的定義： 

（1）傷害血量：每局比賽結束，一方通過攻擊敵方機械人和基地而造成敵方的總損耗血量為傷害血量，裁

判給敵方發出的判罰造成的扣血也計入傷害血量。 

（2）基地淨勝血量：每局比賽結束，己方基地剩餘血量減去敵方基地剩餘血量。 

（3）總剩餘血量：每局比賽結束，己方所有存活機械人剩餘血量的總值。 

3.4 賽場人員 

3.4.1 參賽人員規範 

進入候場和賽場區域的參賽隊員稱為場地隊員。 

3.4.1.1 綜合對抗賽 

1．每隊的場地隊員不超過 12名，最多額外進入 1名指導老師。 

2．5分鐘比賽階段，操作手必須處於對應操作間內，其他場地隊員必須處於場地外的觀賽區中。如無裁判

許可，場地隊員均不得離開所在區域。 

3.4.1.2 智能对抗赛 

1．每隊的場地隊員不超過 8 名，最多額外進入 1名指導老師。 

2．5分鐘比賽階段，操作手必須處於對應操作間內，其他場地隊員必須處於場地外的觀賽區中。如無裁判

許可，場地隊員均不得離開所在區域。 

違規判罰： 

未取得裁判同意擅自離開所在區域的場地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

下離開賽場，且當場次所有局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場地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

行不離場，則該方當局直接判負。 



40    © 2019 大疆創新 版權所有 

 

 

3.4.2 賽務人員說明 

參賽隊伍在比賽全程有志願者和工作人員引導，除志願者和一般工作人員以外，會接觸到以下組委會的

賽務工作人員。比賽期間，僅裁判長對比賽規則擁有最終解釋權，有關比賽規則的任何疑問只可以諮詢

裁判長。 

 

賽務人員角色 工作職責 

檢錄長 負責賽前檢錄的全部工作，具備審核是否通過賽前檢錄的最終權利。 

檢錄員 協助賽前檢錄工作，不參與或協助參賽隊伍的任何維修機械人活動。 

裁判長 
唯一具備比賽規則解釋權的賽務人員。在比賽中發出重大違規判罰（取消比賽資格），

受理賽後申訴，擁有在比賽前後追加違規判罰權利。 

主裁判 

執行裁判的總負責人，控制比賽的流程，執行官方技術暫停，受理並確認參賽隊技術

暫停，確認每局比賽成績有效性。 

比賽中，接受邊裁和操作間裁判的資訊，違規判罰的最終確認及執行者（可發出警告

提示、罰下、判負、取消資格判罰）。 

邊裁 

執行比賽流程，引導參賽隊員進入和退出場地。比賽中將機械人違規行為申請上報主

裁判。 

負責受理參賽隊技術暫停申請，將申請上報主裁判確認。 

操作間裁判 

執行比賽流程，操作手進入和退出操作間，比賽中將操作手違規判罰和技術暫停申請

上報主裁判。 

協助操作手處理操作間設備的技術故障，可申請發起官方技術暫停。 

場地技術人員 
維修場地機關道具、協助參賽隊員在 3 分鐘準備階段解決機械人裁判系統的技術故

障，可申請發起官方技術暫停，不幫助參賽隊員處理機械人的常規戰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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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賽前流程 

3.5.1 檢錄規範 

為了保證所有參賽隊伍製作的機械人符合統一的製作規範，參賽隊伍在每場比賽開始前都必須到檢錄區進

行賽前檢錄。賽前檢錄的要求可參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1、每場比賽開始前至少 60 分鐘到達檢錄區進行賽前檢錄。 

違規判罰： 

除出現突發情況外，未在規定時間內到達檢錄區的參賽隊，該方當場次比賽直接判負，實際情況由檢錄長

和裁判長判定。 

2、機械人通過賽前檢錄後，如果出現故障，視為常規戰損，比賽流程正常進行。比賽過程中若首局出現機

械人戰損，存在安全隱患，為避免對正常比賽產生影響，首局後的其他局比賽則不再要求最低上場陣容。

如首局比賽中某一機械人出現戰損，存在短路等重大安全隱患，該機械人需立即關電離場，實際情況由官

方技術人員和裁判長判定。 

違規判罰： 

不服從裁判判罰結果的參賽隊伍當局比賽成績將被判負。 

3、每支參賽隊伍必須有 2台步兵機械人和 2台工程機械人、1台輔助機械人通過檢錄後才可獲得當場次參

賽資格。賽前檢錄完成後，隊長需要在賽前檢錄表簽字確認，表示認可檢錄結果。 

違規判罰： 

1、必須上場機械人：賽前檢錄至少通過 2台步兵機械人、2台工程機械人和 1台輔助機械人，否則視為參

賽隊自行放棄當場次的比賽資格，當場次成績直接判負。 

2、隊長簽字確認後，不得再對檢錄結果提出異議。一旦在賽場發現不符合賽前檢錄規範的機械人，視為作

弊處理，違規機械人上場的所有局比賽直接判負，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3.5.2 候場規範 

完成賽前檢錄之後，參賽隊伍需在每場比賽開始前至少 15 分鐘到達候場區，隊伍的所有參賽機械人狀態

和參賽隊員資訊要在候場區接受核查。 

1、隊長需在每場比賽開始前 10分鐘簽署《候場聲明》，確認能夠正常進行當場比賽。 

_Ref20757739
_Ref2075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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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判罰： 

除出現突發情況外，隊長賽前 10分鐘仍未簽署《候場聲明》，則取消當場次的比賽資格，違規方當場比賽

直接判負。實際情況由候場區工作人員和裁判長判定。 

2、候場區的所有參賽機械人必須通過賽前檢錄。 

違規判罰： 

未通過賽前檢錄的機械人將被拒絕進入賽場區。 

3、機械人在候場區不得開電進行任何調試和維修。 

違規判罰： 

1. 首次開電調試維修機械人，將得到候場區工作人員的口頭警告。多次警告無效，則違規方當場次比賽

成績判負，實際情況由候場區工作人員和裁判長判定。 

2. 機械人進入候場區後如需維修，需先告知候場區工作人員。 

 

3.6 賽中流程 

參賽隊伍應服從現場 RoboMaster 組委會賽務人員、裁判和志願者的安排和指引，遵守比賽規則手冊和候

場聲明中的相關規範，保證比賽正常進行。不服從判罰的參賽隊員會被罰下離開賽場，且該方當場次不得

有替補隊員進入賽場區域，情節嚴重者取消隊員所在參賽隊伍的比賽資格。 

參賽隊伍從候場區離開後，進入賽場區的指定區域放置機械人，然後在場地外待命。上一場比賽結束後，

裁判會允許參賽隊伍攜帶機械人到達場地入口處待命。場地準備完畢後，3 分鐘準備時間倒計時開始，同

時裁判會引導參賽隊伍進入賽場。 

3.6.1 3 分鐘準備階段 

每局比賽的 3分鐘準備階段前，雙方隊員在場地邊待命，邊裁確認雙方隊員準備就緒並報告主裁判。主裁

判發出允許雙方隊員進入場地的指令後，邊裁開門並引導隊員入場，開門的同時啟動 3分鐘準備階段的倒

計時。 

3 分鐘準備階段，因違規產生的判罰均在比賽開始後執行。 

1、 雙方場地隊員將己方機械人置於己方啟動區範圍內，檢測與機械人直接連接的裁判系統設備是否正常

運行。雙方隊員只可以在己方啟動區測試步兵機械人和工程機械人、輔助機械人，不得在場地其他區

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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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判罰： 

在場地其他區域測試機械人的隊員會被口頭警告，參賽隊員需將己方機械人搬回啟動區。若多次警告無效，

則罰下該違規機械人。 

2、 所有參賽步兵機械人彈倉必須清空至無法再發射出彈丸為止。 

違規判罰：未清空彈丸的機械人當局被罰下； 

3、 場地隊員不得自行拾撿散落在場地地面的彈丸直接補給給己方機械人。 

違規判罰： 

（1）當場地隊員自行撿起場地地面彈丸，裁判將給予口頭警告；如果不服從警告，裁判將罰下該違規隊員； 

（2）若場地隊員自行拾撿彈丸放入己方機械人內，裁判將罰下該違規補彈的機械人。 

（3）若場地隊員在機械人上加入非 RoboMaster組委會提供的彈丸，裁判將按照作弊處理取消比賽資格。 

4、 場地隊員在啟動區調試機械人的過程中必須確保己方機械人安全運轉，保證己方機械人不會對賽場中

任何人員造成傷害。 

違規判罰： 

如果一方機械人在 3分鐘準備階段發射彈丸對現場人員造成身體傷害，則違規方當局直接被判負。 

5、 3 分鐘準備階段的最後 30 秒內，場上的所有參賽機械人必須上電。同時，裁判會催促場地隊員儘快

離場。 

違規判罰： 

場地內未離開的場地隊員會受到口頭警告。 

6、 3分鐘準備階段結束後，雙方場地隊員必須回到場地外的指定區域。 

違規判罰： 

3 分鐘準備階段結束後，場地內未離開的場地隊員將被罰離開賽場，且當場次所有局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

其他替補場地隊員進入賽場區域。如果被罰下的場地隊員不服從判罰，繼續停留在賽場區域，則該方當局

比賽直接判負，實際情況以裁判長的現場判罰為准。 

7、比賽開始前，機械人不得離開啟動區，變形不得超過初始尺寸，不可提前發射彈丸。20 秒自檢倒計時

到最後 5秒時鍵盤會鎖定，此時操作手無法使用鍵盤操控機械人。若操作手在鍵盤鎖定之前使機械人離開

啟動區或變形超過初始尺寸，鍵盤鎖定後無法及時回到啟動區或變形恢復初始尺寸，比賽正式開始後裁判

將根據相應的違規條例判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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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判罰： 

條例 違規判罰 

1 
機械人在比賽正式開始前移動至非啟動區區域、變形超過初始尺寸或發射彈丸，將被視為犯規，

裁判將給予口頭警告； 

2 若不服從口頭警告，則裁判罰下該違規機械人； 

3 

若機械人提前移動至非啟動區區域或產生了較遠距離的搶跑，但機械人有充足的時間回到啟動

區而操作手強行不服從裁判警告在正式比賽開始前未返回啟動區的，裁判將對違規方當局比賽

判負，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4 
若提前發射的彈丸或提前移動的機械人對於現場人員造成身體傷害，一經查實則對違規方當局

比賽直接判負，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3.6.1.1 技術暫停 

官方技術暫停 

在 3分鐘準備階段內，當裁判系統和操作間設備等裁判系統相關模組發生故障時，主裁判可以發起官方技

術暫停，暫停準備時間倒計時，具體的故障情況有以下幾種： 

條例 描述 

1 一場比賽的首局 3分鐘準備階段中，任一台機械人無法連接裁判系統伺服器； 

2 一場比賽的首局 3分鐘準備階段中，任一台機械人無法將圖像傳回操作間； 

3 操作間官方設備（不包括鍵盤和滑鼠）發生故障； 

4 一場比賽的首局 3分鐘準備階段中，裁判系統機械人端模組出現故障； 

5 場地內機關道具的功能出現異常； 

6 其他由主裁判判定需要官方技術暫停的情況； 

官方技術暫停必須由操作間裁判、場地技術人員報告主裁判，經主裁判確認後才能發起官方技術暫停，參

賽隊員不得要求發起此類技術暫停。 

 

條例 1、2、4所描述的故障情況如果發生在一場比賽的局間 3分鐘準備階段中，由於無法判斷是裁判系統

模組本身的故障還是因為參賽機械人電路、機構設計的缺陷或之前局中機械人對抗導致的故障，所以此類

故障情況會被歸類為“常規戰損”，不得因此發起官方技術暫停。場地技術人員會提供備用的裁判系統模

組，參賽隊伍可以申請“參賽隊伍技術暫停”對機械人進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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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技術暫停期間，參賽隊員除配合操作間裁判、場地技術人員排除裁判系統相關模組故障外，還可以進

入場地內維修機械人的其他故障。但是在裁判系統相關模組故障排除、主裁判恢復倒計時後，必須按照 3

分鐘準備階段的要求執行，在規定的時間點離開場地。 

 

參賽隊伍技術暫停 

除上一節描述的故障之外，參賽隊伍所有機械人的機械構造，軟體系統，帶入操作間的鍵盤、滑鼠等設備

等在比賽中出現故障，可在下一個 3分鐘準備階段向主裁判申請“參賽隊伍技術暫停”，場地隊員可利用

這種技術暫停的方式進入場地檢修機械人，雙方隊員僅能在各自啟動區檢修調試己方機械人。 

 

對抗賽比賽階段，每支隊伍有三次技術暫停 1分鐘的機會和兩次技術暫停 3分鐘的機會。當申請參賽隊伍

技術暫停的機會用盡後，隊伍將不可再申請參賽隊伍技術暫停。 

 

注意： 

1、參賽隊伍技術暫停由隊長向場地內的邊裁或操作間裁判申請，並說明技術暫停時長。經裁判向主裁判溝

通確認後，由主裁判發起技術暫停，此時 3分鐘準備時間倒計時暫停。 

違規判罰： 

主裁判不受理非隊長發起的技術暫停。 

2、無論參賽隊技術暫停由哪方發起，主裁判將同時通知兩方參賽隊，並開始計時。雙方參賽隊員均可利用

此段時間進入場地檢修機械人，但只有申請技術暫停的隊伍會消耗技術暫停的機會。技術暫停聲明的時間

耗盡前 20秒時，裁判會提醒隊員離場。時間耗盡時場地內的隊員必須離場。 

違規判罰： 

未離開的場地隊員將直接被罰離開賽場，且當場次所有局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場地隊員進入賽場

區域。如果被罰下的場地隊員不服從判罰，仍然停留在賽場區域，則該方當局比賽直接判負。 

3、參賽隊伍發起技術暫停並由主裁判確認後，即使提前結束技術暫停，消耗的機會依然是參賽隊伍申請時

聲明的時間對應的機會。例如參賽隊申請 3分鐘參賽隊伍技術暫停，但是僅在場內維修幾十秒機械人後就

離場，依然消耗掉一次參賽隊伍技術暫停 3分鐘的機會，此時主裁判會繼續技術暫停時間計時或確認雙方

隊伍均準備就緒後提前結束技術暫停時間。參賽隊伍發起技術暫停並由主裁判確認後，即使參賽隊員沒有

進入場地，依然會消耗掉這次技術暫停機會。 

4、參賽隊伍提出技術暫停必須在 3 分鐘準備時間的前 2 分 45 秒內提出，即 3 分鐘準備階段的最後 15 秒

開始到正式比賽結束階段參賽隊伍不能申請技術暫停。 

5、為保證後續賽程按時進行，同一個 3分鐘準備階段只能發起一次參賽隊伍技術暫停，採取先到先得的

方式。賽後成績確認表上會記錄比賽中是否有技術暫停機會被消耗，技術暫停機會的類型由主裁判結合

參賽隊的申請確定，隊長簽字時不可對技術暫停的類型提出異議，技術暫停的流程也不得作為賽後申訴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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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5 分鐘比賽階段 

比賽正式開始後，雙方操作手在操作間控制機械人進行對抗，其他場地隊員必須位於場地邊的觀賽區，其

他未進入賽場區的隊員只可以在觀眾席觀賽。 

比賽中機械人受裁判系統即時監控，位於裁判席的主裁判和位於場地邊的邊裁將會施加必要的判罰和處理

可能的異常情況。在比賽中，主裁判和裁判長會對參賽隊的違規行為進行判罰，並會公示重要的判罰。 

3.6.2.1 犯規判罰類型 

比賽正式開始後，雙方操作手在操作間控制機械人進行對抗，其他場地隊員必須位於場地邊的觀賽區，其

他未進入賽場區的隊員只可以在觀眾席觀賽。 

比賽中機械人受裁判系統即時監控，位於裁判席的主裁判和位於場地邊的邊裁將會施加必要的判罰和處理

可能的異常情況。在比賽中，主裁判和裁判長會對參賽隊的違規行為進行判罰，並會公示重要的判罰。 

 

類型 判罰 

警告提示 
判罰發出時，違規方全部操作手操作介面會被遮 5s，另外裁判可能口頭警告操作

手或者其他隊員。 

罰下 

罰下機械人：機械人被裁判系統直接殺死。這種判罰在特定情況下由裁判系統自

動觸發，主裁判也可能會主動通過裁判系統發出這種判罰。 

罰下操作手或其他隊員：裁判要求被罰下的參賽隊員立即離開賽場區域，且當場

次的所有局比賽中不允許有其他替補操作手或場地隊員進行替補，被罰下的操作

手所對應操作的機械人在當場次所有局比賽都將在開局被罰下，機械人被罰下所

扣除的血量將被計入對方傷害血量。 

判負 

比賽前發出判負處罰時（不包含 3 分鐘準備階段），比賽尚未開始，違規方的場

地隊員均需離開賽場區域。被判負一方基地血量記為 0，另一方基地血量為全滿。 

比賽中發出判負處罰時（包含 3 分鐘準備階段），主裁判通過裁判系統直接殺死

某一方全部機械人，當局比賽直接結束，被判負一方的基地血量記為 0，另一方

基地血量以比賽結束時的血量為准，此時雙方場地隊員需聽從裁判指令將機械人

關電搬離賽場區域。比賽後發出判負處罰時（因申訴仲裁導致），被判負一方基

地血量記為 0，另一方基地血量為比賽結束時的血量。 

取消資格 

作弊或者情節嚴重的犯規會被導致取消整支隊伍“RoboMaster 2019 澳門青少年

機械人大賽”的參賽資格和評獎資格。隊伍的戰績依然保留，作為其他隊伍晉級

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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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 進攻和對抗 

1、衝撞判罰 

一方機械人不得使用自身任意結構衝撞對方機械人，不論對方機械人是否被擊毀。（當場地道具離開場地

地面與機械人固連為一體，則視該道具為該機械人結構的一部分） 

 

符合射速要求發射的彈丸可以無限制擊打任何步兵機械人的任何部位。因彈丸的直接擊打造成一方機械人

機械結構彎曲、圖傳模組損壞、電路被破壞等情況都屬於“常規戰損”，不作為衝撞或其他類型的判罰依

據。如果機械人的裁判系統相關模組因彈丸攻擊損壞，場地技術人員會在局間提供備用的裁判系統模組。

可在下一局的 3分鐘準備階段申請“參賽隊伍技術暫停”對機械人進行維修調試。 

 

注意：本次比賽工程機械人體積較小，為了保證工程機械人能夠正常在比賽運行完成任務，凡是一方步兵

機械人的任意結構與對方工程機械人產生撞擊，無論是主動撞擊或被動撞擊，則該方機械人的撞擊行為視

為違規，產生撞擊的步兵機械人將被罰下。 

 

違規判罰： 

條例 判罰標準 

1 一旦一方機械人主動地相對于另一方機械人發生正面的接觸與衝撞，裁判將視為惡意衝撞給予

違規方警告提示； 

2 一旦一方機械人主動地相對于另一方機械人發生正面、快速、反復的劇烈衝撞，或一方機械人

長時間主動衝撞另一方機械人產生較遠距離的移動，阻礙了對方機械人正常運行，裁判將視為

嚴重惡意衝撞，將罰下違規機械人，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3 一旦一方機械人主動地相對于另一方機械人發生正面、快速、反復的劇烈衝撞，導致對方機械

人無法正常工作（包括但不限於機械人的電線被對方機械人損壞，感測器或相機鏡頭被對方機

械人擰歪或損壞以及明顯由於嚴重衝撞導致的異常等），裁判對違規方當局判負，實際情況由

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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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給站判罰 

一方機械人不得進入另一方的補給站及補給站禁區。 

違規判罰： 

條例 判罰標準 

1 
一旦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短暫（時長小於 10 秒）停留在對方補給站及補給站禁區內或幹擾對

方機械人正常補彈，裁判將給予違規方警告提示，機械人必須退出對方補給站； 

2 
一旦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長時間（時長 10 秒以上）停留在對方補給站及補給站禁區內，裁判

會罰下違規機械人，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3 
一旦一方被罰下的機械人仍停留在對方補給站及補給站禁區造成對方機械人無法接受補給站

補給彈丸，則裁判對違規方當局判負，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3. 基地禁區判罰 

為避免雙方機械人進入基地禁區對基地產生碰撞，影響基地的正常運行或對基地產生結構損壞，任意一

方機械人不得進入基地禁區。 

違規判罰：一旦一方機械人（步兵機械人和工程機械人、輔助機械人）導致基地的結構損壞無法正常運

行或被罰下的機械人仍停留在基地禁區造成基地無法開啟等影響比賽公平性的損壞，則裁判會對違規方

判負，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4. 固連判罰 

一方機械人不得固連對方機械人。 

違規判罰： 

條例 判罰標準 

1 
一旦一方機械人任意機構短暫地（時長小於 30 秒）固連敵方機械人的任意結構，阻礙了對方

機械人的正常運行，裁判會給予違規方警告提示； 

2 
一旦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較長時間（30 秒以上，60 秒以內）固連對方機械人的任意結構，阻

礙了對方機械人的正常運行，裁判會罰下違規機械人，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3 

一旦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長時間（時長大於 60 秒）固連對方機械人的任意結構，阻礙了對方

機械人的正常運行，造成對方機械人無法正常運行及結構嚴重損壞，裁判對違規方判負，實際

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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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固連：比賽過程中一方機械人任意機構對另一方機械人產生難以分離的連接； 

2、雙方機械人中比賽過程中產生固連時，裁判會根據固連的情況通知雙方操作手執行相應操作以解除固

連，此過程中雙方操作手需要配合裁判指令執行操作； 

3、對於固連被擊毀機械人的判罰，裁判將根據上表的判罰標準對違規機械人或違規方執行警告提示、罰

下、判負的判罰。 

3.6.2.3 異常情況處理 

1、當場地內出現嚴重的安全隱患或異常狀況時（如機械人電池爆燃，高壓氣瓶爆炸，場館停電，場內人員

衝突），主裁判發現並確認後則通過雙方操作間裁判通知雙方參賽隊員，並通過裁判系統殺死所有機械人，

則該局比賽結果作廢。待隱患或異常排除之後再重新開始比賽。 

2、若比賽期間場地中一般道具損壞（如地膠損壞，場地燈效損壞，基地裝甲燈效損壞等情況），比賽正常

進行。如果關鍵比賽道具出現結構性損壞或功能異常（掉落或不能檢測擊打傷害，能量機關不能被正常擊

打觸發等情況），主裁判發現並確認後則通過雙方操作間裁判通知雙方參賽隊員，並通過裁判系統殺死所

有機械人，該局比賽結果作廢，組委會技術人員將進場維修恢復後重賽一局。 

3、一旦補給站出現問題，主裁判將評估是否影響比賽雙方的公平性。如果判定為影響公平性，則通過雙方

操作間裁判通知雙方參賽隊員，並通過裁判系統殺死所有機械人，該局比賽將會立即結束。本局比賽結果

作廢，重賽一局。 

4、一旦比賽場地上的關鍵道具在比賽期間出現非參賽隊員雙方導致的邏輯性故障，裁判將通過裁判系統

手動處理這些故障，手動處理將有一定時間延遲，組委會不對因此產生的影響負責。如故障無法由裁判系

統手動處理，裁判在確認故障無法排除後會通過雙方操作間裁判通知雙方選手，並通過裁判系統殺死所有

機械人，則該局比賽會立即結束。本局比賽結果作廢，然後重賽一局。 

5、如果比賽過程中，由於比賽場地上的關鍵道具的功能異常或結構損壞影響了比賽的公平性，主裁判未及

時確認並結束比賽，導致原本應該結束的比賽繼續進行並出現了勝負結果。經裁判長查實後，則該局比賽

的結果視為無效，該局比賽需重賽一局。 

6、如果出現嚴重違規行為，明顯觸發判負的判罰，主裁判未及時確認並執行判負的判罰。賽後經過裁判長

或申訴確認後，原比賽結果作廢，對違規方追加判負的判罰。 

3.6.3 嚴重犯規和作弊 

為保證比賽的公平性、嚴肅比賽紀律，情節惡劣的嚴重犯規和作弊行為（不論是參賽隊員的個人行為還是

參賽隊伍的集體行為）都會受到參賽隊伍“取消資格”的判罰——參賽隊伍被取消澳門 RM2020 賽季的參

賽資格和評獎資格。隊伍的戰績依然保留，作為其他隊伍晉級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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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中出現的如下行為會被判定為作弊： 

條例 作弊類型 

1 修改、破壞裁判系統、使用技術手段遮罩裁判系統的傷害檢測等功能； 

2 比賽中機械人性能與賽前檢錄時的情況不符，如尺寸、裁判系統安裝方式等； 

3 操作手不是本隊隊員，所用機械人不是本隊機械人； 

4 使用非組委會提供的彈丸； 

5 其他嚴重違反比賽精神、由裁判長判定為作弊的行為。 

比賽中出現的如下行為會被判定為嚴重犯規： 

 

3.7 賽後流程 

一場比賽結束後，雙方隊員需立即將機械人斷電後搬離賽場，然後在指定退彈區清空機械人上的彈丸，最

後返回備場區。 

違規判罰： 

條例 犯規類型 

1 觸犯本章中所述所有“違規判罰”條例，並且拒不接受判罰（場地隊員被罰下後不離

開比賽場地、幹擾裁判正常工作秩序等） 

2 比賽結束後，故意拖延、拒絕離開比賽場地，影響比賽進程； 

3 在機械人上安裝爆炸物或違禁品； 

4 參賽隊員使用機械人蓄意攻擊、衝撞他人，做出其他危害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行為； 

5 參賽隊員惡意破壞對方機械人、場地道具及相關設備； 

6 參賽隊員與裁判、對手或觀眾等發生肢體衝突； 

7 組委會處理申訴請求期間，參賽隊員不配合檢查或故意拖延； 

8 其他嚴重妨害比賽進程和違背公平競爭精神的行為，將由主裁判和裁判長根據具體

的違規行為，予以相應的判罰； 

9 比賽期間，參賽隊員在賽場、觀眾席、宿舍等比賽相關區域做出違反當地法律法規的

行為，除“取消資格”之外，RoboMaster 組委會將配合有關部門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

任。 



© 2019 大疆創新 版權所有    51 

 

比賽結束後，如果機械人未清空機身內彈丸，則違規機械人將被扣留在退彈區。 

3.7.1 成績確認 

一場比賽中，裁判會在賽後成績確認表上記錄每一局比賽的判罰情況和比賽結束時雙方機械人和基地的剩

餘血量和勝負情況，在技術暫停次數登記表上記錄技術暫停使用情況。隊長在一場比賽的所有局比賽結束

後需要到裁判席確認成績和技術暫停使用情況。一場比賽中的某兩局之間，裁判不受理參賽隊伍對比賽結

果的申訴。 

紅/藍雙方隊長需在一場比賽結束後 5 分鐘內到裁判席簽字確認比賽成績。如果隊長在 5 分鐘內未到裁判

席簽字確認成績，也未提出申訴，則視為默認當場比賽結果。 

隊長簽字確認成績之後，則不能提起申訴。 

3.7.2 申訴 

每支參賽隊只有 1次申訴機會。如果申訴成功則保留這次申訴機會，否則將消耗本次申訴機會。申訴機會

耗盡時，組委會將不再受理該參賽隊的任何申訴。受理申訴時，裁判長以及 RoboMaster組委會負責人會組

成仲裁委員會，仲裁委員會對仲裁結果擁有所有解釋權。 

如果一場比賽因申訴仲裁結果是“雙方重賽”而導致的重賽，結束後雙方均可再次提出申訴。此種情況下，

如果原申訴方再次提出申訴（稱為“繼續申訴”），則不管申訴成功與否都將消耗掉原申訴方的申訴機會。

由於繼續申訴將嚴重地影響後面賽程安排，因此繼續申訴方必須由隊長和指導老師在比賽結束的 5分鐘之

內兩人同時提起申訴（兩人同時在申訴表上簽字），繼續申訴的流程也會壓縮。雙方提交證據/辯護材料的

有效期縮短至申訴提出後 30 分鐘，組委會將在繼續申訴提出後 1小時內在申訴表上給出最終仲裁結果。 

3.7.2.1 申訴流程 

1、當場比賽結束 5分鐘內，提出申訴方的隊長向裁判席提交申訴請求、填寫申訴表並簽字確認。比賽結束

5 分鐘之後再進行申訴則視為無效。比賽前、比賽中均不允許提出申訴； 

2、裁判長判定該情況是否符合申訴受理範疇內； 

3、裁判長確認受理申訴後，賽務工作人員通知雙方隊長到仲裁室會面。如申訴方要求，仲裁委員會將立刻

把雙方所有參賽機械人轉移至仲裁室進行隔離檢測。仲裁室內，一方到場的成員不能超過 3名，且只能是

隊長、重要隊員，隊長必須到場； 

4、雙方隊員可以收集證據/辯護材料，然後將材料提交給仲裁委員會； 

5、遞交證據/辯護材料後，仲裁委員會與雙方參與申訴的隊員進行進一步溝通； 

6、仲裁委員會給出最終仲裁結果，雙方隊長在申訴表上簽字確認。申訴表簽字確認後，雙方均不能再對申

訴結果產生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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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 申訴時效 

1、提請申訴有效期：每場比賽結束 5分鐘內，以申訴表上記錄的時間為准。超出“提請申訴有效期”，仲

裁委員會不接受申訴； 

2、雙方仲裁室到場有效期：經仲裁委員會通知後半個小時內。“雙方仲裁室到場有效期”內，任何一方缺

席，缺席方視為自動放棄仲裁；一方到場代表超過 3人或到場人員不在規定的人群範圍內，視為自動放棄

仲裁； 

3、證據/辯護材料提交有效期：申訴提起 60分鐘內；超出“證據/辯護材料提交有效期”，仲裁委員會不

接受新材料。 

3.7.2.3 申訴材料 

1、材料類型：只接受 U 盤存放資料及機械人本體兩種材料，其他形式提交的材料，仲裁委員會一律不

接收； 

2、U盤要求：按目錄放置剪輯好的視頻（視頻素材由參賽隊自行準備，組委會保持中立不予提供任何視頻）

和包含申訴材料的文字檔； 

3、材料格式：每段視頻不能超過 1分鐘，大小不超過 500MB，視頻檔案名必須指明比賽的場次和時間，能

用最新版本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照片必須為 jpg格式；文字檔必須為 txt格式，每個文本不超

過 1000字； 

4、材料命名：每份視頻和照片的檔案名需在 30個漢字以內； 

5、文本要求：一個文字檔只能對應一個視頻或者照片，並在文內標明；文字檔需且只需說明對應材料所反

映的違規行為； 

6、機械人證據：申訴提起後，仲裁委員會有權隔離檢測雙方相關機械人；機械人隔離檢測最長不超過 3個

小時，最晚需和仲裁結果一同返還。 

3.7.2.4 申訴結果 

仲裁委員會將在申訴提請後 3 小時內在申訴表上給出最終仲裁結果，仲裁結果包括“維持原比賽成績”、

“被申訴方判負”、“雙方重賽”三種。 

對於仲裁委員會所作出的最終仲裁結果，雙方不可再次申訴。如果仲裁結果要求當事雙方重賽，則組委會

在給出仲裁結果的同時，會通知雙方重賽的時間。雙方如果均不接受重賽，則視為申訴無效，雙方可保留

申訴機會；如果僅一方接受重賽，則拒絕重賽的一方視為自動放棄，該局比賽被直接判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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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單項賽流程和規則 

 

本章主要包含澳門 RM2020單項賽的核心比賽流程以及判罰依據。 

4.1 概述 

為提高參賽隊伍的技術水準和學習能力、賽事整體實力，澳門 RM2020 在對抗賽比賽前增設全自動和手動

機械人單項賽作為對抗賽的選拔賽。單項賽更注重機械人在某一方向的技術考核及任務挑戰。 

本次單項賽分為工程技術單項賽和智能救火單項賽。工程技術單項賽為機械人綜合對抗賽的選拔賽，智能

救火單項賽為機械人智能對抗的選拔賽。 

4.1.1 工程技術單項賽 

比賽總時長為 3分鐘，要求一台手動（搬運）機械人和一台自動（運輸）機械人執行挑戰任務。 

比賽開始後，手動機械人從啟動區出發，按照規定路線到達物資儲存區，執行提貨任務，將物資運輸至物

資交接區，執行貨物中轉任務，將物資交接給自動機械人。自動機械人獲取物資後，開始執行送貨任務，

自動巡線、避障，到達終點，比賽結束。 

4.1.2 智能救火單項賽 

比賽總時長為 3分鐘，要求一台機械人在全自動狀態下執行挑戰任務。 

比賽開始後，消防機械人執行巡線任務，按數位順序依次完成 MARK識別後，到達火災區，擊倒火苗標誌，

完成滅火任務，比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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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單輪挑戰流程圖 

 

參賽隊備場區等待檢錄

場地入口1分鐘準備

比賽開始---結束
（首輪挑戰）

比賽開始

抵達候場區

通過

隊長確認成績

返回備場

未通過

賽前檢錄

檢查確認參賽機械人是否符合規則中的技術
規範要求。

①按照《賽前機械人檢錄表》進行檢錄；
②隊長確認簽字（出檢錄處後，官方不負責
維修）；
③開賽前30分鐘未到檢錄處檢錄，則取消當
局比賽資格，當局判負。

①簽署《候場聲明》，遵守候場秩序；
②隊伍等待進場比賽（不可開電調試！）。

①處於準備狀態，向裁判聲明就緒後，裁判
發出入場指示，1分鐘倒計時開始，隊伍進
入備戰狀態，調試機械人；
②隊伍手動將貨物放置自動物流機械人上，
并將自動物流機械人和手動物流機械人擺放
至相應區域。

隊伍離開賽場

情況一：機械人出現意外情況，裁判要求終
止。
情況二：隊員自行申請終止。
情況三：機械人提前完成所有任務。
情況四：時間耗盡。

比賽時間為3分鐘。

超過5分鐘未簽字確認成績或提出申訴，則
視為默認成績。

官方1分鐘自檢時間

①裁判確認裁機械人位置符合要求；
②裁判確認工作人員已準備就緒；
③裁判確認參賽隊員已準備就緒；
④裁判確認賽場內無影響比賽進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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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賽場人員 

4.3.1 參賽人員規範 

4.3.1.1 工程技術單項賽 

1、在 1分鐘準備階段，參賽隊員需將搬運機械人（手動）擺放至啟動區，將運輸機械人（自動）擺放至物

資交接區。 

違規判罰： 

未將機械人擺放至場地內指定位置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

下離開賽場，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

則取消所在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2、1分鐘準備階段結束後，所有參賽隊員必須離開場地。 

違規判罰： 

未及時離開場地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下離開賽場，且當

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則取消所在參賽

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3、3分鐘比賽階段，場地內操作手必須處於對應操作區域內，其他參賽隊員必須處於場地外。如無裁判許

可，參賽隊員均不得進入場地。 

違規判罰： 

未在對應操作區域內操作機械人或未取得裁判同意擅自進入場地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

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下離開賽場，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

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則取消所在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4、3分鐘比賽階段，可能會遇到機械人需重啟的情況，參賽隊員需得到裁判許可後才能進入場地重啟。 

違規判罰： 

未經裁判允許進入場地重啟機械人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

下離開賽場，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

則取消所在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5、重啟機械人期間，參賽隊員需按指定路線進場重啟機械人，且不得做除有關重啟機械人以外的任何動

作，重啟完畢後，需立即離開場地。 

違規判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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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重啟機械人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下離開賽場，

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則取消所在

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6、比賽期間，參賽隊員不得以任何形式幹擾邊裁、裁判工作。 

違規判罰： 

幹擾邊裁、裁判工作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下離開賽場，

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則取消所在

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4.3.1.2 智能救火單項賽 

1、在 1分鐘準備階段，參賽隊員需將消防機械人擺放至啟動區。 

違規判罰： 

未將機械人擺放至場地內指定位置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

下離開賽場，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

則取消所在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2、1分鐘準備階段結束後，所有參賽隊員必須離開場地。 

違規判罰： 

未及時離開場地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下離開賽場，且當

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則取消所在參賽

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3、3分鐘比賽階段，場地內操作手必須處於對應操作區域內，其他參賽隊員必須處於場地外。如無裁判許

可，參賽隊員均不得進入場地。 

違規判罰： 

未在對應操作區域內操作機械人或未取得裁判同意擅自進入場地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

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下離開賽場，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

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則取消所在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4、3分鐘比賽階段，可能會遇到機械人需重啟的情況，參賽隊員需得到裁判許可後才能進入場地重啟。 

違規判罰： 

未經裁判允許進入場地重啟機械人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

下離開賽場，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

則取消所在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5、重啟機械人期間，參賽隊員需按指定路線進場重啟機械人，且不得做除有關重啟機械人以外的任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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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啟完畢後，需立即離開場地。 

違規判罰： 

未按要求重啟機械人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下離開賽場，

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則取消所在

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6、比賽期間，參賽隊員不得以任何形式幹擾邊裁、裁判工作。 

違規判罰： 

幹擾邊裁、裁判工作的參賽隊員，裁判將予以口頭警告。若不服從警告，該違規隊員將被罰下離開賽場，

且當輪比賽中該隊伍不得有其他替補參賽隊員進入賽場區域。若不服從裁判判罰強行不離場，則取消所在

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 

4.3.2 賽務人員說明 

參賽隊伍在比賽全程有志願者和工作人員引導，除志願者和一般工作人員以外，會接觸到以下組委會的

賽務工作人員。比賽期間，僅裁判長對比賽規則擁有最終解釋權，有關比賽規則的任何疑問只可以諮詢

裁判長。 

 

賽務人員角色 工作職責 

檢錄長 負責賽前檢錄的全部工作，具備審核是否通過賽前檢錄的最終權利。 

檢錄員 協助賽前檢錄工作，不參與或協助參賽隊伍的任何維修機械人活動。 

裁判長 唯一具備比賽規則解釋權的賽務人員。在比賽中發出重大違規判罰（取消

比賽資格），受理賽後申訴，擁有在比賽前後追加違規判罰權利。 

主裁判 執行裁判的總負責人，控制比賽的流程，確認每局比賽成績有效性。 

比賽中，接受邊裁和操作間裁判的資訊，違規判罰的最終確認及執行者（可

發出終止比賽、取消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等判罰）。 

邊裁 執行比賽流程，引導參賽隊員進入和退出場地。比賽中將機械人違規行為

申請上報主裁判。 

場地技術人員 維修場地機關道具、協助參賽隊員在 3 分鐘準備階段解決機械人裁判系統

的技術故障，不説明參賽隊員處理機械人的常規戰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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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賽前流程 

4.4.1 檢錄區報到 

參賽隊需在比賽開始前至少 30 分鐘到達備場的檢錄區。為了確保參賽機械人遵守大賽規則、符合參賽條

件，會對所有參賽機械人進行檢查。通過檢錄的機械人才有資格進入比賽現場。 

 

條例 注意事項 

1 開賽前 30 分鐘未到檢錄區的參賽隊，將取消當輪挑戰機會。（若出現突發狀況，

需告知 RoboMaster組委會，裁判組將根據實際情況酌情處理）； 

2 檢錄通過後隊伍的機械人出現故障，且無法在賽前完成檢修。參賽隊可選擇“帶傷

參賽”或當輪不參與挑戰； 

4.4.2 機械人賽前檢錄 

檢錄前，RoboMaster組委會提供檢錄規範表格供參賽隊員參考，參賽隊根據賽前檢錄表調整機械人。 

 

賽前檢錄不合格的機械人禁止上場參與挑戰，修改並通過賽前檢錄後方可上場。RoboMaster組委會工作人

員將在表格記錄隊伍的參賽機械人檢錄情況。 

4.4.3 候場區報到 

在備場區檢錄之後，參賽隊需在比賽開始前至少 10 分鐘到達候場區，為了保證參賽隊員及機械人符合參

賽條件，能夠保證正常進行比賽，RoboMaster組委會將對所有隊伍的參賽機械人狀態和參賽隊員資訊進行

核查。 

 

條例 注意事項 

1 候場區的所有參賽機械人必須通過檢錄，未通過檢錄的機械人將被拒絕進入賽場； 

2 參賽隊需自備比賽期間所需物資。進入賽場後，若因隊伍自身原因影響比賽順利進

行，由該隊伍自行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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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遵守候場區的安全條例，不因機械人調試、維修等造成安全事故或者幹擾比賽。若

出現因隊伍調試機械人影響到比賽的正常進行，裁判組會發出警告。第一次警告後

仍惡意幹擾，裁判組有權根據現場情況進行判罰； 

4 隊長在開賽前 5 分鐘簽署《候場聲明》，確認能夠正常進行比賽。賽前 5 分鐘仍未

確認，則取消當輪挑戰機會。（若出現突發狀況，需告知 RoboMaster組委會，組委

會將根據實際情況酌情處理）。 

 

4.5 正式比賽 

4.5.1 工程技術單項賽 

場地為長為 6米、寬為 5米的區域。如下圖所示： 

  

 

單項賽場地元素介紹具體參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比賽的隊伍將進行三輪比賽，每輪有 1次挑戰機會，紅藍兩支隊伍同時開始挑戰。 

 

挑戰開始前，有 1分鐘準備階段，參賽隊員需將搬運機械人（手動）擺放至啟動區，將運輸機械人（自動）

擺放至物資交接區。 

 

_Ref20757517
_Ref2075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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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挑戰的時間為 3分鐘，比賽的目標任務： 

 “提貨任務”：操作手操作搬運機械人（手動）行駛至提貨點，完成提取貨物任務。 

 “貨物中轉任務”：搬運機械人（手動）行駛至物資交接區附近，與運輸機械人（自動）完成貨物中

轉交接。 

 “送貨任務”：運輸機械人（自動）攜帶貨物從物資交接區出發，通過峽穀，將貨物放至災區收貨中

心，完成貨物配送。 

4.5.2 智能救火單項賽 

場地為長 8米，寬 5米的區域。如下圖所示： 

 

 

單項賽場地元素介紹具體參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比賽將進行三輪比賽，每輪有 1次挑戰機會，紅藍兩支隊伍同時開始挑戰。 

挑戰開始前，有 1分鐘準備時間，參賽隊員需將消防機械人放置在啟動區。 

正式挑戰時間為 3分鐘，比賽的目標任務： 

 “智能駕駛任務”：巡線，並按數位順序依次完成 Mark識別。 

 “滅火任務”：在終點處擊倒帶有火苗標誌的目標物，完成滅火任務。 

 

_Ref20757530
_Ref20757530


© 2019 大疆創新 版權所有    61 

 

4.6 成績及排名 

4.6.1 計分細則 

4.6.1.1 工程技術單項賽 

比賽場地中設有 5個集散點，每 2個集散點之間為 1個任務段。單項賽挑戰分數由“提貨任務”、“貨物

中轉任務”和“送貨任務”中的 4個任務段組成： 

 

提貨任務： 

第一個任務段“物資抓取”：搬運機械人（手動）到達物資儲存區並抓取物資，得 10分。 

 

注意：搬運機械人（手動）完成抓取物資後，在前往物資交接區途中物資掉落，需返回物資儲存區重新抓

取物資。 

 

貨物中轉任務： 

第二個任務段“貨物中轉”：搬運機械人（手動）和運輸機械人（自動）完成物資交接，得 10分。 

 

注意：當貨物完全離開搬運機械人（手動），並在運輸機械人（自動）上停留 3s 以上（含 3s）則視為貨

物中轉完成。若貨物在中轉未完成時掉落，則由己方隊員將貨物手動放置在搬運機械人（手動）上，在交

接區重新執行交接任務。 

 

送貨任務： 

第三個任務段“穿過隧道”：運輸機械人（自動）沿高速軌道自動巡跡、避障，順利穿過隧道，得 10分。 

 

第四個任務段“到達災區收貨中心”：運輸機械人（自動）巡跡到達災區收貨中心，得 10分。 

 

注意：當機械人在完成上述任務過程中，一旦一方出現以下情況任意之一，該方參賽隊員需向裁判示意，

經裁判確認後，將機械人放置在該任務段的第 1個集散點重新啟動。機械人任意部分置於引導線與集散點

交叉處上方，視為成功放置在集散點。 

運輸機械人（自動）所有與地面接觸的點完全進入災區收貨中心，視為任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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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如下： 

條例 具體情況 

1 一方運輸機械人（自動）出現偏離高速軌道的情況； 

2 一方運輸機械人（自動）的貨物掉落地面； 

3 一方參賽隊員向裁判示意，主動申請重新啟動機械人； 

4 裁判認為機械人需要重啟的其他情況。 

4.6.1.2 智能救火單項賽 

比賽場地中設有 5 個集散點，每 2 個集散點之間為 1 個任務段。單項賽挑戰分數由“智能駕駛任務”和

“滅火任務”中的 4個任務段組成： 

 

智能駕駛任務： 

第一個任務段：消防機械人自動巡線，識別 Mark“1”，得 10分。 

第二個任務段：消防機械人自動巡線，識別 Mark“2”，得 10分。 

第三個任務段：消防機械人自動巡線，識別 Mark“3”，得 10分。 

 

注意：消防機械人如果在執行任務時離開公路，則需在該任務段第 1個集散點重新啟動。機械人任意部分

置於引導線與集散點交叉處上方，視為成功放置在集散點。 

 

滅火任務： 

第四個任務段：消防機械人到達火災區，擊倒目標物，完成滅火任務，得 10分。 

4.6.2 計時細則 

4.6.2.1 工程技術單項賽 

每當運輸機械人（自動）和搬運機械人（手動）的任意部分接觸到任務段的第 2個集散點時，裁判均會在

計時器上記錄時間，該時間即參賽隊伍完成該任務段所耗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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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2 智能救火單項賽 

每當消防機械人的任意部分接觸到任務段的第 2個集散點時，裁判均會在計時器上記錄時間，該時間即參

賽隊伍完成該任務段所耗費的時間。 

 

比賽結束的四種情況： 

條例 具體情況 

1 比賽出現“終止比賽”判罰的情況，裁判要求比賽終止；詳見 4.7 違規判罰 

2 參賽隊伍自行申請終止，經主裁判確認後立即結束比賽，停止計時； 

3 運輸機械人（自動）提前完成所有任務； 

4 3分鐘比賽時間耗盡。 

4.6.3 比賽成績 

每支參賽隊伍有三輪比賽。三輪比賽分開進行，所有參賽隊伍完成第一輪比賽後，再進入下一輪比賽；組

委會將選取該隊伍三輪比賽中最好的成績作為其代表成績。 

 

參賽隊伍的比賽成績為單項賽中機械人完成任務段的總得分。如有兩支參賽隊伍總得分相同，則整體用時

更短的參賽隊伍名次列前。 

4.7 違規判罰 

裁判會發出違規方“終止比賽”的判罰，會導致“終止比賽”判罰的情況有： 

 

條例 判罰類型 

1 
機械人有出現故障的趨勢或已經出現故障（快速飛向場外或撞向場邊、破壞比

賽場地）； 

2 比賽期間參賽隊伍隊員違規進入場地； 

3 參賽隊伍隊員未離場就啟動了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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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倒計時開始後，參賽隊伍隊員採用手動方式操作運輸機械人（自動），或

者將運輸機械人（自動）從自動控制狀態切換到手動控制狀態； 

5 參賽機械人或者參賽隊員作弊； 

6 比賽正式計時前，機械人離開了提貨點範圍內； 

 

另外，比賽結束的時間點以臨場裁判判斷為准，組委會將準備錄影確保計時準確。參賽隊伍須服從裁判的

判定，不服從裁判判定者，取消所在參賽隊伍當輪挑戰得分。其他嚴重違反比賽精神的行為，按照 3.6.3 

嚴重犯規和作弊中所描述的判罰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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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核心比賽場地說明 

5.1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場地說明 

5.1.1 對抗賽場地概述 

對抗賽核心比賽場地是一個長為 16米、寬為 9米的區域，包含啟動區、基地區、荒地區、資源島區、轟炸

區、橋樑區、補給區、空投區。下圖為場地內各個元素的分佈圖： 

 

 

[1]空投區（紅方） [2]引導線  [3]寬橋樑  [4]護欄  [5]島上彈藥庫  [6]資源島  [7]啟動區（步兵機械人、

輔助機械人）  [8]基地區  [9]啟動區（工程機械人）  [10]補給站  [11]補給站換彈區  [12]補給站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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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島下彈藥庫  [14]荒地區  [15]窄橋區  [16]場地圍欄  [17]場地入口  [18]轟炸區（普通）  [19]轟炸

區（核心） 

5.1.2 對抗賽場地元素介紹 

序號 區域 區域說明 區域道具 道具作用 

1 基地區 
放置紅/藍雙方基地的區

域。 
基地 

擁有 2000 血量的核心道具，是

雙方比賽勝負的主要決定因素。 

2 轟炸區 

工程機械人放置炸彈的區

域，可對基地造成血量傷

害。分為轟炸區（普通）和

轟炸區（核心），轟炸區（核

心）內炸彈的傷害值為轟炸

區（普通）的 2倍。 

方 形 格 （ 普

通）、投擲框

（核心） 

檢測炸彈傷害。 

3 荒地區 步兵機械人活動區域。 補給站 給步兵機械人補給彈丸。 

4 資源島區 

場地中央的高臺區域，包含

彈藥庫（炸彈），四周有護

欄；島下兩側放置有大量彈

藥庫（17mm彈丸）。 

彈藥庫、護欄、

引導線 

彈藥庫：儲存炸彈和彈藥箱

（17mm彈丸）的區域。 

護欄：保護工程機械人行駛安

全，防止其從資源島上跌落。 

引導線：供工程機械人自動巡線

使用。 

5 橋樑區 
連通資源島與基地區，分為

寬橋區和窄橋區。 
護欄、引導線 

護欄：保護工程機械人行駛安

全，防止其從橋樑上掉落。 

引導線：供工程機械人自動巡線

使用。 

6 空投區 
工程機械人完成巡線任務

後，出現炸彈的區域。 
/ / 

7 啟動區 

比賽開始前各方機械人放

置位置，比賽開始後從該位

置出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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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啟動區 

區域細節說明： 

啟動區分為啟動區（步兵機械人、輔助機械人）和啟動區（工程機械人），下圖標注藍色框內的區域為紅

方步兵機械人和輔助機械人的啟動區，標注綠色框內的區域為紅方工程機械人的啟動區（藍方啟動區在場

地另一邊的同一位置）。 

 

啟動區的圖示如下： 

 

[1]啟動區（工程機械人）  [2]啟動區（步兵機械人、輔助機械人） 

注意：如無特殊說明，本規則手冊內所列圖示單位均為 mm。 

5.1.2.2 基地區 

區域細節說明： 

基地區位於普通轟炸區和核心轟炸區之間，其頂部平臺與啟動區地面的相對高度為 400mm。 

 

基地區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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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的上限血量為 2000，分為紅方基地和藍方基地。基地頂部安裝有三塊大裝甲模組，內部機身中部安裝

有三塊大裝甲模組。大裝甲模組上貼有對應的數字8貼紙。基地異常情況處理請參考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基地區高臺對於雙方機械人而言均為禁區，任意一方的機械人不得進入基地禁區。具體判罰參考错误!未

找到引用源。 

 

每局比賽一開始，基地對所有機械人傷害有 50%防禦，此時基地的保護盾處於閉合狀態。當一方因裝甲模

組被攻擊或撞擊掉血、裁判系統模組離線（包括伺服器罰下）等，出現第 1台步兵機械人戰亡，則該方基

地所有防禦自動解除，基地的保護盾展開。 

 

以下是基地相關示意圖： 

_Ref20757563
_Ref20757563
_Ref2075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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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內部大裝甲面板與地面夾角 75° 

基地護甲打開示意圖 

 

[1] 普通大裝甲模組  

基地護甲關閉示意圖 

5.1.2.3 轟炸區 

區域細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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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區分為轟炸區（核心）和轟炸區（普通），轟炸區（普通）距離地面的相對距離為 320mm，轟炸區（核

心）距離啟動區地面的距離為 1665mm。 

 

轟炸區的示意圖如下： 

 

 

[1] 轟炸區（核心）     [2] 轟炸區（普通） 

5.1.2.4 荒地區 

區域細節說明： 

荒地區僅供步兵機械人活動，也是步兵機械人戰鬥的關鍵區域。 

 

道具和作用： 

補給站：補給站是比賽過程中為己方步兵機械人添加 17mm 彈丸的區域，分為紅方補給站和藍方補給站。

每局比賽一開始，補給站将提供 200發 17mm彈丸，比賽開始 1分鐘提供 100發，比賽開始 2分鐘提供 200

發，每分鐘增加 100發直至比賽結束。補給站包含 2個補彈口。補彈時，己方隊員通過補彈口給己方步兵

機械人添加 17mm彈丸，步兵機械人禁止發射彈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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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給站換彈區：當工程機械人將炸彈投放到己方換彈區以後，即可用炸彈換取 17mm 小彈丸，1顆炸彈可以

換取 100發 17mm小彈丸。換取的 17mm彈丸通過補彈員，添加給步兵機械人。 

 

補給禁區：一方補給區相對對方機械人是補給禁區。一方機械人不得進入另一方的補給區，不得將彈藥箱

放入補給禁區。 

違規判罰： 

 若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短暫（時長 3 秒以上，5 秒以內）停留或放置彈藥箱在對方補給區及上方空間

內，裁判將對違規方發出一級警告。 

 若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較長時間（時長 5秒以上，10秒以內）停留或放置彈藥箱在對方補給區及上方

空間內，或機械人任意部分接觸補給站，裁判將對違規方發出二級警告和口頭警告，違規機械人必須

退出對方補給區。 

 若經過裁判口頭警告後，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仍長時間（時長 10秒以上）停留或放置彈藥箱在對方補

給區及上方空間內且機械人任意部分接觸補給站、造成對方無法補彈，裁判將對違規方發出三級警告。

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補給站圖示如下： 

 

[1]補給站換彈區  [2 加彈透明蓋板 

注意：任意一方的機械人不得進入對方的補給站。具體判罰參考 3.6.2.3 進攻和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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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和作用： 

彈丸：彈丸是步兵機械人攻擊的唯一合法道具，機械人通過彈丸實現對其他機械人機身裝甲模組的攻擊，

進而造成敵方機械人血量傷害，最終擊毀機械人。比賽中使用的彈丸為 17mm彈丸，由 RoboMaster組委會

提供，以下是彈丸相關參數： 

類型 版本 外觀 顏色 尺寸 邵氏硬度 品質 材質 

17mm 

熒光彈丸 
2019年 球形 黃綠色 16.8mm±0.2mm 90A 3.2g±0.1g 塑膠 TPU 

注意：比賽中只能使用官方提供的 2019年版本 17mm熒光彈丸。 

5.1.2.5 資源島區 

區域細節說明： 

資源島是一個不規則的多邊形高臺，包含島上彈藥庫（炸彈）和島下彈藥庫（17mm 彈丸），是場地中心的

公共資源區，資源島不分紅/藍方，雙方工程機械人均可到資源島上獲取炸彈，雙方輔助機械人和步兵機械

人可在資源島下兩側獲取 17mm彈丸。 

資源島示意圖如下： 

 

 

[1]島上彈藥庫 [2]島下彈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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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和作用： 

彈藥庫： 

資源島上設置有 3個固定位置的彈藥庫（炸彈），分別由 1個六邊形高臺區域和 2個四邊形區域組成。六

邊形高臺區域放置炸彈＞40 個，每個四邊形區域放置炸彈 15 個。其中，六邊形高臺區域炸彈擺放一層，

每個四邊形區域炸彈擺放一層。 

資源島下兩側設置有 2個彈藥庫（17mm彈丸），內置 10個彈藥箱，每個彈藥箱含 200發 17mm彈丸。區域

分佈圖如下所示： 

 

每局比賽開始前，邊裁根據要求將炸彈和彈藥箱擺放到資源島的對應位置。 

資源島兩側彈藥箱的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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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炸彈是工程機械人轟炸基地的唯一合法道具，機械人通過抓取炸彈放置在轟炸區，造成敵方基地的

血量傷害，最終摧毀基地。比賽中使用的炸彈為一個直徑為 80mm的球體，由 RoboMaster組委會提供，以

下是炸彈的相關參數： 

 

類型 外觀 顏色 尺寸 品質 材質 

80mm 

炸彈 

球形 黑色 80mm±0.5mm 87g±0.5g 橡膠 

 

炸彈的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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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6 橋樑區 

區域細節說明： 

橋樑區是連通轟炸區與資源島的核心通道，場地內共 4 座。橋樑上包含引導線、護欄。其中，有兩條引導

線的橋樑為寬橋區，只有一條引導線的橋樑為窄橋區。窄橋區護欄為紅色的為紅方窄橋區，窄橋區護欄為

藍色的為藍方窄橋區。 

 

橋樑示意圖及尺寸如下： 

 

[1]第一段引導線  [2]第一段引導線  [3]第一段引導線 

寬橋區示意圖 

 

窄橋區示意圖（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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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和作用： 

引導線：引導線是橋樑上工程機械人巡跡使用的道具，寬 30mm。其中，工程機械人在 30 秒自動操控階段

中到達第二段引導線和第三段引導線可獲得相應增益，具體位置如上圖標示。 

 

判罰： 

5. 窄橋區判罰 

一方機械人不得進入另一方的窄橋區。 

違規判罰： 

條例 判罰標準 

1 
一旦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短暫（時長小於 15 秒）停留在對方窄橋區內，裁判將

給予違規方警告提示，機械人必須退出對方窄橋區； 

2 
一旦一方機械人任意部分長時間（時長 15 秒以上）停留在對方窄橋區內，裁判

會罰下違規機械人，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3 
一旦一方被罰下的機械人仍停留在對方窄橋區造成對方機械人無法正常在窄橋

區運行，則裁判對違規方當局判負，實際情況由主裁判和裁判長判定。 

 

5.1.2.7 空投區 

區域細節說明： 

空投區是位於橋樑上的四邊形區域，紅/藍雙方各一處。 

空投區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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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操作間 

區域細節說明： 

場地兩側有紅/藍方操作間，配置對應參賽機械人的電腦、裁判通訊設備。比賽過程中，操作間是操作手即

時操控參賽機械人的唯一區域。  

 

道具和作用： 

操作間配置 5 台操作電腦、滑鼠、鍵盤、USB 集線器等官方設備，滑鼠、鍵盤等耗材存在使用時間過長導

致性能下降等問題，建議操作手自帶鍵盤、滑鼠，並在比賽的準備時間內完成調試。操作間沒有安排額外

的電源，操作手必須自行攜帶電源給自備的設備供電。 

根據機械人編號，操作間的操作手跟實際需要操作的機械人數量保持一致，一個操作手只能操作對應的一

個機械人。每名操作手只能操作對應的電腦，不可在比賽開始後移動位置。 

操作間有裁判，負責比賽過程中維護操作間秩序，保證準備時間內官方設備正常工作。 

比賽期間如無裁判許可，操作手不可擅自離開操作區域。 

 

違規判罰： 

1. 擅自在操作間接通電源，一經發現按破壞場地道具處理。 

2. 凡比賽過程擅自離開操作間的操作手將會受到口頭警告，不服從口頭警告的隊員所在的隊伍將在當局

直接判負。 

3. 操作手在比賽開始後移動位置將會受到操作間裁判的口頭警告，操作手需要回到規定的位置。不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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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警告的違規隊員將被罰出場外，且該方當場次不得有替補操作手進入操作間補位，若不服從判罰堅持

不離場，則違規方當局直接判負。 

5.2 機械人智能对抗赛場地說明 

5.2.1 對抗賽場地概述 

見機械人智能对抗赛規則大綱，正式版本 12月份發佈。 

5.3 工程技術單項賽場地說明 

5.3.1 場地概述 

比賽場地是一個長為 6米、寬為 5米的區域。下圖為場地內各個元素的分佈圖： 

 

戰場軸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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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資交接區  [2] 提貨點  [3] 碎石    [4] 啟動區 

[5] 公路        [6] 引導線  [7] 重啟點  [8] 隧道 

[9] 災區收貨中心 

戰場俯視圖 

 

5.3.2 單項賽場地元素介紹 

序號 區域 區域說明 區域道具 道具作用 

1 啟動區 比賽開始前搬運機械人（手動）放置的區域。 / / 

2 提貨點 搬運機械人（手動）搬取貨物的區域 貨物 供搬運機械人搬運。 

3 物資交接區 
搬運機械人（手動）將貨物交接給運輸機械人

（自動）的區域。 
/ / 

4 公路 運輸機械人（自動）行駛的指定軌道。 引導線 
供運輸機械人（自動）

巡線使用。 

5 隧道 運輸機械人（自動）行駛的指定軌道。 / / 

6 災區收貨中心 運輸機械人（自動）送貨的目的區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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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提貨點 

區域細節說明： 

提貨點位於場地中間，是一個尺寸為 320*110mm的矩形區域，內含 3個貨物，紅/藍雙方各一處。 

 

提貨點的示意圖如下： 

 

 

道具和作用： 

貨物：比賽過程中機械人攜帶的官方道具，具體示意圖如下： 

 

5.3.2.2 公路 

區域細節說明： 

公路由寬度為 20mm的引導線構成。公路的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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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 隧道 

區域細節說明： 

貨運隧道的高度為 300mm。貨運隧道示意圖及尺寸如下： 

 

5.4 智能救火單項賽場地說明 

5.4.1 場地概述 

比賽場地是一個長為 7米、寬為 5米的區域。下圖為場地內各個元素的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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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軸測圖 

 

[1] MARK 1  [2] 啟動區  [3] 火災區   [4] MARK R     

[5] 公路     [6] 引導線  [7]MARK 2   [8]MARK 3   [9] 重啟點   

戰場俯視圖 

5.4.2 場地元素介紹 

序號 區域 區域說明 區域道具 道具作用 

1 啟動區 比賽開始前消防機械人放置的區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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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路 消防機械人行駛的指定軌道。 
引導線 

視覺標籤 

引導線：供消防機械人巡線使用。 

指示牌：供消防機械人進行視覺

識別。 

3 火災區 消防機械人的終點任務區 
火災區 Mark 

隔板 

火災區 Mark：供消防機械人擊倒。 

隔板：避免紅/藍雙方消防機械人

幹擾對方執行任務或發生衝撞。 

5.4.2.1 公路 

區域細節說明： 

公路中間的引導線為藍色，寬度為 20mm。 

 

公路的示意圖如下： 

 

 

道具和作用： 

指示牌：共有 4個視覺標籤，1張“1”、1 張“2”、2 張“3”(其中 1、2、3號視覺標籤顯示面與公路夾

角 45°)，供消防機械人進行視覺識別後自動選擇路線，具體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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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火災區 

火災區的示意圖如下： 

 

道具和作用： 

火災區 Mark：紅藍雙方各放置一塊火災區 Mark，中間隔板將兩者隔離。具體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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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規則更新和答疑 

6.1 規則更新 

綜合澳門 RM2020 賽季備賽實際發生的情況，澳門 RM2020 比賽規則會從以下幾個方向進行規則反覆運算： 

1. 小幅調整規則中的平衡性參數（彈量、炸彈傷害、機械人血量等） 

2. 修改通過非技術手段獲得優勢的規則點 

3. 對造成比賽不平衡的行為追加判罰 

注：比賽中裁判的執裁標準以最新版本號的比賽規則手冊和 FAQ為准。 

6.2 常規答疑平臺 

RoboMaster 官方論壇：bbs.robomaster.com 

澳門 RM2019官方指定郵箱：macaurobomaster@gmail.com 

6.2.1 發帖規範 

1. 規則類/技術類答疑：在 RoboMaster 官方論壇（bbs.robomaster.com）“賽事資訊”中 的“青少

年賽事”子版塊中，進行交流。在對抗賽/單項賽 FAQs 帖子中留言，格式為“學校+規則手冊第幾

頁+具體問題”。 

2. 其他類答疑（如物資等）：在 RoboMaster 官方論壇（bbs.robomaster.com）“賽事資訊”中 的“青

少年賽事”子版塊中，進行交流。發帖格式為：“【澳門 RM2020其他答疑】+ 帖子標題”。 

( 注：帖子標題含大括弧“【】”) 

6.2.2 發佈版塊 

組委會對提問的回答貼統一發佈在 RoboMaster 官方論壇（bbs.robomaster.com）“賽事資訊”中 的“青

少年賽事”子版塊，請及時關注更新。 

 

FAQ 會定期匯總更新到規則手冊當中，更新之後規則手冊的版本號也會升級。所有規則手冊的更新會在

RoboMaster 官方論壇（bbs.robomaster.com）“賽事資訊”中 的“青少年賽事”子版塊中發佈，並醒目

置頂當前最新的版本號。 

 

mailto:macaurobomas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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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聯繫通道 

官方指定電話：+853 62285688  

官方指定郵箱：macaurobomaster@gmail.com （郵件主題：“校名+隊名+澳門 RM2020 問題”） 

官方指定通訊位址：澳門南灣湖景大馬路 470-756號南灣廣場地窖編號 C/VC1 

組委會工作時間： 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10:00—12:30     下午 14:00—18:00 

  

mailto:macaurobomas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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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參賽安全須知 

澳門 RM2020全體參賽人員須充分理解安全是 RoboMaster機械人競賽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問題，為保護全

體參賽人員及賽事組織單位權益，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全體參賽人員報名參加澳門 RM2020 即表示承認並

遵守以下安全條款： 

1. 全體參賽人員須保證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並且具備獨立製造、操控機械人的能力，並保證使用賽事

主辦單位 RoboMaster組委會提供的產品製造機械人前仔細閱讀澳門 RM2020的報名須知、比賽規則等

相關規定檔。 

2. 在賽事期間，保證所有機械人的製作、測試、使用等行為不會給己方隊員及對方隊員、裁判、工作人

員、觀眾、設備和比賽場地造成傷害。 

3. 保證機械人的結構設計考慮到賽前檢錄中機械人安全檢查的方便性，並積極配合賽事主辦方的賽前

檢錄。 

4. 保證不使用任何燃油驅動的發動機、爆炸物、高壓氣體以及含能化學材料等。 

5. 在研發備賽和參賽的任何時段，參賽隊員充分注意安全問題，指導教師會負起安全指導和監督的責任。 

6. 保證機械人的安全性，確保機械人裝備的“彈丸”發射器處於安全狀態，保證它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

直接或間接地傷害操作員、裁判、工作人員和觀眾。 

7. 在研發、訓練及參賽時，對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會採取充分和必要的安全措施，例如，避免控制系統

失控；督促隊員操作前預想操作步驟避免誤操作、隊員間和隊員與機械人間的碰撞；嚴禁隊員單獨訓

練，確保有人員對事故做出應急回應；佩戴護目鏡及使用頭盔；調試時必須在機械人系統中進行適當

的鎖定、加入急停開關等安全措施。 

8. 在練習及比賽中所發生的，因機械人故障、機械人狀態失控等意外情況所造成的一切事故責任以及相

應損失均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 

9. 賽事主辦單位 RoboMaster組委會出售及提供的物品，如電池、裁判系統等物品，需按照說明檔使用。

如果因不恰當使用，而對任何人員造成傷害，RoboMaster組委會不負任何責任。因製作、操控機械人

造成的自己或者任何協力廠商人身傷害及財產損失由參賽隊伍自行承擔。 

10. 嚴格遵守相關地區的法律法規及相關規定，保證只將機械人用於 RoboMaster 相關活動及賽事，不對

機械人進行非法改裝，不用於其他非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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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名詞術語注解 

名詞 注解 

賽事名稱類 

對抗賽 對抗賽以機械人對抗射擊為主，強調機械人的射擊競技性 

單項賽 單項賽以機械人任務挑戰為主，強調機械人的自動化程度與任務完成能力，為對抗

賽的選拔賽 

機械人種類 

步兵機械人 在綜合對抗賽中，能夠發射 17mm 彈丸、抓取彈藥箱，必須出場 2台機械人 

在智能对抗赛中，能夠發射水彈，必須出場 2台機械人 

工程機械人 在綜合對抗賽中，具備巡跡、抓取、搬運或投擲能力的機械人，必須出場的機械人。 

在智能对抗赛中，具備抓取、復活己方機械人的能力的機械人，必須出場的機

械人 

輔助機械人 比賽中具備復活己方機械人能力的機械人，必須出場的機械人（綜合對抗賽） 

消防機械人 比賽中具備巡跡、射擊、識別能力的機械人，必須出場的機械人（智能救火單

項賽） 

運輸機械人 比賽中具備自主巡跡、避障、搬運能力的機械人，必須出場的機械人（工程技術單

項賽） 

搬運機械人 比賽中具備抓取、搬運能力的機械人，必須出場的機械人（工程技術挑戰賽） 

人員職務類 

指導老師 隊伍總責任人，負責參賽隊伍的建設和管理 

隊長 參賽隊員負責人。負責人員分工、統籌以及比賽期間的戰術安排、調整 

隊員 分為機械組、軟體組兩大板塊。其中機械組負責機械人機械設計等硬體研發工作，

軟體組負責機械人程式設計等軟體研發工作 

場地隊員 進入候場區和賽場區的隊員 

檢錄長 賽前檢錄負責人，具備賽前檢錄審核的最終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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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錄員 協助賽前檢錄的賽務人員 

裁判長 唯一具備比賽規則解釋權的賽務人員。在比賽中發出重大違規判罰，受理賽後申

訴，擁有在比賽前後追加違規判罰權利 

主裁判 執行裁判的總負責人，控制比賽的流程及判罰 

邊裁 在場地四周執行比賽流程和判罰的賽務人員 

操作間裁判 在操作間執行比賽流程和判罰，協助操作手處理操作間設備的技術故障的賽務

人員 

場地技術人員 在場地四周維修場地機關道具、裁判系統設備故障的賽務人員 

賽場負責人 負責整個賽場運維的賽務人員 

候場負責人 負責整個候場運維的賽務人員 

備場負責人 負責整個備場運維的賽務人員 

技術評審類 

技術報告 技術報告分為需求確定、結構設計、程式邏輯、人機工程、科學實踐改進、感測器

選型、創新性、外觀設計、完整形態視頻十大板塊，不同的板塊對應不同的要求及

分數，組委會將根據技術報告的不同板塊進行評分 

技術輔導 由組委會巡察各參賽隊伍的準備方案，視乎情況作出輔導，協助逹到參賽基本要求

並完成技術報告 

參賽隊類型 

澳門隊伍 在規定時間內通過技術報告審核，符合大賽相關參賽要求的參賽隊伍。一般為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隊伍 

邀請隊伍 接受組委會邀請參加比賽，在規定時間內通過報名審核及技術審核，符合大賽相關

參賽要求的參賽隊伍。一般為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隊伍 

技術規範類 

能源 機械人使用的能源形式限制為電源，禁止使用燃油驅動的發動機、爆炸物、危險化

學材料等 

光學手段 參賽機械人在比賽中通過對不同功率不同顏色不同波長的可見光進行運用從而實

現目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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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量類 

初始血量 每局比賽一開始，裁判系統伺服器給機械人設定的初始血量 

當前血量 比賽過程中，機械人的即時血量值 

上限血量 機械人血量上限最高值 

傷害血量 一方通過攻擊敵方機械人和基地裝甲模組而造成敵方的總損耗血量，裁判給敵方

發出的判罰造成的扣血也計入傷害血量 

基地淨勝血量 己方基地剩餘血量減去敵方基地剩餘血量 

裁判系統類 

相機圖傳模組 即時捕捉攝像頭的圖像，將它們回傳到位於操作間中的操作手顯示幕上 

測速模組 檢測機械人發射機構的初速度，超限時裁判系統會扣除機械人血量 

裝甲模組 

由裝甲片和感測器組成，可以保護機械人內部結構，檢測機械人被彈丸擊中的情

況，並扣除對應的血量值 

建議參賽隊伍增加前部裝甲的保護措施，以免撞擊後影響裝甲板快拆功能 

場地交互模組 與場地中的功能區進行資訊交互，實現相應功能 

定位模組 獲取機械人在戰場上的位置資訊，機械人通過該模組授權連接比賽伺服器 

電源管理模組 
控制機械人的底盤、雲台、發射機構電源，檢測底盤功率，血量為零時則自動切斷

動力電源 

主控模組 監控所有裁判系統模組，將機械人即時狀態通過無線發送到伺服器。控制機械人的

動力電源，血量為零時則自動切斷動力電源 

燈條模組 用燈條長短指示血量高低，燈條的顏色可以用來區分紅/藍雙方以及機械人的狀態 

功能區域類 

備場（區） 參備賽區域，包括檢錄區、參賽隊伍休息區 

候場（區） 機械人、人員具備上場比賽資格後等候比賽場所 

賽場（區） 正式比賽的區域，包含“場地”、“裁判席”、“舞臺”“彈丸管理區”、“操作

間”、“觀戰區”、“退彈區”、“仲裁室”等功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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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區） 參賽機械人比賽的唯一活動場地 

檢錄區 參賽機械人賽前檢錄的區域 

休息區 非比賽時間內，參賽隊員和機械人休息及調整的唯一區域 

裁判席 主裁判和裁判長執行比賽流程的區域，參賽隊伍成績確認、申訴申請等的受理

中心 

紅/藍方操作間 比賽過程中，機械人操作手的活動區域 

紅/藍方觀戰區 比賽過程中，非操作手的場地隊員觀看比賽的唯一區域 

退彈區 比賽結束後，參賽機械人清空退還彈丸的區域 

仲裁室 組委會代表與裁判長處理參賽隊伍申訴事件的區域 

紅/藍方進（退）

場通道 

參賽隊伍和機械人進入（離開）賽場通道 

場地元素類（綜合對抗賽） 

啟動區 3分鐘準備階段機械人唯一活動區域，包含啟動區（步兵機械人）和啟動區（工程

機械人） 

基地區 基地的所在區域 

基地 擁有 2000血量的核心道具，是雙方比賽勝負的主要決定因素 

轟炸區 工程機械人放置炸彈區域，可對基地造成血量傷害，分為轟炸區（普通）和轟炸區

（核心），轟炸區（核心）內炸彈的傷害為轟炸區（普通）的 2倍 

荒地區 步兵機械人和輔助機械人的活動區域，裡面包含紅/藍雙方補給站 

補給站 場地上給己方步兵機械人補給彈丸的區域 

補給禁區 一方補給區相對敵方機械人而言是補給禁區，比賽過程中一方機械人進入另一方

補給站禁區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判罰 

資源島區 場地中央高臺區域，包含彈藥庫，四周有護欄。彈藥庫內放置有大量炸彈。島下兩

側放置有彈藥箱（裝有 17mm小彈丸） 

橋樑區 連通資源島與轟炸區的核心通道，橋樑上包含引導線、護欄 

空投區 工程機械人完成巡線任務後，出現炸彈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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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元素類（智能对抗赛） 

資源島 存放彈藥瓶，需要工程機械人使用自身安裝的機械結構抓取彈藥瓶並運送回補給

區 

前哨站 放置哨兵機械人，需要通過工程機械人旋轉手柄啟動前哨站 

能量機關 通過快速地按照指定順序連續擊中幾個電子標靶來獲得全隊攻擊力加成增益 

補給區 隊員可以在補給區內給己方的步兵機械人補充彈丸 

啟動區 比賽開始時放置各機械人 

場地元素類（工程技術單項賽） 

啟動區 比賽開始前搬運機械人（手動）放置的區域 

提貨點 搬運機械人（手動）搬取貨物的區域 

物資交接區 搬運機械人（手動）將貨物交接給運輸機械人（自動）的區域 

公路 運輸機械人（自動）行駛的指定軌道 

隧道 運輸機械人（自動）行駛的指定軌道 

災區收貨中心 運輸機械人（自動）送貨的目的區域 

場地類元素（智能救火單項賽） 

啟動區 比賽開始前消防機械人放置的區域 

公路 消防機械人行駛的指定軌道 

火災區 消防機械人的終點任務區 

MARK 供消防機械人進行視覺識別 

裁判類（對抗賽） 

三分鐘準備階段 參賽隊伍進入場地，進入三分鐘準備階段，將己方機械人置於啟動區，檢查官方設

備、參賽機械人是否有問題，確保隊伍處於備戰狀態 

五分鐘比賽階段 機械人射擊對抗的正式比賽時間 

20s裁判系統自檢 裁判系統對系統通信鏈路及設備進行確認的 20秒檢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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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官方技術暫停 首局三分鐘準備階段出現的裁判系統連線性等問題，操作間設備出現問題及場地

內重要道具出現功能性問題時，場地技術人員或操作間裁判向主裁判提出官方技

術暫停並對問題進行解決 

參賽隊技術暫停 三分鐘準備階段參賽隊伍根據自身要求選擇是否提出技術暫停，提出技術暫停的

隊伍賽後需進行簽字確認 

安全隱患 比賽進程中可能出現安全問題的異常情況，由在場的場地工作人員——安全員進

行處理 

機械人清彈 每場比賽局間三分鐘準備時間內，機械人需作出清彈處理，保證每局比賽雙方彈量

一致性和比賽公平性 

犯規 比賽過程中參賽隊員發生的違背規則內容規定的行為，裁判將對其不同程度的犯

規進行判罰 

警告提示 判罰發出時，違規方全部操作手操作介面會被遮 5s，另外裁判可能口頭警告操作

手或者其他隊員。 

罰下 比賽過程中參賽隊發生的嚴重違反規則規定的行為，判罰發出時，違反規則的

對應機械人或參賽隊員將被罰下（裁判系統發出殺死機械人指令，機械人血量

值降為 0） 

判負 比賽過程中參賽隊發生的極為嚴重的違反規則規定的行為，判罰發出時，違反規則

的一方隊伍當局比賽直接判負 

取消資格 作弊或者情節嚴重的犯規會被導致取消整支隊伍“RoboMaster 2020 粵港澳大灣

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的參賽資格和評獎資格。隊伍的戰績依然保留，作為其他隊

伍晉級的參考依據 

衝撞 比賽過程中由於雙方隊員操作問題產生的雙方機械人碰撞行為，裁判根據不同的

衝撞程度對主動方作出違規判罰 

固連 比賽過程中一方機械人任意機構對另一方機械人產生的難以分離的連接，裁判根

據不同的固連情況以及固連對比賽的影響程度對主動方作出違規判罰 

擅自離席 機械人操作手在比賽過程中未經裁判允許擅自離開操作間，裁判將根據規則規定

進行判罰處理 

作弊 規則中列出的相關條例，一般的作弊行為裁判將作出當局判負處理；嚴重的作弊行

為則取消整支參賽隊伍當屆比賽的參賽資格和評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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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 一場比賽結束後，雙方隊伍的任意一方對比賽結果存在異議即可在規則規定的時

間內向組委會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請求。每支隊伍的申訴機會受規則條例限制，申

訴方需提交相關材料，由官方仲裁委員會成員與雙方代表到仲裁間進行溝通確認

仲裁結果 

成績確認 一場比賽結束後，雙方隊長需到裁判席對當場比賽每局成績作出確認，如無異議需

在規則規定的比賽結束後相應時間內簽名確認當場比賽成績 

裁判類（單項賽智能救火項目） 

一分鐘準備階段 參賽隊伍進入場地，進入一分鐘準備階段，將己方消防機械人置於啟動區，檢查官

方設備、參賽機械人是否有問題，確保隊伍處於備戰狀態 

官方一分鐘自

檢時間 

裁判確認裁機械人位置是否符合要求，工作人員是否已準備就緒，參賽隊員是否已

準備就緒，以及賽場內無影響比賽進程的因素 

二分鐘比賽階段 消防機械人完成任務的正式比賽時間 

官方技術暫停 首輪一分鐘準備階段出現的裁判系統連線性等問題，操作間設備出現問題及場地

內重要道具出現功能性問題時，場地技術人員或操作間裁判向主裁提出官方技術

暫停並對問題進行解決 

安全隱患 比賽進程中所出現可能出現安全問題的異常情況，由在場的場地工作人員——安

全員進行處理 

犯規 比賽過程中參賽隊員發生的違背規則內容規定的行為，裁判將對其的不同程度犯

規進行判罰 

終止比賽 比賽過程中參賽隊發生違規行為，裁判會發出“終止比賽”的判罰 

作弊 規則中列出的相關條例，一般的作弊行為裁判將作出當輪判負處理；嚴重的作弊行

為則取消整支參賽隊伍當屆比賽的參賽資格和評獎資格 

成績確認 一場比賽結束後，雙方隊長需到裁判席對當場比賽每輪成績作出確認，如無異議需

在規則規定的比賽結束後相應時間內簽名確認當場比賽成績 

裁判類（單項賽抗震救災項目） 

一分鐘準備階段 參賽隊伍進入場地，進入一分鐘準備階段，將己方搬運機械人（手動）置於啟動區，

檢查官方設備、參賽機械人是否有問題，確保隊伍處於備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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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一分鐘自

檢時間 

裁判確認裁機械人位置是否符合要求，工作人員是否已準備就緒，參賽隊員是否已

準備就緒，以及賽場內無影響比賽進程的因素 

三分鐘比賽階段 搬運機械人（手動）人和運輸機械人（自動）完成任務的正式比賽時間 

官方技術暫停 首輪一分鐘準備階段出現的裁判系統連線性等問題，操作間設備出現問題及場地

內重要道具出現功能性問題時，場地技術人員或操作間裁判向主裁提出官方技術

暫停並對問題進行解決 

安全隱患 比賽進程中所出現可能出現安全問題的異常情況，由在場的場地工作人員——安

全員進行處理 

犯規 比賽過程中參賽隊員發生的違背規則內容規定的行為，裁判將對其的不同程度犯

規進行判罰 

終止比賽 比賽過程中參賽隊發生違規行為，裁判會發出“終止比賽”的判罰 

作弊 規則中列出的相關條例，一般的作弊行為裁判將作出當輪判負處理；嚴重的作弊行

為則取消整支參賽隊伍當屆比賽的參賽資格和評獎資格 

成績確認 一場比賽結束後，雙方隊長需到裁判席對當場比賽每輪成績作出確認，如無異議需

在規則規定的比賽結束後相應時間內簽名確認當場比賽成績 

 



96    © 2019 大疆創新 版權所有 

 

附錄三 技術評審規範 

技術評審說明 

 

RoboMaster 2020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的全體參賽隊伍需在規定的時間範圍內，按照組委會要求完成並

提交技術報告。 

只有提交技術報告並獲得 C 級及以上評級才能獲得參賽資格。 

 

以下是 RoboMaster 2020 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的系列技術評審排程： 

日程 項目 地點 屬性/地點 許可權 

2020 年 3月 技術報告 線上 必做 
提交技術報告並通過審核、完成單

項賽，獲得參與對抗賽的資格  

2020 年 1月 16日- 

2020 年 1月 22日 
技術輔導 澳門 選做  

全賽季 開源報告 線上 選做 開源要求見附錄四 

 

技術評審按一定要求進行評分，並於報名系統中顯示等級，C級及以上即為通過。 

評分和等級的轉換關係如下圖所示： 

 分數範圍 等級 

 90≤X≤100 A 

 75≤X＜90 B 

 60≤X＜75 C 

 45≤X＜60 D 

 30≤X＜45 E 

 0≤X＜3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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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 

綜合對抗賽 

 提交形式：視頻 

 基本要求： 

 完成工程機械人的通過要求。 

 完成步兵機械人的通過要求。 

 完成輔助機械人的通過要求。 

 完成官方裁判系統的通過要求。 

 提交機會：2次（第 2次提交的技術方案將在原得分基礎上扣 5分。例如第 2次的原分數為 90分，則

實際得分為 85分） 

 提交方式： 

1. 將視頻上傳到任意網站/視頻軟體（自願設置觀看密碼）。 

2. 將視頻網址、觀看密碼（如有）發送至官方郵箱：macaurobomaster@gmail.com。 

 視頻標準： 

 視頻開頭需要有提示板，提示板展示內容包括：學校名稱、隊伍名稱、拍攝日期、拍攝地點。 

 建議視頻拍攝選擇在光線充足的地方，視頻中每一個動作都能夠清晰觀察到。 

 每一個過程配有字幕或者提示板，視頻解說需清晰解說視頻中的每一個過程。 

 減少無效動作的展示，視頻時長三分鐘以內。保證視頻節奏緊湊，以節省審核時間。 

 允許剪輯，但是不得通過剪輯手段造假。 

 清晰度高於 720P。 

 評審要求：不同的板塊對應不同的要求及分數，C級及以上即為通過，逾期提交視為棄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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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不同專案的具體要求： 

 

完整形態視頻評審要求 

項目 展示內容 通過要求 分數 

工程機械人 

完整運動 

獲取炸彈 

放置炸彈 

禁止人為協助 

1.能正常進行前、後、左、右運動 

2.能夠抓取放置在地面上的炸彈 

3.能夠將炸彈放置在相對地面高度 120mm的

臺階上 

5 

10 

15 

步兵機械人 

完整運動 

連續發射彈丸 

抓取彈藥箱 

禁止人為協助 

1.能正常進行前、後、左、右運動 

2.能夠連續發射 30發 17mm小彈丸 

3.能夠完成抓取資源島下的一個彈藥箱 

5 

5 

10 

輔助機械人 

完整運動 

救援一次步兵機械人 

抓取彈藥箱 

禁止人為協助 

1.能正常進行前、後、左、右運動 

2.輔助機械人使用結構夾持 RFID 卡復活步

兵機械人 

3.能夠完成抓取資源島下的一個彈藥箱 

5 

10 

10 

裁判系統操作 

設置主控模組為離線狀態 

設置機械人 ID 

步兵機械人更換裝甲模組 

設置步兵機械人裝甲 ID 

1. 5名隊員依次將主控模組設置為離線狀

態 

2. 5名隊員同時將所負責的紅方機械人 ID設

置為藍方機械人 ID（例：紅 1設置為藍 1） 

3.完成一塊裝甲板拆裝 

4. 5名隊員依次對步兵機械人裝甲 ID進行

設置（按照裝甲正確順序） 

10 

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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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對抗賽 

 提交形式：視頻 

 基本要求： 

 完成工程機械人的通過要求。 

 完成步兵機械人的通過要求。 

 完成哨兵機械人的通過要求。 

 提交機會：2次（第 2次提交的技術方案將在原得分基礎上扣 5分。例如第 2次的原分數為 90分，則

實際得分為 85分） 

 提交方式： 

1. 將視頻上傳到任意網站/視頻軟體（自願設置觀看密碼）。 

2. 將視頻網址、觀看密碼（如有）發送至官方郵箱：macaurobomaster@gmail.com。 

 視頻標準： 

 視頻開頭需要有提示板，提示板展示內容包括：學校名稱、隊伍名稱、拍攝日期、拍攝地點。 

 建議視頻拍攝選擇在光線充足的地方，視頻中每一個動作都能夠清晰觀察到。 

 每一個過程配有字幕或者提示板，視頻解說需清晰解說視頻中的每一個過程。 

 減少無效動作的展示，視頻時長三分鐘以內。保證視頻節奏緊湊，以節省審核時間。 

 允許剪輯，但是不得通過剪輯手段造假。 

 清晰度高於 720P。 

 評審要求：不同的板塊對應不同的要求及分數，C級及以上即為通過，逾期提交視為棄賽。 

以下是不同專案的具體要求： 

 

完整形態視頻評審要求 

項目 展示內容 通過要求 分數 

工程機械人 

完整運動 

獲取彈藥瓶 

禁止人為協助 

1.能正常進行前、後、左、右運動 

2.能獲取到一個豎放彈藥瓶 

3.能獲取到一個橫放彈藥瓶 

1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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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機械人 

完整運動 

連續發射彈丸 

禁止人為協助 

1.能正常進行前、後、左、右運動 

2.能夠連續發射 30發水晶彈 

10 

10 

哨兵機械人 

識別機械人自動

打擊 

禁止人為協助 

可以識別並打擊靜止狀態的機械人：需要展示出雲台

可以自動搜索目標並瞄準的過程，視頻當中必須看到

雲台從某一未瞄準機械人的位置轉動到瞄準機械人的

位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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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技術開源獎評選標準 

一、申請流程 

1.參與對象：獲得 RoboMaster2020澳門青少年機械人大賽的全體參賽隊伍。 

2.申請時間： 2020年 3月 30日至 2020年 4月 20日可提出申請。 

3.申請方式：以參賽隊伍為單位，在申請截止日期前將 RoboMaster 官網論壇開源連結發送至官方指定郵

箱 macaurobomaster@gmail.com，郵件命名格式：校名+隊名+開源作品名稱。 

4.申請說明： 

（1）開源的技術如果為機械設計圖，需為一個壓縮檔夾上傳百度雲盤，包含完整的 3D零件圖、3D裝配圖，

如有必要還可附加工程圖，工程圖必須為 pdf文檔。資料夾內必須有 README.txt、README.docx等其他方

便打開的文字檔，說明資料夾內的檔路徑、各裝配圖的內容、設計圖使用何種軟體的何種版本打開。 

（2）開源的技術如果為軟體代碼，需將工程檔案壓縮上傳至百度雲盤，包含完整的 c 檔、h 檔等，資料夾

內必須有 README.txt、README.docx 等其他方便打開的文字檔，說明代碼的基本架構、依賴的工具軟體、

相應的代碼解釋。 

（3）所有開源技術檔中的檔案名均為表意清晰的英文或中文，資料夾中不存在隱藏的垃圾檔或者其他有害

的病毒檔。 

（4）所有開源內容必須上傳 RoboMaster官方論壇（http://bbs.robomaster.com）相應的板塊。一個論壇

帖子可包含多種開源內容，也可分開多個帖子進行開源。其他附加申請理由可在申請郵件中說明。 

溫馨提示： 

（1）專利申請需在申請澳門 RM2020技術開源獎前完成。 

（2）技術開源時可在開來源資料中做必要的保護標識或附上保護說明。 

（3）若開來源資料受到侵權，可及時聯繫組委會，組委會視情節嚴重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援。 

 

二、獎項評選 

1.評選方式：統計申請材料。將申請材料分為機械、軟體代碼兩類，由相應的 RoboMaster組委會高級工程

師進行評選。 

2.評選時間：2020年 5月 1 日至 5月 20日。 

3.結果公示：2020年 5月 30 日前，將評選結果公佈於 RoboMaster官方論壇及網站。 

4.評選標準：組委會將從以下五方面對開源材料進行評估 

（1）開源專案資料的完善程度。 

http://bbs.roboma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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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源專案的技術難度。 

（3）開源專案對其他隊技術積累的有益程度。 

（4）開源專案的創新程度。 

（5）開源專案在澳門 RM2020 賽季中的技術影響力，以及對後續比賽的技術影響力。 

備註：各個獎項的評選無固定數額，按照提交項目的品質進行評級（例：若所有開源專案無特別突出者，

則技術開源一等獎無獲獎者；若有多個開源項目突出，則可評多個技術開源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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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賽前機械人檢錄表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檢錄表 

類別 檢查項 說明 

機械人尺寸

及重量 

機械人初始尺寸

（長 x寬 x高） 

 步兵機械人：600x600x500mm 

 輔助機械人：600x600x500mm 

 工程機械人：500x500x600mm 

機械人伸展尺寸

（長 x寬 x高） 

 步兵機械人：800x800x800mm 

 輔助機械人：800x800x800mm 

 工程機械人：700x700x800mm 

機械人重量 

 步兵機械人：20kg（減去裁判系統 3.0kg） 

 輔助機械人：20kg（減去裁判系統 0.8kg） 

 工程機械人：20kg（減去裁判系統 0.8Kg） 

機械人模組 

裁判系統完整性 未對裁判系統做任何修改，裁判系統各模組齊全。 

裝甲模組 

 只能使用官方提供的支撐架進行安裝，不得修改和破壞支撐架。 

 X 軸和 Y 軸裝甲連線相互垂直，且連線貫穿機械人的幾何中心，X

軸和 Y軸裝甲模組允許偏離幾何中心±50mm。 

 受力面和支撐架必須穩固剛性連接，每個支撐架的兩顆螺釘都必須

安裝。 

 僅限制步兵機械人的裝甲下邊緣 105°無限延伸範圍不得被遮擋，

可以正常掉血，裝甲模組壽命正常，感測器無故障。 

 步兵機械人變形前後，側面裝甲下邊緣距離地面高度必須在 60-

150mm範圍內； 

 裝甲模組受力面的法向量在 XY 平面的投影向量必須分別等於機體

坐標系的正/負 X 軸、Y軸。 

 機械人裝甲貼紙與機械人編號一致，無明顯氣泡，一塊裝甲只能粘

貼一張貼紙。 

 任何一個裝甲模組不能主動地相對於機械人整體的品質中心發生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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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檢查項 說明 

主控模組 

 螢幕按鍵上方 50mm內不能有金屬遮擋，方便交互。 

 安裝位置以 Logo 為球心，半徑 70mm半球內無電機或其他帶電磁幹

擾的設備，避免 WiFi信號被遮擋。 

 紅外接收器不被遮擋，方便比賽時手動連接伺服器。 

 確保升級介面方便插線升級。 

電源管理模組 
 確保其各指示燈不被遮擋。 

 確保自身有良好的散熱效果。 

燈條模組 

 保證至少從一個水準方向直視機械人時，可以完整看到前部主燈條

和頂部輔助燈條的狀態。 

 保證左右輔助燈條的連線與地面平行。 

 步兵機械人主燈條必須高於裝甲模組上邊緣。 

RFID模組 刷卡時，能正常檢測地面的射頻卡。 

測速模組 

 能夠指示射速和射頻（步兵機械人必須能用遙控器發彈，方便

檢錄）。 

 機械人的測速模組兩側燈效遮擋面積小於燈條面積的 1/5。 

 測速模組以 Logo 位置為球心，直徑 70mm 內不能有大面積導磁材

料。 

 離開檢錄區前需要完成校準。 

定位模組 

 定位模組上方 145°範圍不得被導體遮擋，空中機械人最多允許一

個水準方向 100mm 外有遮擋。 

 連接檢錄區基站後，LINK指示燈綠燈閃爍 10s，SYS指示燈紅燈持

續閃爍。 

圖傳模組 機械人正常傳回畫面，無明顯卡頓。 

外觀 - 

 機械人的線路整齊、不裸露，無法避免的外露需用拖鏈、理線器等

材料進行線路保護。 

 機械人的外觀中不得出現明顯影響外觀的材料，如洗臉盆、塑膠瓶、

瓦楞紙、床單、肉色絲襪、白色泡沫板、氣墊膜等。 

 若非必要的功能需求，不得使用漁網作為外觀設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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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檢查項 說明 

 紅方機械人保護殼顏色可使用紅色系，藍方可使用藍色系，但不得

使用對方賽隊顏色，以免產生誤導。 

 機械人保護殼表面的光澤度不得大於 15Gs。 

 機械人上必須帶有兩個己方學校校徽或隊徽（不同方向各一個），

並且校徽或隊徽處於整個機械人的顯眼位置。 

 單個機械人廣告位不超過兩個，露出贊助商已提前向組委會進行申

報並獲得肯定批復。 

雜項 - 

 電池使用組委會指定產品（本賽季指定產品為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

司生產的電池）或正規廠家生產的 1 號、5 號、7 號乾電池，單台

機械人總電量不大於 200Wh。 

 電源額定電壓不大於 48V，電路無短路風險。 

 機械人發射機構的熒光充能裝置安裝符合要求。 

 禁止在比賽相關區域（包含但不限於備場區、檢錄區、候場區和賽

場區等）自行架設無線網路。 

 每位操作手至多使用一個遙控器，一個遙控器只能配對一個接收

機，遙控器只能使用組委會指定產品（本賽季指定產品為大疆創新

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遙控器）。 

 鐳射瞄準器發射的鐳射顏色必須為紅色，光功率小於 35mW，且鐳射

瞄準器的投射角不大於 5°（即鐳射瞄準器在水準距離一米的豎直

牆面上垂直投射，鐳射光斑包圍圓直徑小於 9cm）。 

 除鐳射瞄準器外，輔助機械人和工程機械人可安裝可見光發射設

備，在獲取炸彈時可使用補光燈以增強視覺識別特徵。其他地面機

械人不得安裝其他明顯的可見光發射設備。 

 機械人不存在可能破壞場地的機構。 

 機械人不存在可能固連其他機械人的機構。 

 不得在裝甲上投射燈光，不得在機械人機身上安裝任何通過反射或

折射裝甲兩側燈光，從而幹擾裝甲模組視覺特徵識別的設備。 

 步兵機械人可以進入補給站完成補彈動作。 

 機械人的救援結構不能抓取裁判系統模組。 

 輔助機械人的抓取機構抓取彈藥箱，但不能破壞彈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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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選拔賽-工程技術單項賽： 

類別 檢查項 說明 

機械人尺寸

及重量 

機械人初始尺寸

（長 x寬 x高） 

 運輸機械人（自動）：400x400x500mm 

 搬運機械人（手動）：400x400x500mm 

機械人伸展尺寸

（長 x寬 x高） 

 運輸機械人（自動）：400x400x500mm 

 搬運機械人（手動）：500x500x600mm 

機械人重量 

 運輸機械人（自動）：10kg 

 搬運機械人（手動）：10kg 

雜項 - 

 機械人的線路整齊、不裸露，無法避免的外露需用拖鏈、理線器等材

料進行線路保護。 

 機械人的外觀中不得出現明顯影響外觀的材料，如洗臉盆、塑膠瓶、

瓦楞紙、床單、肉色絲襪、白色泡沫板、氣墊膜等。 

 機械人上必須帶有兩個己方學校校徽或隊徽（不同方向各一個），並

且校徽或隊徽處於整個機械人的顯眼位置。 

 機械人不存在可能破壞場地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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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智能对抗赛 

正式版本 12月份發佈。 

 

 

智能对抗赛選拔賽-智能救火單項賽： 

類別 檢查項 說明 

機械人尺寸

及重量 

機械人初始尺寸（長

x寬 x高） 
 消防機械人：400x400x300mm 

機械人伸展尺寸（長

x寬 x高） 
 消防機械人：400x400x300mm 

機械人重量  消防機械人：10kg 

雜項 - 

 機械人的線路整齊、不裸露，無法避免的外露需用拖鏈、理線器等

材料進行線路保護。 

 機械人的外觀中不得出現明顯影響外觀的材料，如洗臉盆、塑膠

瓶、瓦楞紙、床單、肉色絲襪、白色泡沫板、氣墊膜等。 

 機械人上必須帶有兩個己方學校校徽或隊徽（不同方向各一個），

並且校徽或隊徽處於整個機械人的顯眼位置。 

 機械人不存在可能破壞場地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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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械人綜合對抗賽選拔賽-工程技術單項賽 

2.機械人智能对抗赛選拔賽-智能救火單項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