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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Super AI “飞天揽月”场地赛规则 

1 背景 

2020 年 11 月 24 日 4 时 30 分，中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探测器，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12 月 1 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

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区着陆。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

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我国的月球和行星探测将由此拉开更辉煌的篇章。 

本次比赛小学低年级组及小学高年级组以“飞天揽月”为主题，参赛学生在比赛现场使用自行

设计的机器人，展示中国航天发展及探索的过程，在普及知识的同时，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

力、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得以提升。 

2 比赛场地 

2.1 场地地图  

场地地图如图 1所示。 

 

图 1场地地图及任务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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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放置有任务模型的比赛场地透视图 

2.2 场地尺寸 

2.2.1 场地地图有效尺寸为长 1700mm、宽 1700mm。四周设置有厚 50mm、高 70mm 的泡沫围栏。 

2.2.2 场地中有一个月海基地，由一个长 300mm 宽 300mm 高 50mm 的平台和两个斜坡组成，如图

3 所示。 

 

图 3平台及斜坡尺寸 

2.2.3 场地左下角的地球区内有两个长 200mm、宽 200mm 的待命区，待命区是机器人启动的区域。 

2.2.4 场地上多个区域放置任务模型，各区有标识代表此处设置的相应任务模型种类，任务模型由裁

判直接放置或粘贴在任务区内。 

2.3 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

多，例如，场地表面不平整，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3 任务说明 

每场比赛各参赛队以程序控制及遥控两种方式分别控制 2 台机器人配合完成各个任务。机器人

可以自行安排任务的完成顺序。完成任务后，参赛队的所有机器人需回到指定区域结束比赛。 

比赛由自动时段和遥控时段组成，共 180 秒。在自动时段中机器人必须由程序控制自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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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控时段中参赛队员通过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小学低年级组自动时段 0秒，遥控时段 180秒；小

学高年级组自动时段 10 秒，遥控时段 170 秒。在自动时段中允许机器人完成任何任务，只有在自动

时段结束后，才能开始遥控时段。 

比赛中实际使用的任务模型在结构、颜色上可能与本规则上的图形稍有不同，参赛队应具备适

应能力。 

以下为比赛中机器人要完成的任务。 

3.1 长征火箭发射 

3.1.1 任务所用的 1 个长征火箭模型初始被放置在 A1 区。 

3.1.2 机器人需要将长征火箭模型从 A1 推送至 A2 区。 

3.1.3 长征火箭模型的底座与 A1 区无接触并保持直立，记 5 分。 

3.1.4 长征火箭模型的底座完全进入 A2 区并保持直立，加记 45 分。 

  

图 4长征火箭发射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2 月轨交会对接 

3.2.1 嫦娥五号上升器放置在 B1 区，轨道器放置在 B2 区。 

3.2.2  机器人需要将位于 B1 的嫦娥五号上升器推送至 B2。 

3.2.3  嫦娥五号上升器与 B1 区无接触，记 10 分。 

3.2.4  嫦娥五号上升器的对接头完全进入轨道器抱爪内，加记 50 分。 

 

图 5月轨交会对接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3 月壤采集 

3.3.1 月球区内，小学低年级组设置 6 个月壤模型，小学高年级组设置 8 个月壤模型。初始位置由裁

判在每轮比赛开始前随机确定，并使用贴纸或记号笔标记位置，同一组别的同一轮次均保持一致。 

3.3.2 机器人需分别将散布的月壤搬运至地球区，每次只能移动一个月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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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月壤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地球区内，每个记 10 分。 

 

图 6月壤采集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4 发现嫦娥石 

3.4.1 月壤分析模型和嫦娥石模型放置在 C 区中。 

3.4.2 机器人需要将至少 5 个月壤送入月壤分析模型的进料口，使月壤分析模型内的嫦娥石被顶出。 

3.4.3 分析模型的进料口内有至少 3 个月壤，记 20 分。 

3.4.4 嫦娥石模型与场地图接触，加记 40 分。 

 

图 7发现嫦娥石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5 玉兔科学探索 

3.5.1 月海基地中有 2 个玉兔月球车模型，比赛开始前分别放在两个斜坡正中间的位置。 

3.5.2 机器人需分别将 2 个月球车模型搬送至任务区 D1 和 D2。 

3.5.2 月球车模型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任务区 D1 或 D2 内，每个记 20 分。  

 

图 8玉兔科学探索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6 建立科研中心 

3.6.1 科研中心模型设置在月海基地的平台上。 

3.6.2 机器人要将两个组装模块推至模型中段。 

3.6.3 两个组装模块相互接触且与场地无接触，记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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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建立科研中心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7 登陆月海基地 

3.7.1 在比赛结束前，机器人需要进入月海基地区的斜坡处。 

3.7.2 机器人的驱动轮接触月海基地斜坡且与场地图无接触，每台机器人记 30 分。 

4 机器人 

4.1 对机器人所用器材的要求 

参赛队应自行设计和构建机器人。机器人仅限使用塑料外壳的电机，）、塑料拼插积木，不可使

用 3D 打印件，用于驱动机器人的动力电机重量不得超过 80g。所用器材不得有可能损坏比赛场地和

任务模型锋利边角和尖端。 

参赛队自备的器材中，除电机、电池盒、传感器、遥控器、摄像头之外，所有零件不得以螺

丝、焊接的方式组成部件，不允许使用胶水、扎带、橡皮筋、双面胶等辅助材料。对于禁止使用的

器材，参赛队应听从组委会和裁判的解释。 

4.2 对参赛机器人的要求 

项目 要求 

数量 每支参赛队可以使用 2台机器人。 

规格 
每台机器人（含控制器）总重量不超过 0.5kg，外形最大初始尺寸不超过长 200mm×宽 200mm×高 200mm。

比赛开始后，可伸展超出此尺寸。不允许使用 3D打印件、螺丝、扎带及橡皮筋等辅助材料。 

控制器 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器电机端口不超过 2 个，输入输出端口不超过 3 个。 

传感器 机器人允许使用的传感器种类、数量、安装位置不限。 

电机 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两个驱动轮，当电机用于驱动轮时，只允许单个电机独立驱动单个着地的轮子。 

电池 每台机器人电源电压不得超过 5 伏。电源需置于机器人控制器内，不得使用外接的电源。 

遥控 遥控机器人时只允许使用无线遥控遥控器的方式进行，仅限蓝牙及 2.4G 两种。 

5 比赛流程 

5.1 检录 

检录时，参赛队可携带机器人整机入场，但需通过全面检查，以确保符合相关规定。选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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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进行修整改进，复检通过后方可参加比赛。 

5.2 编程调试 

机器人的编程、调试只能在准备区进行，时间为 60 分钟。参赛队的学生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准

备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按照本规则第 4 节的要求进行检查。选手不得携带 U 盘、光盘、

手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 

5.3 赛前准备 

参赛队按组委会确定的参赛顺序携带自己的机器人，轮流上场比赛。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

赛队将被视为弃权。学生队员上场时，站立在待命区附近。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待命区，并将

携带的遥控器放置在场地上。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待命区。 

5.4 启动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的倒计数启动口令。随着倒计

数的开始，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队员可以按下遥控遥控器的一个按键去启动机器人完成

自动时段的任务，或等待自动时段结束。自动时段结束时，裁判将告知参赛队员拿起遥控器控制机

器人完成任务。自动时段与遥控时段更迭过程中计时不停。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告或处罚。第一次误启动后，参赛

队员要将机器放回待命区，等候裁判的再次倒计数启动口令。 

机器人一旦启动，参赛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及任务模型，重置的情况除外。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故意分离出部件或把机械零件掉在场上。偶然脱落的机器人零部件，由裁

判员及时清出场地。 

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程序错误完全越出场地边界，或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场地，该

机器人和物品不得再回到场上。 

5.5 重置 

 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向裁判员申请重置。裁判员同意重置后，场地状

态保持不变，队员可将需要重置的机器人搬回待命区并重新启动。每场比赛可以无限次数重置，但

每发生一次重置扣除 5 分。重置期间计时不停止，机器人已经完成的任务仍有效。重置过程中参赛

队员不得接触任务模型，否则该任务不得分。若发生重置时机器人携带有任务模型，则该任务模型

失效，应交由裁判保管。 

5.6 比赛结束 

每场比赛的时长为 180 秒。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如不准备继续比赛，应向裁判员示意，

裁判员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否则，等待裁判员的终场哨音。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队员除

应立即放下遥控器停止机器人动作外，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裁判员记录场上状

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签字表明知晓本场比赛的得分，并取回自己的机器人。 

5.7 场地赛得分 

每场比赛结束后要核查参赛队的得分。单场比赛的得分为完成任务分、剩余时间分、自动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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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分、重置扣分之和。完成任务分按比赛结束时模型的静止状态和任务完成标准记分，详见“3

任务说明”。剩余时间分为该场比赛结束时剩余时间的秒数，只有本组别设置的全部任务完成才可附

加剩余时间分。自动时段奖励分等于在自动时段完成的任何记分动作的得分之和。各轮比赛全部结

束后，以各单场得分的平均分作为参赛队的场地赛得分。 

6 犯规 

6.1 在裁判员“开始”命令发出前启动机器人为“误启动”。每场比赛中第一次误启动，参赛队将受

到警告；第 2 次误启动，该场比赛结束，参赛队成绩为 0 分。  

6.2 比赛开始后，选手如有未经裁判允许，接触场内物品或者机器人的行为，第一次将受到警告，第

二次再犯则该轮成绩为 0 分。 

 

6.3 启动后的机器人为了策略的需要，故意分离部件或掉落零件在场地上，这属于犯规行为。裁判将

视严重程度给予警告、判定该场成绩为 0 分的处罚，分离或掉落的零件则由裁判及时清理出场。 

6.4 所有参赛队均需保护比赛场地和任务模型，若比赛过程中因机器人冲撞或选手操作损坏比赛场地

或任务模型，该轮比赛成绩为 0 分。 

6.5 选手不听从裁判员指令的，酌情由裁判确定给予警告、该场成绩为 0 分、取消比赛资格等处罚。 

6.6 参赛队员检录入场后以任何方式与指导教师或家长联系，一经查实，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场

地赛成绩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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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飞天揽月”场地赛记分表 

 

参赛队：_______________                    组别：_________________ 

任务 得分条件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长征火箭发射 
火箭离开 A1 5 分   

火箭进入 A2 45 分   

月轨交会对接 
上升器离开 B2 10 分   

上升器进入抱爪 50 分   

月壤采集 月壤投影进入地球区 10 分/个   

发现嫦娥石 
有至少 3个月壤 20 分   

嫦娥石接触场地 40 分   

玉兔科研探索 月球车进入 D1 或 D2 20 分/个   

建立科研中心 两个组件模块相互接触 80 分   

登陆月海基地 机器人位于斜坡上 30 分/台   

  
自动时段奖励分（在自动时段完成的任何记分动作得分之和）    

剩余时间分（设置的任务全部完成后剩余比赛时间的秒数） 1 分/秒   

重置扣分 -5 分/次   

单场得分（任务分 + 剩余时间分 + 重置扣分）    

场地赛得分（各单场得分的平均分）   

注：“飞天揽月”场地赛的满分为 380 分。计算满分时假定所有任务均完成，不考虑自动时段奖励分、剩余时间分和

重置扣分。 

 

裁判员：__________   参赛队员：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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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Super AI “逐梦苍穹”场地赛规则 

1 背景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2022 年，中国航天蓝图已经绘就，中国空间

站将完成在轨建造任务，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测重大任务正式启动工程研制，天问一号探测器

着陆火星，祝融号火星车开始巡视探测，深空探测国家实验室等系列建设任务启动论证，全年计划

安排发射任务 60 余次……。三十载筚路蓝缕，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逐梦苍穹，永不停歇。 

本次比赛初中组及高中组以 “逐梦苍穹”为主题，参赛学生在比赛现场使用自行设计的机器

人，展示中国航天发展及探索的过程，在普及知识的同时，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动手能

力和团队精神得以提升。 

2 比赛场地 

2.1 场地地图  

场地地图如图 1所示。 

 

图 1场地地图及任务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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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放置有任务模型的比赛场地透视图 

2.2 场地规格 

2.2.1 场地地图尺寸为长 1700mm、宽 1700mm。四周有厚 50mm、高 70mm 的泡沫围栏。 

2.2.2 地图周围设置有高 50-70mm 的围栏。 

2.2.3 场地中设置有一个火星基地，由一个长 300mm、宽 300mm、高 50mm 的平台和两个斜坡组

成，如图 3 所示。 

 

图 3 平台及斜坡尺寸 

2.2.4 场地下方居中设有两个长 250mm、宽 250mm 的待命区，待命区是机器人启动、重置及返回的

区域。 

2.2.5 场地上有多个放置任务模型的区域，各个任务区有相应的标识代表此处设置的任务模型种类，

任务模型由裁判直接放置或粘贴在任务区内。 

2.3 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

多，例如，场地表面不平整，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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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务说明 

每场比赛各参赛队以程序控制及遥控两种方式分别控制 2 台机器人配合完成任务。机器人可以

自行安排任务的完成顺序。完成任务后，参赛队的所有机器人应回到指定区域结束比赛。 

比赛由自动时段和遥控时段组成，共 180 秒，其中自动任务为 20 秒，遥控任务 160 秒。自动任

务必须由机器人通过程序控制自主运行完成；遥控任务可由参赛队员通过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完成。 

比赛中实际使用的任务模型在结构、颜色上可能与本规则上的图形稍有不同，参赛队应具备适

应能力。 

以下为比赛中机器人要完成的任务，其中初中组应完成 1 个自动任务，高中组应完成 2 个自动

任务，应完成的自动任务在赛前由裁判抽签决定，且场地上只放这些任务的模型。此后所有轮次均

保持一致。如果自动时段尚有剩余时间，参赛队不得完成遥控任务。 

3.1 天问火星探测（自动任务） 

3.1.1 比赛开始前，任务所用的 1 个天问一号模型放在 A1 区。 

3.1.2 机器人需将天问一号模型从 A1 推送至 A2 区。 

3.1.3 天问一号模型垂直投影完全离开 A1 区，记 20 分。 

3.1.4 天问一号模型垂直投影部分进入 A2 区，加记 40 分。 

 

图 4天问火星探测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2 神舟飞船发射（自动任务） 

3.2.1 比赛开始前，携带航天员的神舟飞船模型放在 B1 区，空间站模型放在 B2 区。 

3.2.2 机器人需要将神舟飞船推送至空间站，并将携带的航天员转移至空间站内。 

3.2.3 神舟飞船与空间站接触，记 20 分。 

3.2.4 航天员进入空间站舱室内且全程与场地图无接触，加记 40 分。 

 

图 5神舟飞船发射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3 天基光伏发电（自动任务） 

3.3.1 比赛开始前，一个光伏电站及能量块模型放在 C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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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机器人需顺时针转动转柄使光伏电站模型向前倾，并使其上的两个能量块掉落，如图 6 所示。 

3.3.3 能量块与场地图接触，每个记 30 分。 

 

图 6 天基光伏发电任务模型状态 

3.4 太空垃圾回收（遥控任务） 

3.4.1 场地中放有数个太空垃圾模型，初中组 6 个，高中组 8 个。太空垃圾模型的初始位置由裁判在

赛前随机设置，并使用贴纸或记号笔标记位置，同一组别的所有轮次均保持一致。 

3.4.2 机器人需首先展开放在 D 区的回收站模型的面板，使回收站的收集筐打开，并将场地中散布的

太空垃圾搬送至此。 

3.4.3 回收站模型的两个面板被完全展开，记 30 分。 

3.4.4 太空垃圾模型投影进入收集筐且与场地无接触，每个加记 15 分。 

 

图 7 太空垃圾回收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5 启动深空探测（遥控任务） 

3.5.1 场地中设置有 2 个探测器模型，其初始位置由裁判在赛前随机设置，同一组别的所有轮次均保

持一致。 

3.5.2 机器人需分别将 2 个探测器模型运送至木星 E1 区和天王星 E2 区。 

3.5.3 探测器模型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 E1 及 E2 内，每个记 20 分。  

  

图 8启动深空探测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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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建设火星基地（遥控任务） 

3.6.1 比赛开始前，安装位设置在火星基地的平台上，平台下方设置有 5 个组件。 

3.6.2 机器人需要将组件搬送至安装位上。 

3.6.3 至少有两个组件被放置在安装位上并与场地无接触，记 30 分。如果安装位上只有一个组件，

不记分。 

3.6.4 进入安装位的组件叠放高度越高将获得更高得分，位于二层的组件，每个记 20 分，位于三层

及以上的组件，每个记 25 分。 

 

 
图 9建设火星基地任务模型初始及完成状态 

3.7 返回地球（遥控任务） 

3.7.1 在比赛结束前，场地中的机器人需要返回待命区。 

3.7.2 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触待命区，每台机器人记 30 分。 

4 机器人 

4.1 搭建器材要求 

参赛队应自行设计和构建机器人。机器人仅限使用塑料外壳的电机、塑料拼插积木，不可使用

3D 打印件，用于驱动机器人的动力电机重量不得超过 80g。所用器材不得有可能损坏比赛场地和任

务模型锋利边角和尖端。 

参赛队自备的器材中，除电机、电池盒、传感器、遥控器、摄像头之外，所有零件不得以螺

丝、焊接的方式组成部件，不允许使用胶水、扎带、橡皮筋、双面胶等辅助材料。对于禁止使用的

器材，参赛队应听从组委会和裁判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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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机器人设计要求 
项目 要求 

数量 每支参赛队可以使用 2 台机器人。 

规格 
每台机器人（含控制器）总重量不超过 1.0kg，外形最大初始尺寸不超过长 250mm×宽 250mm×高

250mm。比赛开始后，可伸展超出此尺寸。不允许使用 3D打印件、螺丝、扎带及橡皮筋等辅助材料。 

控制器 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器电机端口不超过 4 个，输入输出端口不超过 8 个。 

传感器 机器人允许使用的传感器种类、数量、安装位置不限。 

电机 
机器人允许使用的电机数量不限。但当电机用于驱动轮时，只允许单个电机独立驱动单个着地的轮

子。 

电池 每台机器人电源电压不得超过 9 伏。电源应置于机器人控制器内，不得使用外接的电源。 

遥控 遥控机器人时只允许使用无线遥控遥控器的方式进行，仅限蓝牙及 2.4G 两种。 

5 比赛流程 

5.1 检录 

检录时，参赛队可携带机器人整机入场，但需通过全面检查，以确保符合相关规定。选手应对

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进行修整改进，复检通过后方可参加比赛。 

5.2 编程调试 

机器人的编程、调试只能在准备区进行，时间为 60 分钟。参赛队的学生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准

备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按照本规则第 4 节的要求进行检查。选手不得携带 U 盘、光盘、

手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 

5.3 赛前准备 

参赛队按组委会确定的参赛顺序携带自己的机器人，轮流上场比赛。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

赛队将被视为弃权。学生队员上场时，站立在待命区附近。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待命区，并将

携带的遥控器放置在场地上。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待命区。 

5.4 启动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的倒计数启动口令。随着倒计

数的开始，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队员可以按下遥控遥控器的一个按键去启动机器人完成

自动时段的任务，或等待自动时段结束。自动时段结束时，裁判将告知参赛队员拿起遥控器控制机

器人完成任务。自动时段与遥控时段更迭过程中计时不停。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告或处罚。第一次误启动后，参赛

队员要将机器放回待命区，等候裁判的再次倒计数启动口令。 

机器人一旦启动，参赛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及任务模型，重置的情况除外。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故意分离出部件或把机械零件掉在场上。偶然脱落的机器人零部件，由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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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员及时清出场地。 

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程序错误完全越出场地边界，或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场地，该

机器人和物品不得再回到场上。 

5.6 重置 

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向裁判员申请重置。裁判员同意重置后，场地状

态保持不变，队员可将需要重置的机器人搬回待命区并重新启动。每场比赛可以无限次数重置，但

每发生一次重置扣除 5 分。重置期间计时不停止，机器人已经完成的任务仍有效。重置过程中参赛

队员不得接触任务模型，否则该任务不得分。若发生重置时机器人携带有任务模型，则该任务模型

失效，应交由裁判保管。 

5.7 比赛结束 

每场比赛的时长为 180 秒，其中自动时段为 20 秒，遥控时段任务 160 秒。参赛队在完成一些

任务后，如不准备继续比赛，应向裁判员示意，裁判员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否则，等待裁判员的

终场哨音。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队员除应立即放下遥控遥控器停止机器人动作外，不得与

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裁判员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得分，并取回

自己的机器人。 

5.8 场地赛得分 

每场比赛结束后要核查参赛队的得分。单场比赛的得分为完成任务分、剩余时间分、重置扣分

之和。完成任务分按比赛结束时模型的静止状态和任务完成标准记分，详见“3 任务说明”。剩余时

间分为该场比赛结束时剩余时间的秒数，只有本组别设置的全部任务完成才可附加剩余时间分。各

轮比赛全部结束后，以各单场得分的平均分作为参赛队的场地赛得分。 

6 违规 

6.1 在裁判员“开始”命令发出前启动机器人为“误启动”。每场比赛中第一次误启动，参赛队将受

到警告；第 2 次误启动，该场比赛结束，参赛队成绩为 0 分。  

6.2 比赛开始后，选手如有未经裁判允许，接触场内物品或者机器人的行为，第一次将受到警告，第

二次再犯则该轮成绩为 0 分。 

6.3 启动后的机器人为了策略的需要，故意分离部件或掉落零件在场地上，这属于犯规行为。裁判将

视严重程度给予警告、判定该场成绩为 0 分的处罚，分离或掉落的零件则由裁判及时清理出场。 

6.4 所有参赛队均需保护比赛场地和任务模型，若比赛过程中因机器人冲撞或选手操作损坏比赛场地

或任务模型，该轮比赛成绩为 0 分。 

6.5 选手不听从裁判员指令的，酌情由裁判确定给予警告、该场成绩为 0 分、取消比赛资格等处罚。 

6.6 参赛队员检录入场后以任何方式与指导教师或家长联系，一经查实，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场

地赛成绩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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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逐梦苍穹”场地赛记分表 

 

参赛队：_______________                    组别：_________________ 

任务 得分条件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自动任务 

20 秒 

天问火星探测 
天问离开 A1 20 分   

天问进入 A2 40 分   

神舟飞船发射 
飞船与空间站接触 20 分   

航天员进入空间站 40 分   

天基光伏发电 能量块与场地图接触 30 分/个   

遥控任务 

160 秒 

太空垃圾回收 
两个面板均展开 30 分   

太空垃圾进入收集筐 15 分/个   

启动深空探测 探测器进入 E1 或 E2 20 分/个   

建设火星基地 

一层至少两个组件  30 分   

位于二层的组件 20 分/个   

位于三层及以上的组件 25 分/个   

返回地球 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触待命区 30 分/台   

  
剩余时间分（180-遥控时间，1分/秒，设置的任务全部完成）    

重置次数扣分（-5分/次）    

单场得分（自动任务分 + 遥控任务分 + 剩余时间分 + 重置扣分）    

任务总得分（各单场得分的平均分）   

注：“逐梦苍穹”场地赛，初中组满分为 380 分，高中组满分为 470 分。计算满分时假定所有任务均完成，不考虑剩

余时间分和重置扣分。 

 

裁判员：____      __   参赛队员：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