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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REL 机器人 AI 挑战赛

“全民运动”主题及规则方案（初中）

1.REL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简介

REL(“机器人探索联盟”缩写)机器人AI挑战赛是旨在激

发青少年科学志趣、培养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展示参

赛选手有关青少年电脑机器人综合素质和技能的赛事。要求

参赛选手现场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设计制作机器人并进行

编程完成现场随机抽取的任务。

2.竞赛主题

为响应国家有关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培养青少年重视提高

全民健康水平的意识，本次竞赛以全民健身运动为主题，围

绕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辅助工具，引导科学健身、健康科普

等活动主题，要求设计制作一台模拟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完

成热身运动、激活路标、送补给、护送长跑等系列任务。

3、比赛说明

3.1、定义

3.1.1、自主—启动的机器人就是“自主”的，无需帮助就

可以运行。

3.1.2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是由一张任务地图以及其中摆放的各色任务

模型及场景组成，所有的任务模型及场景利用子母扣扣在场

地上，在整个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不得利用机器人移动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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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扣好的任务及场景模型，只可利用机器人对指定的某些任

务模型进行相对应的操作。机器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若对

不可移动的场景进行移动及破坏，则进行相对应的扣分处

理。

比赛的场地大小为1140x2360mm(一块FLL场地的标准尺

寸）。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任务地图的误

差。如果任务地图的尺寸有误差，不能与边框吻合，则优先

保证任务地图的南边缘与边框贴紧，东西向居中，起始区可

能会略有增大。

3.1.3、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原则上为冷光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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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机器人

在设计机器人时应充分考虑各种措施减少外界对机器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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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生的不良影响。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诸如：任务地图

下面有颜色深浅不一的纹路；任务地图本身有皱褶、衬底有

小的起伏不平整；尺寸有误差；边框上有裂缝；光照条件有

变化等等。

3.1.4、中断—如果比赛中选手与基地外的机器人发生肢体

接触，这就是“中断”。中断的机器人可以拿回起始区重新

出发但是计时不中断且必须接受一次犯规处罚。

3.1.5、比赛—比赛持续2分钟。机器人从起始区出发，试图

完成所有的任务。

3.1.6、任务—“任务”是能得分的一个或多个要达到的目

标。

有些任务的完成状态必须在比赛结束时还能见到。

有些任务必须让裁判员看到以特定的方法完成。

完成任务必须是机器人整体来完成的，不能以脱离机器

人主体的“策略物”来完成任务。（线以及软管不属于机器

人的一部分）。

3.1.7、参赛机器人出起始区后运行时需为自动机器人，能

自主独力完成任务。选手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干扰或辅助

机器人执行“任务”，否则取消该队该场比赛资格。

3.1.8、本年度场地任务规定，机器人必须全程自主运行，

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遥控/线控系统控制机器人，否则取消

该队参赛资格并且必须立刻退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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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比赛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如：场上控制器

太多导致蓝牙模块搜索量增加导致控制器进入假死状态等

情况。控制器上的任何蓝牙或WiFi功能必须在比赛过程中始

终处于关闭状态。

3.1.10、现场机器人可拆分机械臂离开主体时不能包含任何

电机和传感器。

3.1.11、本年度场地任务规定不能使用任何液压或气压设

备。

3.1.12、参赛队必须准备充足的零件和设备预案。如果设备

发生任何意外和故障，组委会将不负责提供维护或更换。机

器人在正式比赛中开始运行后不允许重新下载程序、更换控

制器等电气部件。

4.机器人和器材

4.1 为充分发挥选手的特长和优势，本届竞赛不限器材，但

使用的每个零件均为环保无毒以及高精度的产品。为保证比

赛公平公正，因场地任务和调试现场的需要，技术上要求参

赛机器人必须具备蓝牙传输功能、WiFi 连接功能；配合任务

的超声波传感器、颜色传感器、触碰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

和内置角度传感器的伺服马达。

4.2 参赛机器人出发前的尺寸大小（含机械臂）必须在基地

投影内，不能压线，高度限制在 30.5cm 内（线材以及软管

可不视为投影和限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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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竞赛规则及任务规则

5.1 竞赛规则

5.1.1 在比赛现场赛台边缘每次只允许有两名参赛队的“技

术队员”。

例外：其它队员在比赛中需要应急修理时可以介入，然后离

开。

其它参赛队员在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下应向后站，在任何时

候能替换当前技术队员的新技术队员可以例外。

5.1.2 赛场上家长或教练不可陪同以及任何方式交流。

5.1.3比赛中，每台机器人最多只允许使用1个控制器，4个

电机和4个传感器。

比赛中，所有备用控制器必须留在准备区。

各种形式的遥控或与机器人有数据/信息交换的装置在

比赛区中是非法的。

5.1.4机器人必须完全出起始区才能开始完成任务。

5.1.5机器人必须完全在起始区内，选手才可以对机器人进

行操作更换机械臂。对于机器人未完全在起始区内就进行操

作的，按照中断机器人处理。

5.1.6 机器人试图完成任务后必须完全回到起始区内，参赛

队员才可以手动操作。

5.1.7 赛前选手需要将机器人交给组委会检查，机器人的体

积规格以及所用材料和机器人的安全性不符合要求，且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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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赛前整改的取消参赛资格。零件之间不允许用任何形式

的胶水、胶带固定。

5.1.8每个参赛队伍的队员需要现场编写机器人程序以及调

试机器，时间为120分钟，每一轮比赛前裁判会宣布封存机

器人主体(可拆分机械臂不封存），上场比赛时领回各自机

器人进行比赛。比赛时间为2分钟，裁判员以哨音或语音提

示结束比赛。此后，参赛队员应立即停止自主的机器人，停

止不及时将可能造成当前的得分判为无效。在裁判员确认得

分前，任何人不能接触和移动场上的得分物品和改变得分状

态。

5.2 任务规则

5.2.1 激活路标

本项任务是通过人工智能干预，激活路标为参与长跑健身的

人们提供实时路况和道路指挥实现智能保驾护航。

任务：按下开关，把路标树立起来

得分：路标立起，可以明显看到立杆的第四个圆孔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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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得分 不得分

5.2.2 智能运送补给

在长跑运动中，体内热量和水消耗较大，如果不及时补充，

会出现不良反应，因此保证补给站里的水源充足就显得十分

必要。但各补水站的水源需求量都不相同，需要通过智能机

器人及时进行合理调配。

任务：将物资送至坐标补给站（固定坐标：X3-Y2）的

区域内。

得分：不完全在补给站内 10 分

完全在补给站内 20 分

得 20 分 得 10 分 不得分

5.2.3 护送长跑

在长跑运动特别是在马拉松运动中，为应对运动员突发身体

不适，降低健康风险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运动过程中，往

往会在运动的必经路线沿途设有智能救护站，并设智能陪跑

机器人陪跑。

任务：比赛过程中，完全经过两个弧线区域。完成任务

过程中机器人主体部分（不包含机械臂）不脱离弧线。

得分：完全经过一个弧线（即机器人沿弧线跑完全部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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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部分） 15 分

未脱离弧线 未脱离弧线 脱离弧线

5.2.4 保龄球运动

保龄球是室内活动，不受时间、气候等外界条件的影响，

不受年龄的限制，易学易打，是一项男女老少皆宜的体育运

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项时尚运动，欧洲、美洲、大

洋洲和亚洲一些国家流行运动项目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模拟

人类参与保龄球运动，将激发公众健身乐趣。

任务：把场地上的运动员送到保龄球发球区内，用起始

区内提供的球击倒保龄球瓶。（限定：运动员完全在发球区

内，机器人才能释放“保龄球”。机器人必须完全在发球线

北面释放出“保龄球”，让“保龄球”沿着赛道滚动击倒保

龄球瓶，“保龄球”在滚动过程中不能超出赛道边界。保龄

球瓶有 10 个，“保龄球”有 1 个）

场地布置补充：在保龄球瓶摆放的区域南面边墙上会贴一张

气泡膜，降低边墙的弹性。如图：

https://baike.so.com/doc/5353537-5589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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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运动员完全在保龄球发球区内 15 分

及，击倒保龄球 1~3 个 10 分

或，击倒保龄球 4~6 个 20 分

或，击倒保龄球 7~10 个 30 分

运动员 运动员得分 运动员不得分

机器人完全在发球线以北 保龄球得分

5.2.5 智能仓储

全民健身活动组织中，智能仓储是保障健身活动物资储

备的一个环节，智能仓储通过科学的编码，可方便地对库存

货物的批次、质量等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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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仓储场地布置

任务：起始区内有 2 个物资箱，1 个黑色、1 个黄色，

场地上随机摆放 1 个红色物资箱；将物资箱运送到指定物资

存放区内（指定区域为起始区正上方的红色方框内）。将红

色物资箱放置在物资存放区的平台上将有额外奖励分，红色

物资箱在比赛过程中不能回基地。（限定：机器人每次只能

携带一个物资箱；且“围墙”没有离开起始位置；物资存放

区包含平台。）

得分：物资箱完全在存放区内 10 分/个

及，红色物资箱在平台一层 10 分

或者红色物资箱在平台二层 20 分

基地内的道具 不得分 得 10分 得 20 分 得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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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50分 得 50 分

5.2.6 攀岩援救

攀岩运动有"岩壁芭蕾"、"峭壁上的艺术体操"等美称，

由登山运动衍生而来，富有很强的技巧性、冒险性，是极限

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在世界上十分流行。因为攀岩运动

的危险性，导致救援行动比较困难，需要智能机器人自动到

达救援地点形成一个救援平台，方便救援行动的开展。

任务：一台机器人完全爬上岩壁，且机器人任何部分都

不与场地膜接触。

得分：机器人完全在岩壁上。 20 分

岩壁 得 20 分

5.2.7 犯规处罚

裁判手上有五个 2x4 积木块，中断机器人一次，裁判将

在不影响机器人运行的角落放置一个积木块，最多放置五

个，之后就不再处罚。场上有一个处罚积木块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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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区外不能遗留“策略物机械臂”，遗留一个策略物

扣 5 分。

5.2.10 比赛现场的随机事件

比赛前抽签决定：(抽签为抽取 X,Y 轴坐标方式)

（1）“激活路标”任务的路标位置

（2）“智能运送补给”任务补给物的位置

（3）“保龄球运动”任务运动员位置

（4）“护送长跑”任务两个线路弧线的位置

（5）“智能仓储”任务的红色物资箱的位置

以上抽签放置的三个任务道具不固定在场地膜上，立路

标的任务道具，机器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能大范围移

动，如果移动则判定任务失败。（判定大范围移动的标准：

任务道具在比赛过程中离开原有的十字坐标轴）

抽签的坐标轴包含 X1\Y1;X5\Y1;X1\Y4;X5\Y4;四个坐

标轴，任务道具摆放在坐标轴虚线的交叉点中间。

“路标”任务道具不会出现在以下 3 个坐标点：

（X1、Y2）；（X3、Y1）；（X5、Y3）

5.2.11 随机道具摆放方向

“路标”任务道具触发按键位置：在 Y1 坐标轴上，

按键位置朝北摆放；在（X5、Y2）（X3、Y3）坐标轴上，

按键位置朝北摆放；其余位置都为朝南摆放。

“运动员”任务道具摆放方向为南北方向竖直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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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分

为减少比赛期间的争议，该场比赛结束后只根据当时场

地上的情况来判定得分。比赛结束时，裁判会仔细检查赛场

并记下物品的状态和位置。这就是说，如果已经完成的任务

被机器人在比赛结束前破坏了，就无法得到该分数。

7.确定获胜队

7.1 每场比赛后，参赛队的最终得分为各种动作的得分扣除

罚分，按最终得分多少确定胜负。

7.2 若分数相同，则以完成任务中犯规次数计算成绩，用犯

规次数少者为胜。若还不能分出胜负，则以两者最高得分中，

得分高者为胜。若还不能分出胜负，则以用时少者为胜。

7.4 比赛共分 3 轮，取 3 轮得分相加之和为比赛最终成绩。

7.5 对于所有判定胜负的条件都持平的罕见情况，仲裁组将

决定怎么做。

8.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8.1 未准时到达的参赛队，每迟到1分钟则判罚该队10分。

如果比赛开始2分钟后参赛队仍未到场，该队将被取消比赛

资格。

8.2 第一次误启动的参赛队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第二次误

启动的参赛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3 违反对器材的规定，又无法纠正，由裁判长决定处理办

法，但是，无论怎样处理，该参赛队队伍不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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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8.5 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教练员或

家长联系，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6 比赛中总会产生一些难以估计的问题，裁判员遵循的原

则是“疑问从无，裁定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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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REL 机器人 AI 挑战赛计分表(初中)

参赛队伍编号： 队名：

任务名称 得分条件 分值 得分

1 激活路标 路标立起，可以明显看到立杆的第四个圆孔 20

2 智能运送补给
不完全在补给站内 10

完全在补给站内 20

3 护送长跑
完全经过一个弧线 （即机器人沿弧线跑完全部

弧线部分）共有两条弧线
15 分/条

4 保龄球运动

运动员完全在发球区 15

击倒保龄球 1~3 个 10

或，击倒保龄球 4~6 个 20

或，击倒保龄球 7~10 个 30

5 智能仓储

物资箱完全在存放区内且围墙没有位移 10 分/个

红色物资箱在平台一层 10

或，红色物资箱在平台二层 20

6 攀岩援救 机器人完全在岩壁上。 20

7 犯规 犯规一次扣 5分，最多 5次

时间 总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