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届 NOC 大赛 智能竞技类 

机器人创意设计与技能挑战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 

2.参赛人数：1人。 

3.指导教师：1人（可空缺）。 

4.每人限参加 1个赛项、1支队伍。 

二、竞赛流程 

1.参赛报名：参赛选手按地方组委会规定的方式和时间进行报名，

报名成功的选手有参加地方选拔赛的资格。 

2.地方选拔：由地方组委会负责组织，依据全国组委会给定名额，

确定地方入围选手，并按规定时间报送全国组委会。 

3.全国决赛：入围选手现场确定一、二、三等奖，入围但未能到

达决赛现场参赛的选手视为弃权，不予评奖。 

三、竞赛过程 

（一）现场机器人创新搭建和编程（含场地测试） 

1.参赛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赛场。裁判对参赛队员携带的器材进

行检查，所有器材必须保持相对独立，除机器人处理器、电机、电机

驱动卡、传感器等电子部件外，其他所有组成部分不得具备整体功能，

即其他所有零件不得以焊接、铆接、粘接、拼差等方式提前进行组合。

参赛队员不得携带照相、摄像设备及通信工具，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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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盘、光盘等存储设备中不得存储编程软件和规则允许范围之外的任

何文件，如预先编写好的程序或用于指导编程的文件等。 

2.所有参赛选手到场就位后，裁判以抽签方式决定任务项目位置、

顺序后进行现场公布，并在相应任务区内根据规则要求安装场地道具。 

3.参赛选手自带竞赛用笔记本电脑，并保证比赛时笔记本电脑电

量充足（可自备移动充电设备）。裁判检查电脑中是否存储了规则中

禁止预先存入的文件。参赛选手携带的 U盘或光盘表面应标示选手姓

名，比赛前交由裁判统一保管。如电脑中的编程软件发生故障导致比

赛无法正常进行，在裁判确认并审核后方可启用备份编程软件（耗时

计入“竞赛时长”）；选手应具备自行安装机器人驱动程序和进行编程

软件环境参数设置的能力，裁判不对此项工作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4.机器人创意搭建除使用机器人相关器材和零件之外，提倡参赛

选手充分利用３Ｄ打印、数控机床（CNC）、雕刻机等相关技术和设备

设计并制作零件用于创意搭建和完成任务。符合技术标准的，计算分

数时根据规则获得相应加分权值。 

5.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搭建、编程调试后，按照裁

判现场规定的顺序进行陈述与答辩和技能挑战。 

（二）搭建机器人创新点与设计思路陈述与答辩 

参赛队员须参加陈述与答辩，并携带机器人。 

（三）现场技能挑战 

1.参赛队员按照裁判现场规定的顺序进入赛场的比赛区，按顺序

逐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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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出发区，机器人的出发方向不做

相应要求，但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不能超出出

发区。 

3.启动前准备工作不得超过 1分钟，完成准备工作后，参赛队员

应向裁判及时示意。 

4.参赛队员在裁判给出“开始”命令后，可以触碰机器人上的一

个按钮或给机器人上的传感器一个信号来启动机器人。不得使用编程

用计算机或遥控器等设备用于机器人的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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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自带的控制器中的程序控制，参赛

队员不得以任何工具、任何方式“遥控”机器人，或在场地上及周围

环境以任何方式引导机器人的行动。参赛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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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地上；偶然脱落的机器人零部件，由裁判随时清理出场地；为了

策略需要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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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品不得再回到场地上。 

6.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向裁判申请重试。

裁判同意重试后，场地状态保持不变，参赛队员可将机器人移回出发

区后自行启动，无需裁判的启动指令；每轮比赛只有一次重试机会，

重试期间计时不停止，也不重新开始计时；重试前机器人所完成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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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无效，不计入得分，没有完成的任务，如果道具位置没有发生变化，

可继续尝试完成，如果道具位置已经发生变化，不得恢复道具位置。 

7.参赛队员在规定竞赛时长内完成技能任务并返回出发区后，裁

判即刻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如未在规定竞赛时长内完成技能任务，

裁判给出结束命令后，参赛队员应立即切断机器人的电源，并不得与

场地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 

8.如因机器人投出的球体、机器人身上脱落的结构件及饰物阻碍

了机器人运动或造成其他任务区的道具位置发生变化，在任务完成的

过程中不可以恢复。 

9.裁判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计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己的得

分并签字，并尽快离开比赛区，不得在非比赛状态时在比赛区观看

或逗留。 

10.裁判或志愿者将场地恢复到启动前状态。 

11.技能挑战为连续的两次机会，参赛队员在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允许简单维修机器人但不得重新下载程序，且维修和调整时间不得超

过 1分钟。 

四、竞赛时长 

1.现场机器人创新搭建、软件安装与编程、场地测试：90分钟/

组别。 

2.搭建机器人创新点与设计思路陈述与答辩：5分钟/组别。 

3.现场技能挑战：小学组 60秒，初中组 70秒，高中组 8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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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能主题 

球技争霸 

六、技能场地 

 

1.场地外部尺寸长 3000mm，宽 1500mm，四周没有围栏。 

2.场地地面为灯箱布或亚光相纸铺设而成，线条直接喷绘在地面

上，黑色引导线为 X交叉线，引导至各任务区域附近，引导线宽度为

20mm，交叉点中心为整个场地的几何中心位置，引导线末端处于各任

务区边界虚线中间位置，距离虚线 20mm。其他的任务标志线，将在

抽取任务位置后，由裁判根据规则中的尺寸和位置要求现场粘贴，标

志线颜色与引导线一致，粘贴厚度不超过 1mm。 

3.蓝色机器人出发区尺寸长、宽各为 300mm，出发区域内无黑色

引导线。X交叉线与出发区之间无引导线相连接。 

4.任务区为图中四个蓝色虚线包围的区域，每个任务区长 750mm，

宽 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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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橄榄球技能挑战区：尺寸长 750mm，宽 600mm；球门所有部分

使用横截面为边长 20mm 的正方形木料或合成材料制作。两根球门立

柱尺寸高均为 220mm；一根木质球门横梁尺寸长 400mm，位于距地面

100mm的位置，将球门立柱之间区域平均分为上下两半；立柱与地面、

立柱与横梁均安装牢固；球门线与黑色引导线距离 500mm；橄榄球为

聚氨酯环保材料制成，长 80mm，宽 60mm（最大直径处），重量约 20g；

置球点为一黑色标记，粘贴于地面上。橄榄球的放置角度必须和置

球点的角度完全一致。 

 

 

6.篮球技能挑战区：尺寸长 750mm，宽 600mm；篮筐直径 150mm，

与场地地面垂直距离为 400mm，篮筐中心距“投篮线”的水平距离为

375mm；篮筐材质为 3D打印材质，无网；篮筐与高 500mm、宽 100mm、

厚 20mm 的“篮板”垂直固定。篮板表面，篮筐水平面向下 100mm 处

有一条红线；“投篮线”长 200mm，宽 20mm，距离任务区边界蓝色虚

线 150mm；比赛用“篮球”为标准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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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龄球技能挑战区：尺寸长 750mm，宽 600mm；球道宽 200mm，

两侧木质围栏长 600mm，高 50mm，厚 20mm；球瓶区为边长 100mm 的

等边三角形；放置的六个圆柱塑料球瓶直径 25mm，高 50mm；球架长

80mm，宽 80mm，高 150mm，与所在任务区中轴线和任务区边线的平行

距离、垂直距离均为 150mm；为稳定放置保龄球，球架顶部四周有围

挡，高度不超过 10mm；球架为一简易机械装置，当机器人任意部位

碰撞球架靠近引导线一侧的任意位置，球架会向引导线一侧产生不超

过 45 度的倾斜，保龄球会向引导线一侧滑出（图中装置只起示意作

用，以实际比赛使用的装置为准）；比赛用球为标准高尔夫实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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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尔夫球技能挑战区：尺寸长 750mm，宽 600mm；“球洞”为

一现场画在地面上的直径为 100mm左右的空心圆，球洞中心距任务区

边线 550mm 左右（均以竞赛现场实际为准）；球摆放位置与球洞的圆

心在同一直线上；比赛用球为标准高尔夫实物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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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表面不是非常平整，光

照条件有变化等。参赛队员在设计机器人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七、技能任务 

1.小学组：机器人由出发区启动后，在规定竞赛时长内连续完成

两种球技挑战（种类、位置和顺序由裁判现场抽签公布）并返回出

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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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中组：机器人由出发区启动后，在规定竞赛时长内连续完成

三种球技挑战（种类、位置和顺序由裁判现场抽签公布）并返回出

发区。 

3.高中组：机器人由出发区启动后，在规定竞赛时长内连续完成

四种球技挑战（位置和顺序由裁判现场抽签公布）并返回出发区。 

4.技能解析： 

橄榄球：球由裁判提前放置在置球点上，角度与置球点保持一致；

机器人可采用整体或部分运动撞击的方式使橄榄球滚动或飞起；机器

人不得以任意方式“持球”（橄榄球仅与机器人接触而不与地面接触

的时间不得超过 1 秒钟）；橄榄球完全越过球门线或在横梁上方、门

柱之间的区域穿过球门即为完成任务；从横梁上方进球的得分较多。 

篮球：定点投篮一次，球由参赛队员在机器人出发前预装在机器

人上；投篮时，机器人必须有任意部位进入任务区，但任意部位均不

得越过投篮线；可采用弹射、抛投等各种方式进行投篮，但力量不能

威胁到周边人员安全或破坏场地；机器人扔出的篮球触碰到篮板上

红线以上的部分或篮筐任意部分即为完成任务；篮球整体穿过篮筐

即为进球。 

保龄球：自主取球并“滑步”抛击球瓶一次，即机器人必须触碰

球架上靠近引导线一侧的任意位置，使球架产生倾斜，将球完全从球

托上取下然后抛入球道；如直接对球托上的球采取撞击、拨动等方式

使其进入球道，则视为任务失败；保龄球击倒任意数量球瓶即为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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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球和球瓶由裁判提前放置；机器人任意部分不得越过任务区边

线进入球道。 

高尔夫球：“挥杆”击球一次，球由裁判提前放置；机器人身上

必须具有能独立挥动的“杆”状构件，如采用机器人车体撞击方式，

则视为任务失败；高尔夫球垂直投影的任意部分越过“球洞”边缘，

即为进球。 

返回：机器人完成所有任务后，垂直投影的任意部分进入“出发

区”则视为机器人返回，计时停止，比赛结束；机器人在完成所有

任务之前可随意进入或经过出发区，此时不被视为返回，比赛正常

进行。 

八、机器人要求 

1.自备机器人散件器材不限，可以是机器人套材，亦可根据参赛

选手实际情况携带其他材料，允许混合使用；鼓励搭建材料的多样化；

鼓励使用 3D 打印技术、数控机床、雕刻机等技术和设备自主设计零

部件。 

2.现场机器人在搭建前，所有自备散件必须通过裁判检查，确保

所有零件处于分散状态，如自行设计制作的零件为拼装模式，也应处

于分散状态。机器人主机中的程序在竞赛前必须被清空。 

3.每位参赛队员只能使用一台机器人，不允许串换或共用一台机

器人，一经发现，取消相应参赛队员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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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出发区内，机器人外形最大尺寸不得超过长 300mm、宽 300mm、

高 300mm。开始比赛后（包括完成任务返回出发区时），机器人外形

可以不受此尺寸限制。 

5.机器人身上可以标示参赛队员名称。在不影响正常比赛的基础

上，机器人可进行个性化装饰，以增强其表现力，也容易被识别。 

6.机器人所用的控制器、电机、传感器及其他结构件数量不限，

但机器人的控制器、电机、传感器必须是独立的模块。机器人的重量

不得超过 3kg。 

7.机器人身上的所有零部件必须固定牢靠，不允许分离或脱落在

场地上。 

8.为了安全，机器人所使用的直流电源电压不得超过 12V。 

9.不允许采用有可能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策略。 

10.机器人只可通过“按下按钮”或“给传感器信号”的方式进

行启动，成功启动后机器人必须自主运行。 

九、评分标准 

竞赛成绩＝（搭建与编程得分+陈述与答辩得分+技能挑战得分）

×创意设计系数。 

1.搭建与编程：5分。 

（1）创新性：2分。 

（2）制作工艺：1分。 

（3）任务策略及程序编写：2分。 

2.陈述与答辩：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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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能挑战：任务得分+时间奖励分。 

（1）小学组：在 60 秒内连续完成两种球技挑战并返回出发区。

其中，每完成一种球技项目的基本动作（如使橄榄球从横梁下方进入

球门，将篮球抛出并接触“篮板”或“篮筐”，按规则中的要求将保

龄球抛入球道、击打高尔夫球）计 30 分，成功返回出发区计 20 分；

每种球技项目如出现“进球”（如橄榄球从横梁上方立柱之间的区域

飞入球门、篮球入筐、保龄球击倒至少一个球瓶、高尔夫球任意部分

进入球洞）则每进一球加 10分，满分 100分。 

（2）初中组：在 70 秒内连续完成三种球技挑战并返回出发区。

其中，每完成一种球技项目的基本动作（如使橄榄球从横梁下方进入

球门，将篮球抛出并接触“篮板”或“篮筐”，按规则中的要求将保

龄球抛入球道、击打高尔夫球）计 20 分，成功返回出发区计 10 分；

每种球技项目如出现“进球”（如橄榄球从横梁上方立柱之间的区域

飞入球门、篮球入筐、保龄球击倒至少一个球瓶、高尔夫球任意部分

进入球洞）则每进一球加 10分，满分 100分。 

（3）高中组：在 80 秒内连续完成四种球技挑战并返回出发区。

其中，每完成一种球技项目的基本动作（如使橄榄球从横梁下方进入

球门，将篮球抛出并接触“篮板”或“篮筐”，按规则中的要求将保

龄球抛入球道、击打高尔夫球）计 18 分，成功返回出发区计 8 分；

每种球技项目如出现“进球”（如橄榄球从横梁上方立柱之间的区域

飞入球门、篮球入筐、保龄球击倒至少一个球瓶、高尔夫球任意部分

进入球洞）则每进一球加 5分，满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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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 NOC 大赛 智能竞技类 

（4）在规定竞赛时长内完成所有技能任务，每提前 1秒加 1分；

机器人在没有完成全部任务或没有按规定顺序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返

回出发区并停止运行（或此时选手示意裁判任务完成），不计时间分。 

（5）未按规定顺序完成的项目，该项目不计分。 

（6）取两轮得分中多的一次作为技能挑战环节的最终得分。 

4.创意设计系数：如机器人的设计和制作充分利用了３Ｄ打印、

数控机床（CNC）、雕刻机等技术和设备，则在搭建与编程得分、陈述

与答辩得分和技能挑战得分的基础上乘以 1.2的创意设计系数。如没

有使用以上技术和设备，则乘以 1.0的创意设计系数。使用上述技术

制作的零部件应在机器人总零件的数量或规模上占有一定比例，或在

功能上占有一定的突出作用。如数量规模极小，仅作为不重要的辅助

零件，或仅起到装饰作用，可有可无的，不计算在内。 

使用上述技术进行零部件设计和制作的，应在陈述与答辩环节进

行说明，并准备好相关佐证材料（如设计原文件、制作过程录像照片

等），存储在 U 盘中，以供查验，以充分说明设计和制作过程为参赛

队员独立完成。不能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的，不给予创意设计系数加成。 

十、竞赛违规 

1.参赛队员每迟到 1 分钟判罚 10 分，如果 2 分钟后仍未到场，

则取消比赛资格。 

2.第 1次误启动给予警告，第 2次误启动将取消比赛资格。 

3.因策略而分离部件视为违规，情节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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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 NOC 大赛 智能竞技类 

4.机器人高速冲撞场地设施并导致损坏，第 1次给予警告，第 2

次则取消比赛资格。 

5.在比赛中，参赛队员有意接触比赛场地上的物品或机器人，将

被取消比赛资格。偶然地无意接触可以不认定为犯规，除非这种接触

直接影响到比赛的最终得分。 

6.不听从裁判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7.在赛场内未经允许使用移动存储设备和任意时间使用通信工

具，无论什么原因，都将被立即取消比赛资格。 

十一、相关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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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为弃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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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授予赛项全国决赛各组别一等奖第一名“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

明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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