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 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海洋探宝竞赛规则
1. RIC 机器人创新挑战赛简介
RIC(Robot Innovation Challenge)机器人创新挑战赛是一项青
少年机器人比赛项目。要求参加比赛的代表队自行设计、制作机器人
并进行编程。参赛的机器人可在特定的竞赛场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
进行比赛。在中小学机器人竞赛中设置 RIC 机器人创新挑战赛的目的
是藉著电脑资讯及科学原理之融合运用，启发参赛者之科技运用及创
意，并以机器人设计的竞赛活动，达到推动国内创新科学教育之目的，
激发我国青少年对机器人技术的兴趣。
2. 竞赛主题及背景
本届 RIC 挑战赛的主题为“海洋探宝”。
海洋是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海洋的中心部分称作洋，
边缘部分称作海，彼此沟通组成统一的水体，其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
的 71%。
海洋是储量最大取之不竭的聚宝盆，有资料表明，海洋是天然
蛋白质仓库，是矿物资源的聚宝盆。对海洋的探索，最早出现在史前，
那时人类就已经在海洋上旅行，从海洋中捕鱼，以海洋为生。但对深
海海底的探索一直到 20 世纪中才真正开始。虽然今天人类对海洋用
潜水球、潜水艇探索，但对深海还所知甚少。目前为止，人类已探索
的海底只有 5%，还有 95%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
随着陆地资源的进一步减少甚至枯竭，各国势必扩大海洋开发
领域，让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
因此，为了加深青少年对海洋这个大宝库的了解，培养青少年
的海洋海权意识和科技探索能力，本届 RIC 的主题特地设为“海洋探
宝”。

3. 比赛场地与环境
3.1 场地

3.2 赛台
1） 赛台是进行机器人比赛的地方。

A:2362mm

B:1143mm

2） 单个赛台的内部尺寸长为 1143mm、宽 2362mm，四周装有边
框，高为 80mm，厚度不限。以上尺寸可能有±3mm 的误差。
3） 场地底板上铺有场地纸。场地纸上画有待命区，比赛用的
部分模型则布置在场地纸上。场地纸（含黑边）的尺寸为
1140mm、宽 2356mm。场地纸紧贴北面和东面的边框
4） 比赛时参赛队员面向赛台时，赛台左西右东，左下方为自
动待命区。
5） 场地上物品较多，比赛期间，参赛队员和裁判员要共同维
护好场地的秩序。参赛队可以把待命区内当前不动或机器

人不用的物品放到待命区外，只要这个动作不具有任何策
略性。物品也可由赛台旁的队员之一拿在手里或在盒子里。
如因其它原因而非机器人的动作使模型断裂、失效、移动
或被激活，如果可能，裁判员应尽快将它恢复。
3.3 待命区
场地膜的有两块待命区。待命区是垂直向上延伸的待命区周
边（包括边框的内表面）和一个
35cm 高的虚拟天花板组成的盒
子。如果场地膜的尺寸有误差
（一般是略小），不能与边框相
配，则优先保证场地膜的东、北
边缘与边框贴紧。待命区是一个
空间而不是平面。待命区是机器人准备、启动和必要时维修
的地方。
3.4 任务模型
使用场地器材中包含模型组件搭建任务模型，搭建完成后放
在场地内标记好的位置上。任务模型的简要介绍见下表：

平台

应急中心

礁石

游轮

拯救行动：礁石固定于场地，游轮放置于其中一个礁石旁（具体位置现场决定）。

植物资源 （3 个）

需要采集的植物
植物

植物：植物固定于场地，需采集的植物悬挂于植物上。植物运送回待命区将获得植物资源。

海底资源（3 个）

海底资源装置

收集海底资源：海底资源装置将固定于场地，海洋资源将放置在装置上。

受伤动物
受伤动物：受伤的动物将放置于场地。

实验室

实验室：实验室将固定于场地。

研究所

储存箱

研究所：研究所固定于场地，储存箱将放置于研究所旁。

海底珍宝（2 个）

遗迹一
遗迹：遗迹一，遗迹二将放置于场地。

遗迹二

完成状态

道具位置示意图

4. 任务说明与得分
4.1 规定了机器人要完成的 14 种任务。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选手
操控机器人从场地上的基地出发，每次可执行一个任务，也可以一次
执行多个任务。在比赛中，完成或部分完成每一项任务将获得相应的
分数，违反比赛规则亦将扣除相应的分数。比赛以组队的方式进行，
每个参赛队由 4 名符合年龄组别要求的选手组成。在比赛中，选手的
分工可以不同，但都必须参与比赛的全过程并承担明确的比赛任务。
4.2 规定的任务
4.2.1 交互配对
两个机器人在平台完成通讯（两个机器人 LED 灯同步或基本同
步闪烁 3 次，或蜂鸣器响 3 次），并分别回到各自的待命区（完成任
务后可把平台移走）。
4.2.2 启动应急中心
机器人从自动区出发，启动应急中心，应急中心附装置指针的
初始位置和左边界平行，指针指向海底资源装置方向。启动应急中心
成功的标志：旋转装置大于一圈，附装置有明显转动，即启动成功；
附装置周围将顺时针粘贴有 1-3 三个数字，数字位置按照圆周等分，
此项结果将决定下一个任务的完成顺序，如附装置旋转位置在 1-2 数
字之间（包含指向 1），即启动应急中心后的下个任务必须完成拯救
行动任务；若在 2-3 数字之间（包含指向 2），即启动应急中心后的
下个任务必须完成采集植物任务；若在 3-1 数字之间（包含指向 3），
即启动应急中心后的下个任务必须完成收集海底资源任务。

4.2.3 拯救行动
机器人从自动区出发，把遇到礁石的游轮避开礁石带回自动区
基地（礁石将固定于场地）。
4.2.4 采集植物
机器人从自动待命区出发，采集植物运送回自动待命区，将获
得 3 个植物资源道具物品。
4.2.5 收集海底资源
机器人从自动待命区出发，收集海底资源，拨动海底资源装置
的延长杆，让海底资源滑落到机器人收集结构内并运送回自动待命
区。
4.2.6 研究资源
机器人从自动待命区出发，把植物资源和海底资源运送到研究
所，进行研究。
4.2.7 搜救受伤动物
机器人从自动待命区出发，把动物带离受污染区域并带回到自
动待命区。
4.2.8 治疗动物
机器人从自动待命区出发，把受伤动物运送到实验室，并启动
实验室进行治疗（启动实验室标志：拨动摇杆，装置有明显转动）。
4.2.9 发现深海遗迹
机器人从自动待命区出发，达到指定地点，利用光电传感器闪
烁 2 下，即完成该任务（此任务必须优先于任务 4.2.10）。
4.2.10 搜索海底珍宝
机器人从遥控待命区出发，通过遥控控制把海底珍宝搜索并带
回遥控待命区，数量为两个。
4.2.11 收集研究样品
机器人从遥控待命区出发，把储物箱中的研究样品运送回遥控
待命区，途中掉落样品将不计算分数。
4.2.12 重建海底遗迹
机器人从遥控待命区出发，把散落遗迹重建。
4.2.13 登陆平台
两台机器人分别从两个待命区出发，成功登陆平台，并停留在
平台，即任务完成（完成此任务，即比赛结束）。因为平台之前被移

走，完成此任务需要提前告知裁判现场安放。
4.2.14 设备维护
共有 5 个设备备件，它只有在待命区里才可以得分。如果机器
人完全离开待命区后再被队员接触时，裁判就要从场上拿走一个设备
备件作为惩罚。
所有任务的得分条件归纳于表1中。
序号

任务名称

涉及的模型

得分条件

分值

1

交互配对

平台

完成通讯

50 分

2

启动应急中心

应急中心

附装置有明显转动

50 分

3

拯救行动

游轮，礁石

游轮回到自动待命区

30 分

4

采集植物

植物

植物运送回自动待命区

30 分

5

收集海底资源

海底资源

6

研究资源

海底资源，植物资源

7

搜救受伤动物

动物

8

治疗动物

动物，实验室

9

发现深海遗迹

10

搜索海底珍宝

11

取下海底资源并运送回自动待
命区
资源运送到研究所
把动物带离受污染区域回到自
动待命区

10 分/个，共 30 分
20 分/个，共 120 分
30 分

动物运送到实验室

30 分

启动实验室

30 分

光电传感器闪烁 2 下

20 分

珍宝

把珍宝带回遥控待命区

20 分/个，共 40 分

收集研究样品

储存箱

把研究样品运送回遥控待命区

10 分/个，共 60 分

12

重建海底遗迹

遗迹一，遗迹二

遗迹重新搭建成功

30 分/层

13

登陆平台

平台

两台机器人停留在平台上

40 分/台

14

设备维护

设备备件

比赛结束时剩下的数量

5 分/个，共 5 个

所有任务都有得分并在 200 秒
15

内完成获得时间加分（时间奖

时间奖励

1 分/秒

励=200-实际用时）
表1

任务得分条件

5. 机器人和器材
本节提供设计和构建机器人的原则和使用器材的要求。机器人在
比赛中可以完成特定的任务。参赛前，所有参赛队伍的机器人设备必
须提供生产厂家出具的知识产权授权和合法渠道来源证明，并通过大
赛的设备检录。
5.1 参赛的机器人控制器必须使用中鸣教育系列 RCU 以及配件或
附属装置。安装方法可以是压装或松配合。脱离机器人的物体不属于
机器人的一部分。

5.2 竞赛用到的每种器材必须使用原始出厂状态的中鸣元件制
作，导线和软管可以剪成需要的长度。
5.3 对非电气元件的数量及来源没有限制。气动元件是允许的。
5.4 参赛队必须使用三个机器人各自至少完成一个项目。
5.5 每个机器人可以使用 8 个传感器，它们可以是接触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颜色传感器、超声传感器、角度传感器等器件的任意组
合。
5.6 导线和转接线可以随意使用。
5.7 在准备区可以有备份/替换的电气元件。
5.8 不允许将计算机带入比赛区。不能在比赛区内给机器人下载
程序，可以在准备区中进行。
5.9 从自动待命区出发的任务，不允许使用有遥控功能的物品。
5.10 只允许在机器人的不外露位置使用辨别身份的标记。
5.11 不允许使用油漆、胶带、胶水、油等。
5.12 如果机器人违反本规则且无法纠正，裁判长可以决定它如何
参赛，但此机器人不能获奖。
5.13 可以使用机器人快车或者 Scratch-JMD（任何版本）给机器
人编程。允许使用由制造商中鸣公司提供的补丁、插件和新版本软件。
6. 比赛规则
6.1 赛制
成绩按两轮总得分排名，如果总得分相同，单轮得分高者排名靠
前；如再相同，两轮重启次数少的排名靠前。
6.2 参赛队
6.2.1 每支参赛队由 4 名学生和 1 名教练员组成。学生必须是截
止到 2017 年 6 月仍然在校的学生。
6.2.2 比赛分为初级组、高级组。
6.2.3 每场比赛中，除紧急修理外，只能有 3 名队员面向赛台。
其他队员可站在附近，具体位置由裁判长确定，以便需要时介入，但
他们不得拿着比赛器材。
6.3 比赛过程
6.3.1 赛前检查和统一搭建调试

6.3.1.1 赛前检查
参赛队的机器人在比赛前需要接受裁判员的检查，内容包括生
产厂家的知识产权授权、器材来源的合法性、机器人的安全性
等。
6.3.1.2 统一搭建调试
项目裁判组统一组织现场搭建、编程和调试，各参赛队必须在
给定的时间内（一般为 90 分钟－120 分钟，具体时间由裁判
组提前通知）搭建出任务机器人的基本功能结构并完成编程和
调试。
6.3.2 赛前准备
6.3.2.1 参赛队准时到场参赛后，有两分钟时间去准备和安排未加
电的机器人以及将要移动和使用的物品。
6.3.2.2 参赛队必须使用比赛提供的任务模型，不能携带自己的
复制品到竞赛区。参赛队员与裁判员一起核查赛台上的模型的数
量和位置。
6.3.2.3 赛前准备中，参赛队不能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拆下任务
模型，把任务模型固定到机器人上，把任务模型相互连接，将任
何东西固定到任务模型上，为策略的需要接触待命区外的任务模
型，以及在竞赛区附近下载程序。
6.3.2.4 在准备时间内，参赛队员可以在待命区外校准光电传感
器。
6.3.2.5 在准备启动时，机器人必须在启动位置不动，参赛队员
不能接触机器人和将要移动或使用的任何物品。机器人的任何部
分以及将要移动或使用的任何物品必须完全纳入待命区，不允许
任何东西超出虚拟的待命区空间，如启动位置图所示。机器人可
以（但不要求）与将要移动或使用的物品接触。

启动位置

6.3.2.6 准备一台尚未加电的机器人时，参赛队可以用自己准备
的策略物品（为了策略的需要而准备的物品，不是机器人）使它

对准某个目标，但是在机器人启动前，必须松开策略物品。
6.3.2.7 完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6.3.3 启动
6.3.3.1 裁判员确认两个参赛队均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
2，1，开始”的倒计数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时的开始，操作手可
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机器人，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操
作手可以触碰一个按钮或给传感器一个信号去启动机器人。
6.3.3.2 负责启动机器人的参赛队员对机器人所做的唯一动作是
让程序运行。在倒计时期间，参赛队员不能触摸机器人或将要使
用或移动的物品。如果触摸了，裁判会重新开始倒计时。
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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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4 一旦比赛开始，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或暂停比赛。
6.3.4 对比赛动作的规定
6.3.4.1 一般来说，完成任务并不需要使用特定的方法，也鼓励
参赛队自由创造。但是，如果规则要求用某种特定方法完成某个
任务，就必须用那个方法，否则裁判不认为是完成任务。
6.3.4.2 不允许将任务模型与其它物品（包括另一个任务模型）
不合法地连接。任务模型与其它物品的合法连接应满足以下条件：
握住其中一个（如果二者不同，则握住较重者）轻轻晃动，另一
个会因重力而完全分离。如有不合法的连接，裁判员将不允许机
器人启动。
6.3.4.3 机器人一经启动，就被认为是“活动的”，这种状态一
直保持到参赛队员下一次触碰机器人或任何模型或正在移动或使
用的物品。发生上述接触动作时，机器人就立刻被认为是“不活
动的”，如果它不在待命区，就必须拿回待命区调整、重新配置
并准备重新启动。
6.3.4.4 如果接触活动的机器人时它正在策略性地移动某个模型
或策略物品，正在被移出待命区的物品随机器人一起拿回待命区，
继续使用；裁判员将把那些在待命区外遇到的物品拿出场地，不
再使用。
6.3.4.5 只有在显然是要让机器人出待命区的时候，参赛队员才
可以将要移动的物品完全放到待命区里，让活动的机器人与它相

互作用。然而，把物品放到活动的机器人上，被认为是间接接触，
必须重新启动。
6.3.4.6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重新启动，应按照要求在待命区内
摆放机器人与物品。
6.3.4.7 如果未被接触的活动机器人与所移动或使用的物品脱离
了接触，则该物品应留在原地，直到机器人重新与它接触。这类
物品不能用手去恢复。
6.3.4.8 被活动机器人改变了的场地状态，不能恢复。参赛队员
接触活动的机器人时，机器人必须立即停止。如果在机器人停止
期间改变了场地状态，裁判会尽力恢复。如果无法恢复场地，就
只能保持“原样”。
6.3.4.9 待命区内可得分的任务模型或物品，应一直在裁判员视
线之内。
6.3.4.10 在比赛过程中，对于显然不是故意损坏而导致脱落的机
器人零件，参赛队可自行或请求裁判帮助先移出场外，在机器人
回到待命区后，可将脱落的零件恢复。
6.3.4.11 参赛队的机器人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扰对方的机器人、场
地或策略。
6.3.4.12 只要机器人（或与它接触的物体）的某一部分进入待命
区就可以用手将它们拿到待命区里。如果机器人进入待命区里的
仅是一条绳索、软管、导线、管子、链条或其它显然是为了伸展
机器人而设计的配件（非机器人主体），就不认为机器人的某一
部分进入了待命区。
6.3.4.13 如果机器人停在即将获得一个任务得分的状态，即使策
略性地拿回机器人，这个任务也不能得分。
6.3.5 比赛结束
6.3.5.1 参赛队完成所有任务时，参赛队员可向裁判员举手示意
结束比赛。裁判员终止计时器。
6.3.5.2 每场比赛时间为 300 秒钟，裁判员以哨音结束比赛。此
后，参赛队员应立即停止活动的机器人。因停止不及时造成的得
分无效。在裁判员确认得分前，任何人不能触碰和移动场上的得
分物品和改变得分状态。
6.3.5.1 裁判员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

己的得分，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准备区并注意不要带走任务
模型和比赛用物品。
6.3.5.4 裁判员或志愿者将任务模型和物品恢复到启动前状态。
6.4 确定获胜队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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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挑战赛结束后，如果仍然并列，由裁判长根据参赛队的场
上表现确定先后。
6.5 记分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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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对于每项已完成的任务所记的分数。
6.5.3 判定得分时，常常要判定某物品是否在某区域“里面”，
判断标准是如果 A 的任何一部分覆盖 B 区域，A 就在 B 的“里面”。
直接接触也没有关系。容器中的物品要单独裁定，与容器无关。

“里面”的判断

6.5.4 有时，还需要判定某物品与机器人、任务模型或另一物品
是否接触。如果 A 与 B 直接接触，就是 A 接触了 B。

“接触”的判断

6.6 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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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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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比赛过程中，如果同时两台机器人出现在比赛场地上，第
一次参赛队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第二次裁判员根据情况进行扣
分处理，第三次参赛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6.4 违反对器材和软件的规定，又无法纠正，由裁判长决定处
理办法，但是，无论怎样处理，该参赛队不能获奖。
6.6.5 设备备件用于本届比赛的“设备维护”任务。设备备件只
有在待命区里才可以得分。但是，活动的机器人完全离开待命区
后再被队员接触时，裁判就要从场上拿走一个设备备件作为惩罚。
6.6.6 如果任务模型损坏显然是参赛队或机器人造成的，无论是
有意还是无意，将警告一次。即使再次完成任务也不能得分。
6.6.7 如果出现不合法的任务模型的连接，裁判员将宣布机器人
这一次从待命区启动完成的所有任务无效。场地恢复到启动前的
状态，机器人及相关模型拿回待命区重新启动，但不进行 6.6.4
的处罚。
6.6.8 比赛中，参赛队员有意接触比赛场上的物品或机器人，将
被取消比赛资格。偶然的接触可以不当作犯规，除非这种接触直
接影响到比赛的最终得分。
6.6.9 如果从机器人上分离出来的部件或机构妨碍对方得分，该队
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多次故意犯规可能导致取消该队的参赛资格。
6.6.10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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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它
7.1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裁定权，他们
的裁决是最终裁决。裁判不会复查重放比赛录像。关于裁判的任何问
题必须由一名学生代表在两场比赛之间向裁判长提出。
7.2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竞赛
组委会委托裁判委员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与修改。

附录

记分表

RIC 机器人创新挑战赛记分表
参赛队名：

组

别：

参赛队员：

完成的任务

分值

搭建调试得分

50 分

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所有机器人的搭建和调试

交互配对

50 分

完成通讯

启动应急中心

50 分

附装置有明显转动

拯救行动

30 分

游轮回到自动待命区

采集植物

30 分

植物运送回自动待命区

收集海底资源

10 分/个

研究资源

20/个

搜救受伤动物

30 分

把动物带离受污染区域并带回自动待命区

30 分

动物运送到实验室

30 分

启动实验室

发现深海遗迹

20 分

光电传感器闪烁 2 下

搜索海底珍宝

20 分/个

把珍宝带回遥控待命区（共 2 个）

收集研究样品

10 分/个

研究样品运送回遥控待命区（共 6 个）

重建海底遗迹

30 分/层

遗迹重新搭建成功

治疗动物

登陆平台

得分条件

收集到海底资源（共 3 个）并送回自动待命区
资源运送到研究所（共 6 个，3 个植物资源和
3 个海底资源）

40 分

自动机器人停留在平台上

40 分

遥控机器人停留在平台上

设备维护

5 分/个

时间奖励

1 分/秒

迟到罚分

-20 分

比赛结束时剩下的数量（原共 5 个）
所有任务都有得分并在 200 秒内完成获得时
间加分（时间奖励=200-实际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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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

分数确认签名：
裁

判

员：

裁

判

长：

数 据

录 入：

记分员：

数量

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