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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淮 安 市 教 育 局文件

淮科协发〔２０１７〕５３号

关于举办淮安市第三届机器人竞赛的通知

各县区科协、教育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生态新城、

盐化新区社会事业局，市直各中小学：

为推动我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提升青少年实践能力和

科学素质提高，市科协、市教育局决定举办淮安市第三届机器

人竞赛活动，并选拔其中部分优秀参赛队参加江苏省青少年机

器人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主题

科技点亮人生　创新改变生活
二、主办单位

淮安市科学技术协会，淮安市教育局

三、承办单位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淮安市机器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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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办单位

江苏英特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万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五、参赛对象

全市中小学学生，大中院校学生，创客爱好者。

六、竞赛时间地点

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１２月，地点：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具体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七、竞赛项目

１、任务类 （中小学生）

（１）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仿生机器人比赛
（２）机器人灭火比赛
（３）ＷＲＯ清洁上学路赛
（４）ＷＲＯ太空挑战赛
（５）机器人闯关工程创意比赛
（６）ＷＥＲ工程能力赛场地任务赛
２、创客类 （中小学生、大中专院校学生、创客爱好者）

（１）创客智造
（２）创新设计
（３）创意发明
八、奖项设置

本届竞赛活动各竞赛项目设一、二、三等奖，学校团体奖，

优秀教练员奖，优秀裁判员奖，优秀组织奖若干。由市科协、

市教育局颁发证书及奖品。

九、相关要求

１、请各地各单位于１０月２８日前将报名表加盖公章后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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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组委会办公室，报名表详见附件２。
２、每名运动员限报两个项目，运动员参赛时遇兼项比赛时

间冲突自行解决。

３、以学校为单位参加比赛，每个代表队设领队１名 （分管

领导），每个代表队每个项目上限为５人 （以各项目细则为准），

创客类非在校生参赛者可采取自由方式报名方式 （限淮安籍）。

４、本届活动不收取报名费，大赛提供参赛资源包，费用自理。
４、相关竞赛规则请在市科协网站查询、下载。未尽事宜，

另行通知。

市科协联系人：侯润天　８３６０５０６２
市教育局联系人：沈雪芹　８３６６４４２８
报送地址：淮安市经济开发区枚乘东路３号Ｓ５－２１３（淮安

市机器人学会办公室）

承办单位联系人：周亮亮：１８７６２０９０９０３
ＱＱ群：４７１４８４３３４
邮　箱：３４７６８７３９３０＠ｑｑｃｏｍ

附件：１、淮安市第三届机器人竞赛总则及简介
２、安市第三届机器人竞赛报名表

淮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淮 安 市 教 育 局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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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１７年淮安市第三届机器人竞赛总则及简介

第一章　竞赛总则

一、领队和指导教师负责加强参赛队的纪律教育、安全教

育、文明行为教育、环境卫生教育，负责本队的训练和比赛，

遵守赛场纪律，遵守竞赛规程、细则，服从竞赛管理人员和裁

判员的调度安排。

二、领队和指导教师应按要求参加竞赛工作会议，可以对

规程、细则等事项提出咨询。遇争议或异议时，按组委会的决

议执行。

三、在各项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有关工作人员、当场比

赛的参赛选手进入比赛场地 （个别项目细则中有明确要求的除

外）。

四、比赛时，经检录处３次检录点名不到者，视作该项比

赛弃权。参赛队伍不论何种原因耽误比赛责任自负。

五、比赛所用器材请参照细则。

六、遇有不可抗力情况，导致比赛不能正常进行的，总裁

判长有权决定提前或推迟竞赛。

七、各代表队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生下列行为，被视为严

重犯规，裁判员有权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取消该轮成绩直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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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全部比赛资格的处罚。

１、比赛中故意妨碍影响他人竞赛，故意损坏他人机器人；

２、比赛过程中，弄虚作假、破坏赛场纪律、不听从裁判员

劝导、妨碍竞赛正常进行。

十一、有以下情况的该轮成绩判为零分。

１、声明弃权；

２、三次检录点名未到者；

３、规则规定的其它严重犯规情节。

十二、比赛中遇争议时，各参赛单位须由领队向仲裁委员

会提出。现场急待解决的问题可由领队向项目裁判长口头提出，

但不得妨碍竞赛的进行。凡是与竞赛成绩有关的意见应在竞赛

成绩公布后一小时内向总裁判长提出。在总裁判长答复后如仍

不满意，两小时内可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过时

不予受理。

十三、比赛号位和分组由组委会随机排序。

第二章　 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仿生机器人竞赛简介

“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仿生机器人竞赛”源自于台湾地区 “Ｐｏｗｅｒ

Ｔｅｃｈ创意无限青少年科技创作竞赛”。其活动主旨是在中小学

生ＤＩＹ创作的过程中培养 “好思考、喜思考、乐创作、肯创

作”的科技人的思维与习性。台湾地区自２０００年创办至今已有

十年以上的经验累积，每年皆有近５００支中小学队伍热情参与。

自２００８年开始，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竞赛延伸至台湾之外的地区，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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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门及南京皆有举办相关的系列活动。２０１１年起以中国为

主导并推展亚太ＡＰＥＣ地区国家的科教活动。

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是由中华创意发展协会针对青少年研发的科普教

育项目，其目的在于：培养未来科技人才的规划力、想象力、

分析力等思考活泼化。培养未来科技人才之加工制作实作力与

贯彻力。培养未来科技人才以共同合作产生团队创意的能力。

培养未来科技人才重视效率与质量的概念。

比赛要求参赛队伍利用相关材料通过ＤＩＹ的方式，在制定

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制作，制作的机器人包括万兽之王，机械

战鼠，龙猫战士，蚂蚁雄兵等，完成接力竞速拔河及设计创意

的竞赛。

竞赛用材料、竞赛程序、计分标准与成绩评定等具体规则

详见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仿生机器人竞赛手册

第三章　机器人灭火竞赛简介

机器人灭火竞赛项目是模拟现实消防队员处理城市环境多

栋建筑物火警的过程。消防站、建筑物位置、火警点位置，将

在比赛前公布 （选手全部检录完毕进入比赛区域后，由现场抽

签决定）。

制作一个由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机器人，在一套模拟平面结

构的城市里运动，找到代表建筑物里火警点的正在燃烧的蜡烛

并尽快将它扑灭。

智能机器人灭火比赛最早是由美国三一学院杰克门德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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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批国际著名机器人学家发起创办的，目前，灭火比赛已发

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普及、最具影响力的智能机器人比赛。

竞赛程序、计分标准与成绩评定等规则详见机器人灭火竞

赛手册。

第四章　ＷＲＯ清洁上学路赛规则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由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发起并

成立了ＷＲＯ国际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希望通过

主办一年一度的ＷＲＯ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竞赛活动，为国际青

少年机器人爱好者提供一个共同的学习平台，现有４３个成员国。

此次淮安市机器人竞赛的ＷＲＯ竞赛项目即来源于此赛事，挑战

的任务是制作一个机器人，让他帮助你清除上学之路上的障碍，

从你的卧室开始！你的日常生活从整理你的床铺开始，然后一路

上都有清除任务，一直到学校的操场为止。上学路上有７个点，

其中有些包含 “废物／垃圾”。这７个位置都在你上学要经过的途

中，包括我的床（１），我的卧室（２），我的家（３），我的街道（４），

我的巴士 （５），我的学校 （６）以及我的操场 （７）

竞赛程序、计分标准与成绩评定等规则详见 ＷＲＯ清洁上

学路竞赛手册

第五章　ＷＲＯ太空挑战赛规则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由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发起并

成立了ＷＲＯ国际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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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一年一度的ＷＲＯ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竞赛活动，为国际青

少年机器人爱好者提供一个共同的学习平台，现有４３个成员

国。此次淮安市机器人竞赛的ＷＲＯ竞赛项目即来源于此赛事，

挑战的任务是制作一个机器人，运行自己编写的控制程序，去

完成特定的场地任务。完成任务包括：任务一：激活通信 ；任

务二：集合队员；任务三：解救ＭＳＬ机器人；任务四：将卫星

发射到轨道中 ；任务五：取回岩石样本；任务六：保证能源供

应；任务七：启动发射。

竞赛程序、计分标准与成绩评定等规则详见 ＷＲＯ清洁上

学路竞赛手册

第六章　机器人闯关工程创意赛规则

机器人闯关工程创意赛的目的为培育中、小学生对于科学

与创造的态度与认识，特设此竞赛，将创意思考融入积木，让

学生尽情地发挥巧思及创意并激发学生在主题搭建、关卡构造

设计中的思维。本项目旨在培养学生 ＳＴＥＭ四领域的软硬能力

发展，培养在科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技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工程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以及数学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四个构面的学习和发展。为达

成活动目的，本活动关卡创意赛采用当天团体制作、当天评分

来进行。整个活动流程包含作品的设计、材料选择、制作等等，

皆由团队小组规划制作，参赛队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

如此学生可以运用其学校所学相关知识 （含机构、材料等知

识）发挥其分析与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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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程序、计分标准与成绩评定等规则详见机器人闯关工

程创意项目竞赛手册

第七章　ＷＥＲ工程能力赛场地任务赛简介

此次ＷＥＲ工程能力赛的主题是 “撬动地球”。人类对工

具、火和语言的掌握，使得人类在地球万物生灵中脱颖而出，

而简单机械，则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中运用机械工具的智慧结晶。

“ＷＥＲ撬动地球”的参赛队员们将操作机器人，探究简单机械，

最终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机器人的设计中。此次比赛采用指定

机器人，在赛事规定的场地下，从基地出发，分别完成５个任

务，任务１：平衡游戏，任务２：远而且准，任务３：省力的撬

棒，任务４：剪刀，任务５：寻宝游戏。

竞赛程序、计分标准与成绩评定详见 （ＷＥＲ）工程能力赛

场地任务竞赛手册

第八章　创客机器人赛规则

为贯彻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实施促进机器人与制造产业升

级，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现和培育更多有创意、敢创

新、勇创业的 “创客”，加速释放大众群体的巨大创新潜能，

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态环境。提升全社会对 “机器

人”领域创客的注意力与关注度，带动淮安机器人产业的崛起。

全市创客机器人爱好者根据本主题与规则，在课题导师或

教练员的指导下，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进行机器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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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编程与制作，最后以验证创新、创意的创客作品

参加创客机器人比赛活动。机器人创客比赛对于培养全市科技

爱好者学习与综合运用科学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工程技术，

激发创新思维潜能，提高综合设计和制作的能力极为有益。

竞赛程序、计分标准与成绩评定等规则详见创客机器人项

目竞赛手册

第九章　附　　则

本规则参考江苏省机器人比赛规则及全国机器人比赛规则。

比赛规则如有更改，以补充规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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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淮安市第三届机器人竞赛活动报名表 
（学校/单位）：                                                                                时间：               

填表重要注意事项（共 5 条）： 

1、 本表里的参赛项目名称为标准名称，每支代表队填写时必须直接复制，以便于汇总处理； 

2、 每单项每支代表队填写一行，请不要把多支代表队填写在一行里；同一代表队参加不同的单项比赛也请分行填写； 

3、 每个参赛项目每个学校选送队伍不得超过 5 支，详见各个比赛规则； 

4、 每个参赛单位的领队只能为一人(带队领导)； 

5、 此表格空格不够时可自行复制，表格填好后请盖章扫描，将扫描件及电子档发送至邮箱 3476873930@qq.com。 

序

号 

参

赛

项

目 

单

位

名

称 

队

伍

名

称 

领

队 

联

系

手

机 

邮

箱

指导教师

（一） 

联

系

手

机 

邮

箱

指导教师

（二） 

联

系

手

机 

邮

箱

参赛队员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备注：创客类项目无具体单位（淮安籍人员）也可采取自由方式报名，经审查通过后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