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空协同赛规则手册 
 

 



 

© 2020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1 

阅读提示 

符号说明 

禁止 重要注意事项 操作、使用提示 词汇解释、参考信息 

修改日志 
日期 版本 修改记录 

2020.08.25 V1.0 首次发布 



 

2    © 2020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目录 
阅读提示 ............................................................................................................................................... 1 

符号说明 ........................................................................................................................................ 1 

修改日志 ............................................................................................................................................... 1 

1. 赛事介绍 ........................................................................................................................................ 5 

1.1 机器人与参赛人员 ................................................................................................................... 5 

1.1.1 机器人阵容 ...................................................................................................................... 5 

1.1.2 参赛人员阵容 ................................................................................................................... 6 

1.2 比赛流程概述 .......................................................................................................................... 6 

2. 技术规范 ........................................................................................................................................ 7 

3. 比赛场地 ........................................................................................................................................ 8 

3.1 概述 ........................................................................................................................................ 8 

3.1.1 地表材质 ........................................................................................................................ 10 

3.1.2 视觉特征 ........................................................................................................................ 10 

3.2 公路 ...................................................................................................................................... 11 

3.2.1 路障 ............................................................................................................................... 12 

3.3 核电站园区............................................................................................................................ 13 

3.3.1 核反应堆 ........................................................................................................................ 14 

3.3.2 核废料............................................................................................................................ 15 

3.3.3 视觉特征编号 ................................................................................................................. 15 

3.4 功能区 ................................................................................................................................... 15 

3.4.1 基地 ............................................................................................................................... 16 

3.4.2 处理站............................................................................................................................ 16 

3.4.3 物资仓库 ........................................................................................................................ 17 

4. 比赛机制 ...................................................................................................................................... 18 

4.1 比赛任务介绍 ........................................................................................................................ 18 

4.1.1 空中侦察 ........................................................................................................................ 18 

4.1.2 核废料转运 .................................................................................................................... 18 

4.1.3 核电站抢修 .................................................................................................................... 18 

4.1.4 协同降落 ........................................................................................................................ 18 

4.2 初始设置 ............................................................................................................................... 19 

4.2.1 小学组............................................................................................................................ 19 

4.2.2 初中组............................................................................................................................ 19 

4.2.3 高中组............................................................................................................................ 20 



 

© 2020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3 

4.3 成绩说明 ............................................................................................................................... 20 

4.3.1 计时细则 ........................................................................................................................ 20 

4.3.2 计分细则 ........................................................................................................................ 20 

4.3.3 排名情况 ........................................................................................................................ 21 

5. 比赛流程 ...................................................................................................................................... 22 

5.1 签到 ...................................................................................................................................... 22 

5.2 现场编程 ............................................................................................................................... 22 

5.3 检录 ...................................................................................................................................... 22 

5.4 候场 ...................................................................................................................................... 22 

5.5 两分钟准备阶段 .................................................................................................................... 22 

5.6 三分钟比赛阶段 .................................................................................................................... 22 

5.7 成绩确认 ............................................................................................................................... 23 

6. 判罚规则 ...................................................................................................................................... 24 

6.1 判罚体系 ............................................................................................................................... 24 

6.2 判罚细则 ............................................................................................................................... 24 

6.2.1 人员规则 ........................................................................................................................ 24 

6.2.2 机器人规则 .................................................................................................................... 25 

6.2.3 交互规则 ........................................................................................................................ 25 

附录一 视觉标签示意图 ...................................................................................................................... 26 

附录二 挑战卡示意图 .......................................................................................................................... 27 

 

 

  



 

4    © 2020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图表目录 
表 1-1 机器人阵容 ................................................................................................................................... 5 

表 2-1 无人机参数要求 ............................................................................................................................ 7 

表 2-2 无人车参数要求 ............................................................................................................................ 7 

图 3-1 比赛场地模块示意图 ..................................................................................................................... 8 

图 3-2 比赛场地模块定位图 ...................................................................................................................... 9 

图 3-3 比赛场地轴测图 ............................................................................................................................. 9 

图 3-4 视觉标签示意图 ........................................................................................................................... 10 

图 3-5 挑战卡示意图 .............................................................................................................................. 11 

图 3-6 公路示意图 .................................................................................................................................. 12 

图 3-7 路障示意图 .................................................................................................................................. 13 

图 3-8 核电站俯视图 .............................................................................................................................. 13 

图 3-9 核电站轴测图 .............................................................................................................................. 14 

图 3-10 核反应堆示意图 ......................................................................................................................... 14 

图 3-11 核废料瓶示意图 ......................................................................................................................... 15 

图 3-12 功能区示意图 ............................................................................................................................ 16 

图 3-13 物资仓库示意图 ........................................................................................................................ 17 

图 4-1 核电站挑战卡遮挡示意图 ............................................................................................................. 19 

表 4-1 计分细则 ..................................................................................................................................... 20 

表 6-1 判罚体系 ..................................................................................................................................... 24 

 



 

© 2020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5 

1. 赛事介绍 
2025 年，位于南半球的一处核电站发生故障，核辐射会对人体产生严重损害，因此，抢救任务只能通过全

自动机器人完成。小科学家们迅速集结，通过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完成机器人设计，投入到此次国际救援中。 

小科学家们将自主编程控制全自动空中机器人及地面机器人参与本次国际救援，通过空地机器人协调，共

同完成核废料转运和核电站抢修任务。无人机在空中侦察，将发生事故核电站位置和路况信息发送给无人

车，无人车自动到达核电站附近，对核电站进行抢修并转运核废料。 

比赛场地示意图如下： 

 

图 1-1 比赛场地示意图 

1.1 机器人与参赛人员 

1.1.1 机器人阵容 

参与比赛的无人机和无人车需要符合阵容要求，阵容要求如下表所示： 

表 1-1 机器人阵容 

机器人类型 数量（台） 

无人机 1 

无人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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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比赛，每支参赛队伍至多可以携带一台备用无人车和一台备用无人机。 

1.1.2 参赛人员阵容 

参赛队伍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每支参赛队伍最多由三名参赛队员和一名指导老师组成，需要有一名参赛队员担任队长。 

1.2 比赛流程概述 
实际比赛场地可能会有所调整，比赛前会给每支参赛队伍预留 1 小时的现场调试时间。 

上场比赛的机器人需通过赛前检录，确保机器人满足组委会规定的机器人技术规范，以保证比赛公平性。 

每场比赛开始前，参赛队伍需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赛场。 

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和无人车需要自动完成比赛任务，仅允许参赛队员在比赛开始时手动启动程序。 

每场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需到指定区域签字确认成绩，并将机器人搬离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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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规范 
 参赛队员需准备 1 台 PC 或移动设备（平板或者手机）用于机器人编程 

参与比赛的无人机和无人车需要符合机器人技术规范要求。 

 为保证飞行安全，无人机需要配备室内悬停定位系统。 

 无人机参数要求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无人机参数要求 

项目 限制 

电机数量（个） 4 

电机类型 空心杯电机 

相邻电机轴距（mm） ≤100 

桨叶尺寸（英寸） ≤3 

整机重量（g） ≤100 

供电电压（V） ≤5 

 无人车参数要求如下表所示： 

表 2-2 无人车参数要求 

项目 限制 

初始尺寸（mm，L*W*H） ≤400*300*350 

伸展尺寸（mm，L*W*H） ≤500*400*450 

整机重量（kg） ≤5 

供电电压（V） ≤12 

 

 
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机器人和设备需由参赛队伍自行准备，参赛队伍不可使用其他队伍的机器

人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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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赛场地 

3.1 概述 
国际救援比赛场地为边长为 4 米的正方形。场地主要包含三部分：公路、核电站园区、功能区（包含基地、

处理站、物资仓库）。 

 

[1] 基地 [2] 公路 [3] 周边建筑 [4] 物资仓库 

[5] 处理站 [6] 核电站园区 

图 3-1 比赛场地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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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比赛场地模块定位图 

 

图 3-3 比赛场地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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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地表材质 
场地地面材质为 PVC 背景纸，表面涂有耐磨层。 

3.1.2 视觉特征 

为了辅助机器人完成定位、对准等任务，场地内设置有视觉特征供机器人识别。 

3.1.2.1 视觉标签 

由点阵图案组成的卡片，可以通过无人车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并读取字符信息。 

 

图 3-4 视觉标签示意图 

不同字符信息的视觉标签图案参见“附录一 视觉标签示意图”。 

3.1.2.2 挑战卡 

挑战卡上绘制有特殊图案，可以通过无人机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并读取 ID 和坐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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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挑战卡示意图 

不同 ID 的挑战卡图案可以参考“附录二 挑战卡示意图”。 

3.2 公路 
比赛场地中的浅灰色部分为公路区域，公路是无人车运行的主要区域，路线边缘有红色或者蓝色的引导线。 

 本规则手册的场地示意图均以蓝色引导线为例。 

公路内侧宽度为 380mm，引导线宽度为 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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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公路示意图 

[1] 引导线 

3.2.1 路障 
核电站周围的公路可能会受到事故影响发生故障从而导致无法通行。 

路障的顶部放置有 ID 为 3 的挑战卡供无人机识别。 



 

© 2020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13 

 

图 3-7 路障示意图 

3.3 核电站园区 
核电站园区位于场地中心区域，划分为 4 片区域，编号分别为 1 至 4。 

 

[1] 视觉标签 [2] 核反应堆 [3] 挑战卡 [4] 核废料瓶位置 

图 3-8 核电站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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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核电站轴测图 

3.3.1 核反应堆 

每个区域分别有一处核反应堆，核反应堆为直径 150mm，高 50mm 的圆筒。 

 

[1] 核反应堆 

图 3-10 核反应堆示意图 



 

© 2020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15 

3.3.2 核废料 
在核反应堆附近指定位置竖直放置有待转运的核废料瓶。核废料瓶由 PP 聚丙烯材料制成，形状为圆柱状，

内部盛满水。 

 

图 3-11 核废料瓶示意图 

3.3.3 视觉特征编号 
园区内部靠近路口的位置放置有对应编号的视觉标签，辅助机器人进行定位。 

园区内放置有挑战卡，安全的核反应堆对应的挑战卡 ID 为 1，发生核泄漏的核反应堆对应的挑战卡 ID 为

2。 

3.4 功能区 
场地的四角为不同特殊功能的区域，包含基地、处理站、物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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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 [2] 物资仓库 [3] 处理站 

图 3-12 功能区示意图 

3.4.1 基地 
基地位于场地左下角，是机器人的启动区和完成任务后的返回区。 

3.4.2 处理站 

处理站位于场地右上角，无人车需要将核废料转运至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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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物资仓库 

物资仓库位于场地左上角和右下角，是一个 100mm 高的平台，用于存放抢修物资。平台上方分别摆放有

2 个 50×50×50mm 的立方体混凝土模型，放置在定位 U 型槽内，具体位置参考下图。 

 

[1] 物资仓库平台 [2] 混凝土模型 

图 3-13 物资仓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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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赛机制 

4.1 比赛任务介绍 
比赛分为空中侦察、核废料转运、核电站抢修、协同降落四个部分，无人机和无人车需要共同完成任务。 

4.1.1 空中侦察 

无人机从停机坪出发，前往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进行侦察，确定发生核泄漏事故的核反应堆和路况信息。 

无人机在需要在发生核泄漏事故的核反应堆上方进行侦察（原地旋转一圈），并且将信息发送给无人车，

无人车需要通过灯光信号展示接收到的编号信息。 

例如 3 号核反应堆发生核泄漏事故，无人机需要在 3 号核反应堆上方原地旋转一圈，无人车需要闪烁灯光

3 次。 

 
小学组参赛队伍可以采用间接方式实现无人机和无人车通信：参赛队员根据无人机的原地旋转

动作来获取发生事故的核反应堆序号信息，然后将对应的序号的视觉标签展示给无人车，无人

车通过视觉标签获取发生事故的核反应堆序号信息。 

 

4.1.2 核废料转运 

无人车在获取信息后，根据规划好的路线前往发生核泄漏事故的核反应堆开展抢险任务。 

发生事故的核反应堆周围摆放有核废料，机器人需要将核废料搬运至处理站。 

4.1.3 核电站抢修 

在完成核废料转运任务后，无人车需要从物资仓库搬运混凝土，放入发生事故的核反应堆内部，对其进行

抢修。 

4.1.4 协同降落 

在无人车完成对核电站的抢修任务后，无人机需要降落至无人车的停机坪上，随无人车一起返回基地，比

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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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队伍可以在停机坪上放置挑战卡，通过无人机进行辅助定位。 

 

4.2 初始设置 
每局比赛开始前，抽签设置两个核反应堆发生核泄漏事故。 

在每个发生核泄漏的核反应堆附近放置一个核废料瓶，具体位置在比赛日当天公布，参赛队员需要在赛前

进行编程调试。 

比赛开始前，无人车摆放在基地内，无人机摆放在无人车顶部的停机坪上。 

4.2.1 小学组 

不设置路障。 

在挑战卡周围设置遮挡，高 15cm，如下图所示： 

  

[1] 物资仓库平台 

图 4-1 核电站挑战卡遮挡示意图 

4.2.2 初中组 
不设置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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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高中组 

增设路障元素，每局比赛前通过抽签随机选出两段核电站园区外的普通公路设置路障（不放置在路口），

无人车无法通过该路段。 

4.3 成绩说明 

4.3.1 计时细则 

每局比赛限时 3 分钟，比赛开始，裁判会发出指令并开始计时。当参赛队伍触发比赛结束的相关条件时，

裁判结束计时。比赛结束相关判定如下： 

 无人车返回基地 

 3 分钟比赛时间耗尽 

 机器人失控无法继续执行任务 

4.3.2 计分细则 

机器人完成任务可获得对应分数，满分 100 分，计分细则如下： 

表 4-1 计分细则 

序号 项目 具体任务 分数 

1 

空中侦察 

无人机按顺序飞过核电站 4 个区域上方 5 

2 无人机在发生核泄漏的核反应堆上方原地旋转 5/个 

3 无人车通过灯光展示发生核泄漏的核反应堆编号 5/个 

4 自动巡线 无人车巡线到达核电站园区 5 

5 
核废料转运 

无人车搬起核废料 5/个 

6 将核废料转运至处理站 10/个 

7 
核电站抢修 

无人车搬起混凝土 5/个 

8 将混凝土放入发生核泄漏的反应堆内 10/个 

9 
协同降落 

无人机降落至无人车的停机坪 5 

10 无人车、无人机一起返回基地 5 

11 违规扣分 无人车驶出道路超过 5 秒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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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车冲撞路障 -10/个 

无人车将核废料撞倒 -10/个 

若机器人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申请将机器人搬回启动区重新开始任务，任务得分清空，比赛计时不暂

停。 

4.3.3 排名情况 

同时记录参赛队伍完成任务的时间和得分，优先根据任务得分计算排名，若得分相同，再根据比赛耗时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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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赛流程 

5.1 签到 
参赛队伍签到后，抽签确定出场顺序。 

5.2 现场编程 
在完成场地调试后，参赛队伍有一个小时进行现场编程。参赛队伍可以按照签到顺序获得五分钟时间进行

场地调试，可进入赛场进行测量、调试。 

5.3 检录 
为保证所有参赛队伍制作的机器人符合统一的制作规范，参赛队伍需在每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到检录区

进行赛前检录。赛前检录要求可参阅“2 技术规范”。赛前检录中，检录裁判会给检录合格的机器人粘贴

PASS 卡。只有获得 PASS 卡且 PASS 卡内涂有完整标记的机器人才有资格进入候场和赛场区域。参赛队

伍需在备场区修改检录不合格的机器人，直至符合检录要求才能上场比赛。 

赛前检录完成后，队长需签字确认，表示认可检录结果。 

5.4 候场 
赛前检录完成后，参赛队伍需在每场比赛开始前至少 10 分钟到达候场区。候场区工作人员将核查参赛机

器人的状态和参赛队员以及指导老师的信息。 

5.5 两分钟准备阶段 
比赛开始前，双方队伍抽签确定发生核泄漏的核电站位置、路障位置等信息，工作人员根据抽签结果对场

地道具进行布置。 

两分钟准备阶段开始后，参赛队员需将机器人置于各自初始位置，检查机器人和电脑是否正常运行。准备

阶段还剩最后 10 秒时，场内所有机器人需上电，参赛队员有序离场。 

5.6 三分钟比赛阶段 
三分钟比赛阶段内，参赛队员根据规则要求，启动机器人后，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比赛任务。若机器人出现

故障，参赛队员可以申请将机器人搬回启动区重新开始任务，任务得分清空，比赛计时不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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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成绩确认 
每场比赛结束五分钟内，队长需到裁判席签字确认成绩，比赛结束条件参见“4.3.1 计时细则”。 

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对于成绩有疑问，需要在比赛结束后的五分钟内提出。若队长在比赛结束的五分钟内

未到裁判席签字确认成绩，也未提出任何疑问，则视为默认当场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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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判罚规则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严肃比赛纪律，参赛队伍及机器人需严格遵循比赛规则。如有违规，裁判将会对违

规行为给予相应的判罚。 

6.1 判罚体系 
表 6-1 判罚体系 

判罚 说明 

口头警告 裁判对参赛队员或机器人产生的违规行为作出提示和警告 

罚下 

 罚下机器人：比赛流程中，机器人出现违规情况，裁判将罚下对应机器人 
 罚下参赛队员：比赛流程中，参赛队员出现违规情况，裁判将罚下该队员，违规

的参赛队员被裁判罚下后需离开赛场区 

 被罚下的机器人或参赛队员均不得有替补上场。 

 

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队员或机器人出现严重违规行为，裁判将取消该队伍的比赛资格。 

6.2 判罚细则 
以下规则条例仅包含常见情况，如发生其他违规影响比赛公平性的情况，将由主裁判判定。 

6.2.1 人员规则 
R1 组建参赛队伍时需遵循以下规范： 

R1.1 参赛队伍需满足“1.1.2参赛人员阵容”中规定的人员角色、人数、身份要求。 

R1.2 同一所学校最多有两支队伍拥有参赛资格。 

R1.3 任意一名参赛队员在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伍。 

违规判罚：若参赛队伍在报名时不满足 R1.1-R1.3 的任意一项，报名申请被驳回。如果在比赛中发现

有违规情况，最高可给予该队伍取消比赛资格的判罚。 

R2 比赛开始后，参赛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 

违规判罚：清空所有得分，将机器人搬回启动区重新开始比赛。 

R3 机器人需自动完成任务，允许通过上位机执行程序控制机器人，不允许任何人员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电

等方式对机器人进行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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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判罚：取消比赛资格。 

6.2.2 机器人规则 
R4 参与比赛的机器人阵容为一台无人机和一台无人车。 

违规判罚：若机器人数量超过限制，罚下多余的机器人；若机器人数量不足，取消比赛资格。 

R5 两分钟准备阶段内，机器人不可离开启动区。 

违规判罚：罚下违规机器人。 

R6 参赛机器人需由参赛队伍自行设计和组装调试。参赛队伍不得借用其他队伍的机器人进行比赛，也不 

得抄袭其他队伍的程序代码。 

违规判罚：一经查实，视为作弊，取消双方队伍的比赛成绩。 

6.2.3 交互规则 
R7 机器人不得使用粘黏性材料与场地和道具进行交互。 

违规判罚：无法通过赛前检录，如果在比赛中发现将罚下违规机器人。 

R8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不得长时间超出比赛场地范围运行。 

违规判罚：根据计分细则进行违规扣分，情节严重将罚下违规机器人。 

R9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不得对比赛场地和道具造成破坏。 

违规判罚：根据计分细则进行违规扣分，情节严重将罚下违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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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视觉标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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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挑战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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