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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參賽機器人需滿足本文件描述的所有規範，否則無法通過賽前檢錄。若因違規導致安全事故，組委會將依

法追究違規方的法律責任。若本規範存在爭議，以組委會官方解釋為準。 

關於機器人基礎零組件、模組、教育產品、贊助、折扣等資訊，詳情以 RoboMaster 官方網站發布的公告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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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規範 

2.1 通用技術規範 

2.1.1 能源 

 

 禁止使用燃油驅動的馬達、爆炸物；危險化學材料等。 

 賽場區域內禁止接入交流電。 

S1 機器人使用的能源形式限制為電源。 

S2 本賽季指定電池產品為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機甲大師 S1 智能電池。 

S3 機器人需使用組委會指定電池產品（空中機器人除外）。 

S4 機器人的電池容量需滿足各機器人製作參數的要求。 

2.1.2 無線電 

S5 機器人禁止搭載除裁判系統模組外的無線通訊設備。 

2.1.3 光學手段 

S6 機器人可安裝一個雷射光瞄準器用於水晶彈發射瞄準，雷射光瞄準器發射的雷射光顏色需為紅色，光

功率小於 35 mW，且雷射光瞄準器的投射角度不大於 5°（即雷射光瞄準器在水平距離一公尺的垂直

牆面上垂直投射，雷射光光斑包圍圓直徑小於 9 cm）。 

S7 除雷射光瞄準器外，工程機器人還可安裝可見光發射設備，在獲取彈藥時可使用補光燈以增強視覺識

別特徵，其他機器人不得安裝其他明顯的可見光發射設備（裁判系統除外）。 

 
為了保證比賽安全，本賽季使用的裁判系統需與機甲大師 S1 智能電池通訊後才能使用，因此

指定電池產品為此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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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視覺特徵 
裁判系統裝甲模組有明顯的 LED 指示燈光效果，供機器人自動識別瞄準算法的開發。賽場即周圍的環境

比較複雜，組委會無法保證比賽現場視覺特徵不會造成視覺干擾，算法應適應場地光線的變化與周邊可能

的其他干擾。 

設計機器人視覺特徵時須遵循以下規範： 

S8 不得遮擋裝甲模組。 

S9 不得在裝甲模組上投射燈光，不得在機器人機身上安裝反射或折射裝甲模組 LED 指示燈光的裝置，

不得設計與裝甲 LED 指示燈光效果類似的塗裝，避免干擾對方裝甲模組視覺特徵識別設備。 

S10 機器人上不得有和裁判系統視覺標籤的任何圖案相同或相似的塗裝。 

2.1.5 視覺標籤 

S11 機器人攜帶視覺標籤有效尺寸不得大於 75 mm * 75 mm。 

S12 使用硬質不反光材料製作視覺標籤，避免由於變形或反光導致機器人無法識別視覺標籤。 

2.1.6 機器人編號 
賽前檢錄和比賽中，組委會工作人員將按照機器人編號規則為機器人提供對應的編號貼紙，機器人編號請

參閱《RoboMaster 2020 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比賽規則手冊》第一章。貼紙示意圖見附錄一。 

為機器人黏貼編號貼紙時需遵循以下規範： 

S13 機器人編號貼紙與機器人編號按照規則對應，數字與符號方向明確，無明顯氣泡。貼紙黏貼位置待定。  

S14 除組委會提供的專屬編號貼紙，機器人的裝甲模組或其他外型結構上不得黏貼形似專屬編號貼紙的圖

案。 

S15 從高於地面 350 mm 任意一個方向直視機器人，必須確保至少有一張編號貼紙清晰可見。 

2.1.7 外型設計 
為避免機器人保護殼影響賽場上射擊對抗及觀賽體驗，設計與製作機器人外型時須遵循以下規範： 

基礎要求： 

S16 機器人的線路整齊、不裸露，無法避免的外露需用拖鏈、整線器等材料進行線路保護。 

S17 機器人的外型中不得出現明顯影響美觀的材料，如洗臉盆、寶特瓶、瓦楞紙、床單、保麗龍板、氣泡

袋等。 

https://www.robomaster.com/en-US/resource/pages/1039?djifrom=rob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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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 若非必要的功能需求，不得使用漁網作為外型設計材料。 

S19 避免尖銳結構造成場地破壞和人員傷害。 

光澤度： 

S20 機器人保護殼表面距離裝甲模組 LED 指示燈邊緣不大於 50 mm 處的光澤度不得大於 20 Gs。 

塗裝顏色： 

 建議全隊機器人外型風格協調一致。 

S21 機器人外型紅藍色的面積占比不得超過 10%，單個面積小於 6 cm2。 

S22 單個機器人外型上需帶有兩個己方學校校徽或隊徽，分別貼在不同方向。單個校徽或隊徽的面積大小

不超過 40 mm * 40 mm。校徽或隊徽需處於機器人的顯眼位置，且與裝甲模組燈的距離不小於 50mm。

如果不滿足規範，檢錄員會要求參賽隊伍修正校徽或隊徽的黏貼位置或大小。 

S23 校徽或隊徽可進行反白處理，也可保留原色。 

保護殼安裝： 

 

建議參賽隊伍採用不易破損的韌性材料進行保護殼製作，同時對保護殼進行可靠性測試，避免賽

場上的對抗使保護殼裂開，從而出現違規情況。 

2.1.8 發射機構 

S24 發射機構屬於裁判系統的一部分，參賽隊伍需使用官方發射機構。 

 發射機構：能夠讓水晶彈以固定路徑離開機器人自身並對其他機器人造成傷害的機構。 

S25 禁止改裝發射機構。 

2.1.9 其它 

S26 機器人設計製作不得採用易碎材料。 

S27 機器人不應對任何人員造成身體傷害。 

S28 對於可以被裁判系統控制的馬達，裁判系統會透過限制轉速來控制車速，車輪直徑必須小於 100 mm。 

S29 對於不受裁判系統控制的馬達，車輪大小不受限制，但是車輪的直線速度必須小於 2.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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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機器人技術規範 

2.2.1 步兵機器人 
步兵機器人製作參數如下所示： 

表 2-1 步兵機器人製作參數說明 

專案 限制 備註 

最大供電總容量 (Wh) 26 - 

最大供電電壓 (V) 12.6 - 

最大移動速度 (m/s) 2.0 - 

發射機構 最多安裝一個發射機構 - 

能否補彈 只能接受 - 

最大重量 (kg) 8 包含裁判系統重量 

最大初始尺寸 (mm L*W*H) 350*350*330 
在地面的正投影不得超出 350*350 

矩形區域 

最大伸展尺寸 (mm L*W*H) 420*420*400 
在地面的正投影不得超出 420*420 

矩形區域 

裁判系統 

前裝甲模組、左裝甲模組、右裝甲

模組、後裝甲模組、圖傳模組、運

動控制器模組、測速模組（已包含

在官方發射機構内） 

- 

 

  最大伸展尺寸：指機器人變形過程中的最大尺寸。 

 L*W*H：長*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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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工程機器人 
工程機器人製作參數如下所示： 

表 2-2 工程機器人製作參數說明 

專案 限制 備註 

最大供電總容量 (Wh) 26 - 

最大供電電壓 (V) 12.6 - 

最大移動速度 (m/s) 2.0 - 

發射機構 不能安裝發射機構 - 

抓取機構 
只允許安裝一個抓取彈藥瓶的機

構 

抓取機構不可對場地道具產生損

壞，尤其不能以鋸齒狀、尖銳狀等

結構與彈藥瓶進行互動，使彈藥瓶

產生不可逆轉的形變 

最大重量 (kg) 10 包含裁判系統重量 

最大初始尺寸 (mm L*W*H) 450*450*450 
在 地 面 的 正 投 影 不 得 超 出 

450*450 方形區域 

最大伸展尺寸 (mm L*W*H) 650*650*650 
在 地 面 的 正 投 影 不 得 超 出 

650*650 方形區域 

裁判系統 

前裝甲模組、左裝甲模組、右裝甲

模組、後裝甲模組、圖傳模組、運

動控制器模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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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空中機器人 
空中機器人製作參數如下所示： 

表 2-3 空中機器人製作參數說明 

專案 限制 備註 

最大供電總容量 (Wh) 4.2 

參賽隊伍應合理評估並充分地測

試空中機器人的動力系統與供電

系統是否能滿足載重及競技行為，

以免在比賽過程中出現安全事故

或意外 

最大供電電壓 (V) 4.35 - 

保護罩 槳葉不得外露 - 

定位 需擁有定位功能 可以在室內實現定位和定高 

最大重量 (kg) 0.2 - 

最大尺寸 (mm) 

L*W*H 
180*180*150 

在 地 面 的 正 投 影 不 得 超 出 

180*180 方形區域 

裁判系統 不安裝裁判系統 - 

馬達 
 類型：空心杯馬達 

 數量：最多 4 個 
- 

最大槳尺寸 4.4 英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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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裁判系統安裝規範 

3.1 概述 

裁判系統是一套可以全自動監控機器人狀態並且做出判決的電子系統。比賽過程中，裁判系統監控各參賽

機器人的血量狀態等資訊，並將即時資訊發送到對應操作間電腦以及賽事引擎服務器。裁判系統自動判定

比賽勝負，確保比賽的公平性。 

參賽隊伍設計的機器人需預留機械和電器連接埠，並遵守本章節的各個事項正確安裝裁判系統各模組。 

裁判系統的組成模組如下所示： 

表 3-1 裁判系統組成模組 

模組 介紹 

圖傳模組 

圖傳模組由一個智慧控制台和一個相機組成，透過無線網路方式接入操作間的客戶端。它

的作用是透過攝影鏡頭即時捕捉機器人前方的畫面，並將第一人稱視角畫面回傳到位於操

作間的顯示螢幕上。 

測速模組 

測速模組用於檢測水晶彈的射擊初速度和頻率。 

 測速模組已經集成在發射機構內，參賽隊員無需另外安裝。 

 

裝甲模組 裝甲模組是機器人端的傷害感知系統，用於檢測機器人被水晶彈攻擊的情況。 

運動控制器模組 
運動控制器適用於連接裝甲模組、電源、圖傳模組的樞紐，並具有將操作手的操作指令透

過 UART 連接埠傳輸至機器人的功能。 

3.2 機器人裁判系統配置 

各機器人的裁判系統模組配置情況如下所示： 

表 3-2 機器人裁判系統模組配置 

類型    數量 運動控制器模組 裝甲模組 圖傳模組 測速模組 

步兵機器人 1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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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機器人 1 4 1 0 

空中機器人 0 0 0 0 

3.3 運動控制器模組安裝 

參考運動控制器模組尺寸，在機器人預留安裝位置。 

  

 [1] M BUS 連接埠 [2] 
CAN BUS 連接埠，
用於連接智慧控制
台 

[3] UART 連接埠 

[4] 
CAN BUS 連接埠，
用於連接裝甲模組 

[5] POWER 連接埠 [6] 
CAN BUS 連接埠，用於
連接發射機構 

圖 3-1 運動控制器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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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安裝步驟 

1. 將運動控制器模組固定至機器人特定位置。 

 

[1] 運動控制器模組 

圖 3-2 運動控制器模組安裝示意圖 

2. 使用包裝內的電源轉接線，將運動控制器模組與電池進行連接。 

 

[1] 電源轉接線 

圖 3-3 運動控制器模組連線示意圖 

3.3.2 安裝要求 
運動控制器模組的安裝需滿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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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 確保機器人在運作狀態下，運動控制器模組的上表面水平朝上。 

S31 確保運動控制器模組穩定固定於機器人，運動過程中不發生相對移動。 

3.4 裝甲模組安裝規範 

裝甲模組分別包括前裝甲模組、右裝甲模組、左裝甲模組以及後裝甲模組，如下圖所示： 

 

[1] 頂部安裝孔 [2] 側向安裝孔 [3] 
裝甲連接
埠 

圖 3-4 前裝甲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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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輔助安裝卡槽 [2] 安裝孔 [3] 
裝甲連接
埠 

圖 3-5 右裝甲模組示意圖 

 

[1] 輔助安裝卡槽 [2] 安裝孔 [3] 
裝甲連接
埠 

圖 3-6 前裝甲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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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裝孔 [2] 
裝甲連接
埠 

[3] 彈性卡扣 

圖 3-7 後裝甲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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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安裝步驟 

 

[1] 前裝甲模組 [2] 右裝甲模組 [3] 後裝甲模組 [4] 左裝甲模組 

圖 3-8 裝甲模組安裝示意圖 

使用包裝內提供的傳輸線連接各裝甲模組至運動控制器模組的 CAN BUS 連接埠。 

 

圖 3-9 裝甲模組連線示意圖 

3.4.2 安裝要求 
裝甲模組的安裝需滿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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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 步兵機器人的前後裝甲模組的受攻擊面左右邊緣 90° 內不得被遮擋，上下邊緣 90° 內不得被遮擋。 

左右裝甲的受攻擊面左右邊緣 90° 內不得被遮擋，上下邊緣 90° 內不得被遮擋。 

S33 工程機器人的前後裝甲模組的受攻擊面左右邊緣 90° 內不得被遮擋，上下邊緣 90° 內不得被遮擋。 

左右裝甲的受攻擊面左右邊緣 50° 內不得被遮擋，上下邊緣 75° 內不得被遮擋。 

S34 設計機器人機構時候充分考慮後裝甲受撞擊情況，出現後裝甲受撞擊後卡扣脫落造成裝甲遮擋後，裁

判才根據比賽規則判罰。 

 

 

圖 3-10 裝甲安裝規範示意圖 

 

3.4.3 ID 編號設置 
機器人裝甲模組在賽前檢錄前必須設置正確的 ID 編號，具體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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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機器人裝甲模組安裝要求，以機器人比賽開始時刻的圖傳模組的正朝向為機器人座標系的 X 軸正方

向和指向地心的 Z 軸正方向建立機器人座標系，進入裝甲模組 ID 設置模式後，依次敲擊 X 軸正方向、

Y 軸正方向、X 軸負方向、Y 軸正方向，可完成機器人所有裝甲模組的 ID 設置。裝甲模組 ID 設置如圖

所示： 

  

[1] 前裝甲模組 [2] 左裝甲模組 [3] 後裝甲模組 [4] 右裝甲模組 

圖 3-11 裝甲模組 ID 設置示意圖 

 

表 3-3 機器人裝甲模組 ID 設置 

座標軸 模組 ID 

X 軸 
 正方向：前 

 負方向：後 

Y 軸 
 正方向：右 

 負方向：左 

3.4.4 安裝規範 
下文中的討論中，機器人機體座標系是標準的 X、Y、Z 笛卡爾座標系，座標原點為機器人的質量中心，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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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機器人座標系示意圖 

機器人本身的運動學程式需建立在以笛卡爾座標系為參考的機體座標系下。如果參賽機器人使用非笛卡爾

座標系建立運動學模型，則機體座標系定義為：機器人的發射機構初始狀態下射出水晶彈的方向向量投影

到 XY 平面作為 X 軸，根據 X 軸和指向地心的 Z 軸按照右手定律則生成 Y 軸，原點為機器人的質量

中心。 

裝甲模組安裝 

S35 機器人進行裝甲模組安裝時，裝甲模組需穩固連接。裝甲模組的 LED 面需與 XY 平面垂直，使得裝

甲模組受力面所在平面的法向量所在直線與 Z 軸負方向所在直線垂直。裝甲模組 LED 的兩條直線

邊與 XY 平面保持平行。定義安裝好的裝甲模組受攻擊面的法向量在 XY 平面上的投影為該裝甲模

組的方向向量。四塊裝甲模組的方向 向量需分別與機器人機體座標系的正 X 軸、負 X 軸、正 Y 軸、

負 Y 軸一一對應，方向向量和對應座標軸之間的角度誤差不能超過 5°。 

S36 機器人本身的運動學程式也需建立在上述機體座標系下。裝甲模組的安裝方式需與機器人本身的結構 

特性或者運動學特性共享同一個參考座標系。X 軸上安裝的裝甲模組幾何中心點連線與 Y 軸上安裝

的 裝甲模組幾何中心點連線要相互垂直。裝甲模組相對於機器人的幾何中心的偏移量在 X 軸或 Y 

軸上的分量不得超過 50 mm。 

剛性連接 

S37 安裝好的裝甲模組必須與底盤剛性連接成一個整體。比賽過程中，裝甲模組與底盤不可發生相對移動。 

機器人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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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比賽開始後，任何一個裝甲模組不能主動地相對於機器人整體的質量中心發生移動。如果參賽機

器人因為機器人結構設計需求導致機器人具有可變形特性，對於裝甲模組的要求如下：  

S38 任何時候，任何一個裝甲模組不可相對於機器人整體的質量中心發生連續、反覆的快速移動，短時間

移動速度不能超過 0.5 m/s。 

S39 任意地面機器人變形前後，裝甲模組的下邊緣距離地面的高度必須在 30 mm-50 mm 範圍內。 

3.5 圖傳模組安裝規範 

圖傳模組由智慧控制台、相機連接線、相機組成，如下圖所示： 

 

智慧控制台 相機連接線 相機 

圖 3-13 圖傳模組示意圖 

 

參考圖傳模組尺寸和安裝連接埠，在所需位置預留安裝孔位。 



 

© 2020 大疆創新 版權所有    25 

 

[1] CAN BUS 連接埠，用於連接智慧控制台 [2] 天線 [3] 相機連接埠 

[4] 進風口 [5] 出風口   

圖 3-14 智慧控制台示意圖 

 

[1] 相機連接埠 

圖 3-15 相機示意圖 

3.5.1 安裝步驟 

1. 使用四顆 M3 螺絲固定智慧控制台至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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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控制台 [2] 相機 

圖 3-16 圖傳模組安裝示意圖 

2. 使用相機連接線連接智慧控制台和相機。 

3. 使用包裝內的傳輸線連接智慧控制台與運動控制器模組。 

 

[1] 傳輸線  

圖 3-17 智慧控制台連線示意圖 

3.5.2 安裝要求 
智慧控制台的安裝需滿足以下要求。若不按照要求安裝，可能會導致圖傳的圖像品質下降，甚至運作異常。 

S40 不得遮擋智慧控制台的進風口與出風口。 

S41 由於智慧控制台的天線位於模組頂部，因此頂部不能有任何金屬遮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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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 如智慧控制台安裝位置示意圖所示，以智慧控制台的中心為球心，90 mm 半球內無馬達或其他帶電

磁干擾的設備，避免相機圖傳訊號被干擾。 

具體的安裝位置和角度，可以透過查看接收圖像品質確認。 

 

[1] 天線 

圖 3-18 智慧控制台安裝位置示意圖 

3.6 測速模組安裝規範 

測速模組已集成於發射機構內，發射機構示意圖如下： 

1. 使用四顆 M3 螺絲固定發射機構至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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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3 安裝孔 [2] 測速模組 

圖 3-19 發射機構示意圖 

2. 連接發射機構至智慧控制台 CAN BUS 連接埠。 

 

 [1] 發射機構傳輸線 

圖 3-20 發射機構連線示意圖 



 

© 2020 大疆創新 版權所有    29 

附錄一 編號貼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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