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2021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声明 
参赛人员不得从事或参与任何经 RoboMaster 组委会认定的涉嫌公众争端、敏感议题、冒犯大众或某些大

众群体或其它破坏 RoboMaster 形象的行为，否则，组委会有权永久取消违规人员的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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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 V1.0 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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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RoboMaster 是由 DJI 大疆创新搭建，服务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机器人教育竞技平台，包含赛事、校园生

态、文化周边等多项内容。 

RoboMaster 机甲大师青少年对抗赛（RMYC, RoboMaster Youth Championship）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办赛五年后拓展至青少年群体的全新尝试。赛事由 DJI 大疆创新发起，要求青

少年以团队为单位，使用自主研发或改装的机器人参与分组对抗。本赛事着重培养青少年的工程理论知识

与人工智能实践能力，帮助青少年完成从机器人基础、程序设计到人工智能、机器人控制原理的知识进阶，

并通过竞赛的形式，考查学生的临场反应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赛事将充分考验学生

的团队协作能力与责任感。 

RMYC 2021 设立全国赛和联盟赛两个赛事。在全国赛中，参赛队伍来自全国各地中小学，以学校为单位

参与由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下设个省市分站赛作为全国赛

晋级选拔依据，各分站赛主办单位为各省市教育厅、科协、电教馆等单位。在联盟赛中，参赛队伍由自全

国各地教育机构选拔的中小学生组成，以队伍为单位参与由 RoboMaster 组委会（RMOC, RoboMaster 

Organizing Committee）主办的的全国赛事，下设几个联盟区域赛作为联盟赛决赛选拔依据。 

RoboMaster 正在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带来一场突破性革命，在促进机器人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将一流科学

家、工程师们对科技行业的兴趣和热爱传播至青少年一代。希望每一位青少年拥有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在科技竞技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朝着改变世界的方向前进。 

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RMYC 2021 将设置线上评审环节。受疫情影响无法成功备赛或

参与线下比赛的全国赛和联盟决赛队伍，可根据实际情况参与线上评审，并将以线上评审成绩作为本赛季

最终评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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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上评审日程 
 线上评审日程仅供参考，具体时间以组委会公布的最新公告为准。 

线上评审将以提交任务视频、评分表、备赛报告及线上答辩的形式进行。参赛队伍将评审所需材料上传至

阿里云盘文件夹后，在报名系统提交阿里云盘文件夹链接。 

表 2-1 线上评审日程 

日程（北京时间） 项目 备注 

2021 年 9 月 17 日 12:00-2021

年 9 月 22 日 20:00 
确认参与线上评审 

在 RoboMaster 报名系统中，查看确认参

与环节注意事项并提交与线上评审参与反

馈。 

2021 年 9 月 23 日 12:00-2021

年 10 月 8 日 20:00 

提交任务视频、评分表及备

赛报告 

所有成功报名线上评审的参赛队伍在报名

系统中提交阿里云盘文件夹链接（文件夹

内需包括：任务视频、评分表及备赛报告）

详见表 3-1。 

2021年 10月 15日-2021年 10

月 22 日 
线上答辩 

每支参赛队具体的答辩时间，以组委会单

独通知为准 

2021 年 11 月 公布获奖名单 将在 RoboMaster 官网进行公示 

https://registration.robomaster.com/registration-center
https://www.robomaster.com/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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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赛队伍及要求 

3.1 参赛队伍 
RMYC 2021 线上评审参赛队伍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求： 

1. 已成功晋级 RMYC 2021 全国赛、RMYC 2021 联盟决赛的队伍； 

2. 已在报名系统中提交上述赛事报名资料，且状态为通过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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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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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赛要求 
参赛队伍需要在阿里云盘创建账号，新建文件夹（文件夹名格式：学校名+队伍名），将所需评审材料（任

务视频、任务视频评分表及备赛报告）放入文件夹后，在报名系统中提交文件夹链接。 

点击此处查看获取线上评审材料样例 

 
 含阿里云等软件使用指南和任务视频摄指南。 

 如发现作弊，则取消评奖资格。 

具体要求如下： 

表 3-1 参赛环节要求 

参加环节 形式 规范 

任务视频 

在阿里云盘文件夹内

上传录制的比赛自动

阶段完成任务的视

频，详情参考《任务

视频样片》和《任务

视频拍摄指南》。 

1. 视频的命名规范格式“学校名-队伍名”。四个任务需在一

个视频内体现。 

2. 视频内容要求： 

a. 在自动运行阶段同时运行所有机器人执行任务 

b. 每个任务需连续重复三次 

c. 对方基地血量清晰可见 

d. 赛事引擎倒计时清晰可见 

e. 击打能量机关全过程清晰可见 

f. 工程取弹药瓶全过程清晰可见 

g. 步兵击打基地全过程需可见 

3. 视频拍摄要求： 

a. 视频分辨率需设置为 1080P以上，推荐 4K 

b. 要求一镜到底，不允许进行任何剪辑 

（否则作为作弊处理，取消评奖资格） 

c. 总时长不超过 7分钟 

d. 参赛队可选择在视频中加入语音讲解和文字说明 

e. 不要展示毫无意义的场景，保证整个视频简洁明了 

任务视频评分

表 

在阿里云盘文件夹内

上传任务视频自评评

分表。详情参考《任

 各个队伍需按照视频中任务完成情况自行计算得分，以赛

事引擎上的倒计时显示 4:00 为准计算得分（一秒内均有

效）。 

https://www.aliyundrive.com/s/FvAW1dGqa51


 

10    © 2021 大疆创新 版权所有 

参加环节 形式 规范 

务视频评分表》。  可以由指导老师或家长协助完成计算，同时需提交三次计

算来源并截图备注《第一次-截屏》、《第二次-截屏》、

《第三次-截屏》。 

备赛报告 

在阿里云盘文件夹内

上传背书报告文件，

详情参考《备赛报告

模板》 

文件要求： 

 备赛报告不得与其他参赛队伍的备赛报告有较高程度相

似内容。 

 文件名：省份+学校+队名 

 格式：电子文档 

 回答问题可手写，手写需字迹清晰，辨识度高，否则视为

无效文件。 

 原材料，如设计图纸、记录过程、电路图等，以图片的形

式插入备赛报告中。 

线上答辩 
在线上腾讯会议中进

行 

 线上答辩时长在 15-20分钟左右。 

 线上答辩将分为以下几个环节： 

1. 自我介绍 

2. 代码展示讲解（由评委现场指定） 

3. 代码问题答辩 

4. 技术问题答辩 

5. 备赛报告问题答辩 

 答辩具体时间会另行通知，请各个队伍提前 5 分钟进入线

上会议等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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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分方式及标准 
按如下表格对 RMYC2021 赛季成果进行展示，展示成果按各板块权重计分，折合原技术评审分数计入总

分。 

 任务视频中能量机关必须升级为最新版本。 

表 4-1 评分标准 

板块及分值 项目 内容 分值 

视频展示

（50分） 

（任务 1）自动规

划攻击基地 

步兵机器人从启动区出发对敌方基地造成任一数值的血量

伤害则得到基础分 2分，额外加分值等于 8*n/1425, n为比

赛自动阶段对基地造成的实际伤害值。步兵配合完成能量机

关的击打即取满分。得分实际计算产生小数的保留两位。（三

次得分取平均值） 

重要提醒：完成任务时，视频拍摄界面需要包含服务器的界

面，否则视为有作弊嫌疑，计 0分。 

10 

（任务 2）击打能

量机关 

步兵机器人从启动区出发完成能量机关的击打获得基础分 6

分，额外加分值等于 9*（62-t）/ 60, t 为从启动区出发到

完成击打的总时长，单位为秒。得分实际计算产生小数的保

留两位。（三次得分取平均值） 

15 

（任务 3）工程取

弹 

工程机器人从启动区出发完成从资源岛至少取回一个弹药

瓶获得基础分 6分，额外加分为每取回一个 1组的弹药瓶加

0.4分;每取回一个 2组的弹药瓶得 0.6分；每取回一个 3组

的弹药瓶得 1.6分。（三次得分取平均值） 

15 

（任务 4）其它任

务 

请自行展示在自动阶段完成的任务可以帮助取得比赛优势

的方案，比如：自动瞄准攻击敌方机器人；工程改装有一定

的防守功能等。此任务得分将由组委会进行评审打分。 

10 

备赛报告

（20分） 
备赛报告内容 

组委会将根据备赛报告内容，按照团队参与度、内容的详细

程度、真实性和队伍综合能力进行评分。 
20 

线上答辩

（30分） 
线上答辩成绩 

1、考察队伍对代码的学习与理解 

2、考察队伍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3、考察队伍的综合素质（如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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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奖项设置 
 

RMYC 2021 全国赛和联盟决赛将单独进行奖项评选，各赛事将分为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

组别进行评选。 

奖项设置如下所示： 

表 5-1 奖项设置 

奖项 数量 奖励 

一等奖 15%/组别 
 荣誉证书（团体） 

 荣誉证书（每人） 

二等奖 35%/组别 
 荣誉证书（团体） 

 荣誉证书（每人） 

三等奖 50%/组别 
 荣誉证书（团体） 

 荣誉证书（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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