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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移动机器人项目”全国机械行业选拔赛技术规程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19 年 8 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为保证移动机器人项目全国机械行业队员选拔，确保各项工作的

高质量、高效率，力争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特制订本技术规程。 

一、选手要求 

各参赛单位（院校和企业）限报 2队，每队 2名，共 4名选

手参加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全国机械行业

选拔赛。选手要求为 1997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思想品德优秀，

具备自动化类、机械设计制造类或机电设备类相关专业扎实基本

功和技能水平，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应变能力以及较好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的人员。 

二、竞赛时间与地点 

具体比赛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竞赛设备 

竞赛设备以2017年第44届世界

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官方指定

套件（见右图）为基础制作，套件包

含 MYRIO-1900、摄像头、3轴陀螺仪、

超声波传感器模块、光电编码器、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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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机、12V3000amh 镍氢电池、遥控手柄、XHUB 等。 

四、赛前要求 

赛前，参赛队需做好下述准备工作： 

按照任务要求选手利用上述套件设计参赛机器人，并完成编

程工作。机器人机械连接不采用焊接、铆接方式，控制方式不能

采用气动、液压。机器人能够在自动模式、遥控模式完成任务，

一次控制一名儿童（台球）。 

参赛队设计的机器人需保留比赛现场提供的第一视角摄像

头安装位置及电源连接口。 

五、竞赛场地、设施 

竞赛场地为 4000*2000mm，场地光滑、平整。护板三边高

250mm，沙地后护板高 400mm。场地参考图见附图 1。 

（一）活动场地接待区 

活动场地接待区由以下组成： 

入口通道侧面有 200mm 高的墙面，600mm 宽的通道，最高高

度为 500mm。 

沿着接待区域最长的墙体，前面为一排高 100mm 墙体作为父

母平台区。 

代表父母的黑白网格图案将被安装在轻薄平坦的板子上，板

子背后有胶条或有钩子。父母所在平台区的后墙也有胶条或可以

支撑钩子，方便在两轮任务中间根据需要改变代表父母的图形的

位置，实现整个任务真正的元素搜素。 

指定的机器人开始位置在接待区域离入口另一端的

600*600mm 的胶条方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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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地入口滑道 

每次任务打分开始前，16 个儿童（台球）会被放置在入口

滑道的顶部。 

将台球放置在滑道的顺序对于所有场地都一样。这将保障同

时在不同场地运行任务时随机放置儿童（目标物）的公平度。 

注意： 

目标物会随机放置，选手提前无法得知。以防选手利用位置

信息，从而保障“对五名指定儿童的真实探索”作为比赛任务。 

如果一个球完全落在场地之外或是在沙地柱子顶部位置，流

程如下： 

场地裁判拾起该球，重新放入滑道。 

（三）沙地 

一个 U形开阔/坚硬/平滑的地面 

中间是 57mm 深，1100*1257mm 的沙区，里面有一个边框式

车架，车架有三级阶梯，每级垂直高度为 19mm，宽度为 25mm. 

四根直径 100mm，180mm 高的圆柱。 

一个 600mm 宽，500mm 高的拱门入口/出口。 

（四）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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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直径 2.25 英寸美式桌球，在机器人场地活动任务中扮

演“儿童”的角色。 

（五）网格板 

在 110*110*6mm 的白色

硬纸板的标签上印有黑白网

格图案。 

六、竞赛要求 

（一）竞赛模块 

竞赛分模块 A和模块 B，每个模块竞赛时间为 1天，整个比

赛时间共 2天。 

模块 A（34 分）：移动机器人基本功能测试 

任务描述：参赛队有 200 分钟完成基本功能题目编程调试，

30 分钟的测试时间。 

模块 B（56 分）：综合功能测试（试题现场提供) 

任务描述：参赛队在 200 分钟时间完成移动机器人编程调试。 

（二）测试项目及分值 

模块 项目 要求 分数 

 

工作组织与

管理   

沟通与人际

交流能力

（10 分）      

团队工作空间状况 

机器人调试及编程过程中必须放置在支架上。以确保即使

在机器人驱动系统突然意外动作的情况下，机器人也不会

“与工作台分离”；地面上不得有工具和废弃物；电缆不得

跨过通道；经专家评审团允许后，方可携带食物/饮料进入

工作场地，但只能放置在封闭的瓶/盒子中；带刀刃的工具，

不工作时须使用刃部防护装置；工具应尽量置于工具箱中，

保持整齐。 

1/模块 

按时到场，并在与其他参赛队共享的竞赛场地空间完成准

备工作。 
1/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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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竞赛场地空间中与对手的合作 

在竞赛全程中，将从是否有利于竞赛公平、是否所有的参

与者可均等地利用场地空间等角度出发，考察参赛队与对

手的互动情况。例：参赛队在测场时间可以选择晚些进入

或不测场；但在规定时间结束后，超过 30 秒参赛队未撤出

场地空间 = 不合格。 

1/模块 

参赛队队员之间的合作 

移动机器人为团队竞赛项目，竞赛全程将对每队选手之间

的互动行为进行考察，两个参赛选手均应积极地做出贡献，

满足竞赛要求。两名选手均主动地为团队绩效做出贡献=

合格；观察到一名选手留给另外一个队友较多的工作内容=

不合格。 

1/模块 

选手与裁判的合作行为 

竞赛全程期间，考察选手如何与裁判互动及如何应对竞赛

中相关情况；选手与裁判的沟通中，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态

度。 

1/模块 

模块 A 

基本功能测

试 

（34 分） 

一块挡板被放置在传感器前，机器人必须作出预定响应，

例如后退 
2 

贴有黑色胶带的平板被放在传感器区域内，机器人必须做

出预定响应，例如后退 
2 

花球被放置在摄像头视野之内，机器人必须做出预定响应，

例如后退 
2 

色球被放置在摄像头视野之内，机器人必须做出预定响应，

例如后退 
2 

母球被放置在摄像头视野之内，机器人必须做出预定响应，

例如后退 
2 

代表父母的黑白条纹图案被放置在摄像头视野之内，机器

人必须做出预定响应，例如后退 
2 

机器人必须在开阔的地板上前进 1m 2 

机器人必须在开阔的地板上后退 1m 2 

机器人必须在胶带贴好的区域内完成 360°旋转 2 

机器人被放置在接待区的地板上并选出指定台球 2 

机器人被放置在接待区的地板上并将台球放入隔间 2 

机器人运行安全指示灯 2 

机器人从启动区穿过接待区至拱门外 2 

机器人在开阔的场地地面上从地面入口拱门到地面沙区反

方向的指定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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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从场地入口拱门通过开阔场地，找到台球 2 

机器人从场地入口拱门通过开阔场地，找到沙区内台球。 2 

机器人在接待区拱门外任务开始，移动至接待区并使用摄

像头分辨代表父母的黑白网格图案，移动并停留在指定的

父母隔间前 

2 

模块 B 
综合功能测

试（56 分） 
赛场现场公布。 56 

七、功能测试题要求 

（一）比赛开始阶段，各参赛队有 15 分钟时间阅读分析试题，

然后专家组成员统一回答参赛队关于试题的疑问，此后专家组不

再回答赛题相关问题。 

（二）审题结束后，进行程序编写，时间为 60 分钟，期间各

参赛队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三）每个参赛队有三次每次二十分钟的测场时间，在此期

间，每个队都可以进入比赛区域使用比赛场地测量或测试机器人

程序。场地使用的先后顺序由比赛专家组组织抽签确定。 

（四）模块 A基础功能测试，每个参赛队只有 1次测试的机

会，每次测试时间为 30 分钟。 

(五)模块 B综合功能测试，题目现场公布，每个参赛队每题

有 20 分测试时间。 

（六）模块 B综合功能测试包含时间分，只有当机器人完成

所有任务，方可获得此项分值。分数计算按照如下公式：时间分

值=n 分*最快完成队耗时/本队完成时间。 

八、注意事项 

（一）各队顺序由抽签决定，应严格按照时间表运行。 

（二）裁判裁决某队犯规，则停止该队本轮测试；如两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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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三）比赛程序现场编写，可携带纸质资料进入赛场。竞赛

期间不允许上网及使用移动存储设备，不允许与场外联系，发现

将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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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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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原材料裁剪模型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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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原材料裁剪模型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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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原材料裁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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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入口滑道细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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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入口滑道细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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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原材料裁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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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通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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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通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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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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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1:父母隔间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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