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RIC 機器人創新挑戰賽
――無人超市競賽規則
1. RIC 機器人創新挑戰賽簡介
RIC(Robot Innovation Challenge)機器人創新挑戰賽是一項青
少年機器人比賽項目。要求參加比賽的代表隊自行設計、製作機器人
並進行程式設計。參賽的機器人可在特定的競賽場地上，按照一定的規
則
的
創
，

進行比賽。在中小學機器人競賽中設置 RIC 機器人創新挑戰賽的目
是藉著電腦資訊及科學原理之融合運用，啟發參賽者之科技運用及
意，並以機器人設計的競賽活動，達到推動國內創新科學教育之目的
激發我國青少年對機器人技術的興趣。

2. 競賽主題及背景
本屆 RIC 挑戰賽的主題為“無人超市”。 “無人超市”順應時
代的發展而出現，在全球各地已陸續出現，
而在我國，則隨著馬雲的“無人超市”引起了大家的關注。那麼新的
消費方式究竟帶來怎樣的改變呢?我們先從無人超市帶給群眾的便利
談起。
首先，便捷且高效。阿裡巴巴的“無人超市”一經亮相就贏得
了民眾的廣泛關注。與普通超市相比，這裡一切都是消費者自主操作，
沒有導購，沒有收銀，即買即走。當然依靠的都是高科技，進店前打
開手機掃一掃，離店時需要有感應。兩道“結算門”，第一道門感應
離開，第二道門進行結算。測試結果顯示，無人超市的真實付款率達
到八成以上。這樣的“超市”給人類帶來的便捷和效率顯而易見，默
默改變著人類的未來消費方式。
其次，科技利用率高。現代社會的發展是資訊技術發展的時代，
“無人超市”的便捷和高效正是由高科技支撐的。它離不開人工智慧、
人臉識別、物聯網、移動支付等技術的發展。而這些技術的發展則是
在當前科技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出現的，並且在將來不會停下發展和完
善的步伐。
在一切講究效率的今天，這樣的方便足以值得我們期待，但是
駐足“無人超市”必然也會出現其中的一些問題，畢竟任何事物的發
展都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本屆比賽就是用機器人模擬“無人超市”的構想。
3. 比賽場地與環境
3.1 場地

3.2 賽台
1） 賽台是進行機器人比賽的地方。

A:2362mm

B:1143mm

C:38mm

D:82mm

2） 單個賽台的內部尺寸長為 1143mm、寬 2362mm，四周裝有邊
框，高為 82mm，厚度為 38mm，賽台底板厚度為 18mm。邊
框內側為黑色。
3） 場地底板上鋪有場地紙。場地紙上畫有待命區，比賽用的
部分模型則佈置在場地紙上。場地紙（含黑邊）的尺寸為
1140mm、寬 2356mm。場地紙緊貼北面和東面的邊框
4） 比賽時參賽隊員面向賽台時，賽台左西右東，左下方為自
動待命區。

5） 場地上物品較多，比賽期間，參賽隊員和裁判員要共同維
護好場地的秩序。參賽隊可以把待命區內當前不動或機器
人不用的物品放到待命區外，只要這個動作不具有任何策
略性。物品也可由賽台旁的隊員之一拿在手裡或在盒子裡。
如因其它原因而非機器人的動作使模型斷裂、失效、移動
或被啟動，如果可能，裁判員應儘快將它恢復。
3.3

待命區
場地膜的有兩塊待命區。待命區是垂直向上延伸的待命區周
邊（包括邊框的內表面）和一個
35cm 高的虛擬天花板組成的盒
子。如果場地膜的尺寸有誤差
（一般是略小），不能與邊框相
配，則優先保證場地膜的東、北
邊緣與邊框貼緊。待命區是一個
空間而不是平面。待命區是機器人準備、啟動和必要時維修
的地方。
注意:本次競賽規則待命區分別為左下角的“倉庫”，以及右上角的 “
社區”

3.4 任務模型
使用場地器材中包含模型元件搭建任務模型，搭建完成後放
在場地內標記好的位置上。任務模型的簡要介紹見下表：

貨架
外倉

商品 1

商品 2

商品 3

商品欄框

質檢區

支付平臺

蜜蜂箱

道具位置示意圖

4. 任務說明與得分
4.1 規定了機器人要完成的 10 種任務。在規定的比賽時間內，選手
操控機器人從場地上的基地出發，每次可執行一個任務，也可以一次
執行多個任務。在比賽中，完成或部分完成每一項任務將獲得相應的
分數，違反比賽規則亦將扣除相應的分數。比賽以組隊的方式進行，
每個參賽隊由 4 名符合年齡組別要求的選手組成。在比賽中，選手的
分工可以不同，但都必須參與比賽的全過程並承擔明確的比賽任務。
4.2 規定的任務
4.2.1 外倉調撥
機器人從“倉庫”出發，完全離開“倉庫”後，期間機器人可
在貨物中轉站停留,也可以直接到達外倉，把商品道具帶回“倉庫”
存儲。調撥 1 個商品+40 分（共 3 個商品）。任務失敗不計分！
4.2.2 商品質檢
機器人從“倉庫”出發，把“倉庫”存儲的商品送到質檢區；
質檢道具從傾斜坡滑落到商品欄框成功+20 分/個，道具掉落在非任
務區域內每個扣-10 分；如果“外倉調撥”（4.2.1）失敗，可把“倉
庫”初始存儲的 3 組（3 個不同商品為一組）商品的其中一組送到質
檢區質檢。該任務最多完成 1 組得分，運送多組無效。
4.2.3 商品回收

機器人可從“倉庫”出發，或直接從質檢區進行，從質檢區將
商品欄框運送回“倉庫”。商品欄框在“倉庫”的商品道具數量+20
分/個。失敗不得分！
4.2.4 商品分類
機器人從“倉庫”出發，貨架區擺放 3 個貨架,機器人需要從倉
庫中的一組商品擺放到貨架內。每一個貨架指定裝一種商品，要對應
放置。擺放成功 1 個+30 分，滿分 90 分。任務挑戰失敗後裁判將隨
機擺放 3 個不同的商品到貨架，該任務失敗不得分！該任務最多完成
1 組得分，運送多組無效。
4.2.5 遠程支付
機器人從“社區”出處，到達遠程支付平臺，遠程支付平臺中
間區域設置正方形 LED 方塊，可變化顏色，機器人使用指定“支付模
塊”進行觸發，控制方塊分別亮紅/綠/藍各 1S，顏色變化 1S 週期內，
同時控制蜂鳴器響 0.5S，關 0.5S。
4.2.6 無人配送
則相當於從“倉庫”出發,運送任意一個商品出發,期間機器人
可在貨物中轉站停留,也可直達到蜜蜂箱,運送完成機器人回到“倉
庫”。任務成功+100。任務失敗不得分,若遠程支付任務失敗,無法觸
發本任務,直接跳至(4.2.7)。
4.2.7 貨架巡邏
機器人從“倉庫”出發，到達 3 個指定貨架區，每經過一個貨
架區，要啟動彩燈閃爍 2 下。再回到“倉庫”。任務得分+30 分/區。
任務失敗不得分。 經過貨架定義:機器人最前端不得超過貨架圖片最
高點,同時貨架上 下端平行線之間,包含機器人部分。
4.2.8 補倉
機器人從“倉庫”運送任意一個商品出發，運送到貨架區隨機
擺放在其中一個貨架內。任務成功+50，任務失敗不得分！若貨架巡

邏任務失敗,無法觸發本任務,直接比賽結束。
4.2.9 設備維修
比賽開始有 7 個設備備件，機器人只有在待命區裡才可以接觸。
如果機器人在上訴所有任務中完全離開待命區後再被隊員接觸時，裁
判就要從場上拿走一個設備備件作為懲罰。比賽結束後,剩餘每個設
備得 8 分/個。
4.2.10 盤點倉庫
所有任務停止結束後,清點倉庫區剩餘的商品,剩餘得 5 分/個。

序號

任務名稱

涉及的模型

得分條件

分值

任務完成分

1

外倉調撥

“外倉”

把商品調撥回倉庫

40 分/個

0~120 分

2

商品質檢

“斜梯”

“商品”送到“斜梯”

3

商品回收

“商品欄框”

完成回收

20 分/個

0~60 分

4

商品分類

“貨架”

完成分類

30 分/個

0~90 分

5

遠程支付

共 60 分

0~60 分

6

無人配送

100 分

100 分

30 分/區

0~90 分

50 分

50 分

8 分/個

0~52 分

5 分/個

0~35 分

方塊分別亮紅/綠/藍各

20 分/個 掉落場外
-10 分/個

0~60 分

1S，蜂鳴器按要求觸發

7

貨架巡邏

8

補倉

9

設備維護

10

盤點倉庫

11

時間分

“商品”

運送商品運送到蜜蜂箱
架區利用發光模組閃爍
3下

“貨架”

“商品”

完成貨架商品補給

待命區內商品個數

當所有任務總分達到任務完成最高分（最高分為 717 分）80%；
則比賽剩餘時間計算為 1 分/秒；
表 1 任務得分條件

5. 機器人和器材 本節提供設計和構建機器人的原則和使用器材的要
求。機器人在
比賽中可以完成特定的任務。參賽前，所有參賽隊伍的機器人設備必
須提供生產廠家出具的智慧財產權授權和合法管道來源證明，並通過

大賽的設備檢錄。
5.1 參賽的機器人控制器必須使用中鳴教育系列 RCU 以及配件或
附屬裝置。安裝方法可以是壓裝或松配合。脫離機器人的物體不屬於
機器人的一部分。
5.2 競賽用到的每種器材必須使用原始出廠狀態的中鳴元件制
作，導線和軟管可以剪成需要的長度。
5.3 對非電氣元件的數量及來源沒有限制。氣動元件是允許的。
5.4 參賽隊必須使用三個機器人各自至少完成一個項目。
5.5 每個機器人可以使用 8 個感測器，它們可以是接觸感測器、
光電感測器、顏色感測器、超聲感測器、角度感測器等器件的任意組
合。
5.6 導線和轉接線可以隨意使用。
5.7 在準備區可以有備份/替換的電氣元件。
5.8 不允許將電腦帶入比賽區。不能在比賽區內給機器人下載 程
式，可以在準備區中進行。
5.9 從自動待命區出發的任務，不允許使用有遙控功能的物品。
5.10 只允許在機器人的不外露位置使用辨別身份的標記。
5.11 不允許使用油漆、膠帶、膠水、油等。
5.12 如果機器人違反本規則且無法糾正，裁判長可以決定它如何
參賽，但此機器人不能獲獎。
5.13 可以使用機器人快車或者 Scratch-JMD（任何版本）給機器
人程式設計。允許使用由中鳴公司提供的補丁、外掛程式和新版本軟
體。
6. 比賽規則
6.1賽制
成績按兩輪總得分排名，如果總得分相同，單輪得分高者排名靠
前；如再相同，兩輪重啟次數少的排名靠前。
6.2 參賽隊
6.2.1 每支參賽隊由 4 名學生和 1 名教練員組成。學生必須是截
止到 2018 年 6 月仍然在校的學生。
6.2.2 每場比賽中，除緊急修理外，只能有 3 名隊員面向賽台。
其他隊員可站在附近，具體位置由裁判長確定，以便需要時介入，但

他們不得拿著比賽器材。
6.3 比賽過程
6.3.1 賽前檢查和統一搭建調試
6.3.1.1 賽前檢查 參賽隊的機器人在比賽前需要接受裁判員的檢
查，內容包括生 產廠家的智慧財產權授權、器材來源的合法性
、機器人的安全性 等。
6.3.1.2 統一搭建調試 專案裁判組統一組織現場搭建、程式設計和
調試，各參賽隊必須在 給定的時間內（一般為 60 分鐘－120
分鐘，具體時間由裁判 組提前通知）搭建出任務機器人的基
本功能結構並完成程式設計和 調試。
6.3.2 賽前準備
6.3.2.1 參賽隊準時到場參賽後，有兩分鐘時間去準備和安排未加
電的機器人以及將要移動和使用的物品。
6.3.2.2 參賽隊必須使用比賽提供的任務模型，不能攜帶自己的
複製品到競賽區。參賽隊員與裁判員一起核查賽臺上的模型的數
量和位置。
6.3.2.3 賽前準備中，參賽隊不能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拆下任務
模型，把任務模型固定到機器人上，把任務模型相互連接，將任
何東西固定到任務模型上，為策略的需要接觸待命區外的任務模
型，以及在競賽區附近下載程式。
6.3.2.4 在準備時間內，參賽隊員可以在待命區外校準光電傳感
器。
6.3.2.5 在準備啟動時，機器人必須在啟動位置不動，參賽隊員
不能接觸機器人和將要移動或使用的任何物品。機器人的任何部
分以及將要移動或使用的任何物品必須完全納入待命區，不允許
任何東西超出虛擬的待命區空間，如啟動位置圖所示。機器人可
以（但不要求）與將要移動或使用的物品接觸。

啟動位置

6.3.2.6 準備一台尚未加電的機器人時，參賽隊可以用自己準備
的策略物品（為了策略的需要而準備的物品，不是機器人）使它
對準某個目標，但是在機器人啟動前，必須鬆開策略物品。
6.3.2.7 完成準備工作後，隊員應向裁判員示意。
6.3.3 啟動
6.3.3.1 裁判員確認兩個參賽隊均已準備好後，將發出“5，4，3，
2，1，開始”的倒計數啟動口令。隨著倒計時的開始，操作手可
以用一隻手慢慢靠近機器人，聽到“開始”命令的第一個字，操
作手可以觸碰一個按鈕或給感測器一個信號去啟動機器人。
6.3.3.2 負責啟動機器人的參賽隊員對機器人所做的唯一動作是
讓程式運行。在倒計時期間，參賽隊員不能觸摸機器人或將要使
用或移動的物品。如果觸摸了，裁判會重新開始倒計時。
6.3.3.3 在“開始”命令前啟動機器人將被視為“誤啟動”並受
到警告或處罰。
6.3.3.4 一旦比賽開始，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斷或暫停比賽。
6.3.4 對比賽動作的規定
6.3.4.1 一般來說，完成任務並不需要使用特定的方法，也鼓勵
參賽隊自由創造。但是，如果規則要求用某種特定方法完成某個
任務，就必須用那個方法，否則裁判不認為是完成任務。
6.3.4.2 不允許將任務模型與其它物品（包括另一個任務模型）
不合法地連接。任務模型與其它物品的合法連接應滿足以下條件：
握住其中一個（如果二者不同，則握住較重者）輕輕晃動，另一
個會因重力而完全分離。如有不合法的連接，裁判員將不允許機
器人啟動。
6.3.4.3 機器人一經啟動，就被認為是“活動的”，這種狀態一
直保持到參賽隊員下一次觸碰機器人或任何模型或正在移動或使
用的物品。發生上述接觸動作時，機器人就立刻被認為是“不活
動的”，如果它不在待命區，就必須拿回待命區調整、重新配置
並準備重新開機。
6.3.4.4 如果接觸活動的機器人時它正在策略性地移動某個模型
或策略物品，正在被移出待命區的物品隨機器人一起拿回待命區，
繼續使用；裁判員將把那些在待命區外遇到的物品拿出場地，不

再使用。
6.3.4.5 只有在顯然是要讓機器人出待命區的時候，參賽隊員才
可以將要移動的物品完全放到待命區裡，讓活動的機器人與它相
互作用。然而，把物品放到活動的機器人上，被認為是間接接觸，
必須重新啟動。
6.3.4.6 不管因為什麼原因而重新啟動，應按照要求在待命區內
擺放機器人與物品。
6.3.4.7 如果未被接觸的活動機器人與所移動或使用的物品脫離
了接觸，則該物品應留在原地，直到機器人重新與它接觸。這類
物品不能用手去恢復。
6.3.4.8 被活動機器人改變了的場地狀態，不能恢復。參賽隊員
接觸活動的機器人時，機器人必須立即停止。如果在機器人停止
期間改變了場地狀態，裁判會盡力恢復。如果無法恢復場地，就
只能保持“原樣”。
6.3.4.9 待命區內可得分的任務模型或物品，應一直在裁判員視
線之內。
6.3.4.10 在比賽過程中，對於顯然不是故意損壞而導致脫落的機
器人零件，參賽隊可自行或請求裁判幫助先移出場外，在機器人
回到待命區後，可將脫落的零件恢復。
6.3.4.11 參賽隊的機器人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擾對方的機器人、場
地或策略。
6.3.4.12 只要機器人（或與它接觸的物體）的某一部分進入待命
區就可以用手將它們拿到待命區裡。如果機器人進入待命區裡的
僅是一條繩索、軟管、導線、管子、鏈條或其它顯然是為了伸展
機器人而設計的配件（非機器人主體），就不認為機器人的某一
部分進入了待命區。
6.3.4.13 如果機器人停在即將獲得一個任務得分的狀態，即使策
略性地拿回機器人，這個任務也不能得分。
6.3.5 比賽結束
6.3.5.1 參賽隊完成所有任務時，參賽隊員可向裁判員舉手示意
結束比賽。裁判員終止計時器。
6.3.5.2 每場比賽時間為 180 秒鐘，裁判員以哨音結束比賽。此
後，參賽隊員應立即停止活動的機器人。因停止不及時造成的得

分無效。在裁判員確認得分前，任何人不能觸碰和移動場上的得
分物品和改變得分狀態。
6.3.5.1 裁判員記錄場上狀態，填寫記分表。參賽隊員應確認自
己的得分，立即將自己的機器人搬回準備區並注意不要帶走任務
模型和比賽用物品。
6.3.5.4 裁判員或志願者將任務模型和物品恢復到啟動前狀態。
6.4 確定獲勝隊
6.4.1 每場比賽後，參賽隊的最終得分為各種動作的得分扣除罰
分，按最終得分多少確定勝負。
6.4.2 挑戰賽結束後，如果仍然並列，由裁判長根據參賽隊的場 上
表現確定先後。
6.5 記分
6.5.1 為減少比賽期間的爭議，該場比賽結束後只根據當時場地上
的情況來判定得分。比賽結束時，裁判會仔細檢查賽場並記下物
品的狀態和位置。這就是說，如果已經完成的任務被機器人在比
賽結束前破壞了，就無法得到該分數。
6.5.2 對於每項已完成的任務所記的分數。
6.5.3 判定得分時，常常要判定某物品是否在某區域“裡面”，
判斷標準是如果 A 的任何一部分覆蓋 B 區域，A 就在 B 的“裡面”。
直接接觸也沒有關係。容器中的物品要單獨裁定，與容器無關。

“裡面”的判斷

6.5.4 有時，還需要判定某物品與機器人、任務模型或另一物品
是否接觸。如果 A 與 B 直接接觸，就是 A 接觸了 B。

“接觸”的判斷

6.6 犯規和取消比賽資格
6.6.1 未準時到達的參賽隊，每遲到 1 分鐘則判罰該隊 10 分。如
果比賽開始 2 分鐘後參賽隊仍未到場，該隊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6.6.2 第一次誤啟動的參賽隊將受到裁判員的警告，第二次誤啟
動的參賽隊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6.6.3 比賽過程中，如果同時兩台機器人出現在比賽場地上，第
一次參賽隊將受到裁判員的警告，第二次裁判員根據情況進行扣
分處理，第三次參賽隊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6.6.4 違反對器材和軟體的規定，又無法糾正，由裁判長決定處
理辦法，但是，無論怎樣處理，該參賽隊不能獲獎。
6.6.5 設備備件用於本屆比賽的“設備維護”任務。設備備件只
有在待命區裡才可以得分。但是，活動的機器人完全離開待命區
後再被隊員接觸時，裁判就要從場上拿走一個設備備件作為懲罰。
6.6.6 如果任務模型損壞顯然是參賽隊或機器人造成的，無論是
有意還是無意，將警告一次。即使再次完成任務也不能得分。
6.6.7 如果出現不合法的任務模型的連接，裁判員將宣佈機器人
這一次從待命區啟動完成的所有任務無效。場地恢復到啟動前的
狀態，機器人及相關模型拿回待命區重新開機，但不進行 6.6.4
的處罰。
6.6.8 比賽中，參賽隊員有意接觸比賽場上的物品或機器人，將
被取消比賽資格。偶然的接觸可以不當作犯規，除非這種接觸直
接影響到比賽的最終得分。
6.6.9 如果從機器人上分離出來的部件或機構妨礙對方得分，該隊
將被取消比賽資格。多次故意犯規可能導致取消該隊的參賽資格。
6.6.10 不聽從裁判員的指示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6.6.11 比賽中總會產生一些難以估計的問題，裁判員遵循的原則
是“疑問從無，裁定從寬”。
7. 其它
7.1 本規則是實施裁判工作的依據。在競賽中，裁判有裁定權，他們
的裁決是最終裁決。裁判不會複查重放比賽錄影。關於裁判的任何問
題必須由一名學生代表在兩場比賽之間向裁判長提出。
7.2 比賽期間，凡是規則中沒有說明的事項由裁判委員會決定。競賽
組委會委託裁判委員會對此規則進行解釋與修改。

附錄

記分表

RIC 機器人創新挑戰賽記分表
參賽隊名：

組

別：

參賽隊員：

完成的任務

分值

得分條件

外倉調撥

40 分/個

把商品調撥回倉庫

商品質檢

20 分/個
掉落-10 分/個

“商品”送到“斜梯”

商品回收

20 分/個

完成回收

商品分類

30 分/個

完成分類

遠程支付

共 60 分

無人配送

100 分

運送商品運送到蜜蜂箱

貨架巡邏

30 分/區

架區利用發光模組閃爍 3 下

補倉

50 分

完成貨架商品補給

設備維護

8 分/個

把商品運送回家

盤點倉庫

5 分/個

倉庫內商品個數

方塊分別亮紅/綠/藍各 1S，蜂鳴器按
要求觸發

比賽用時

時間分

總分

分數確認，隊長簽名：
裁判員簽名：

數量

記分員簽名：

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