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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主题与规则 

1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简介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是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项目之一。其活动对象为中小

学生，要求参加比赛的代表队在现场自行拼装机器人、编制机器人运行程序、调

试和操作机器人。参赛的机器人是程序控制的，可以在赛前公布的竞赛场地上，

按照本规则进行比赛活动。 

在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设置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的目的是检验青少年

对机器人技术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激发我国青少年对机器人技术的兴趣，培养动

手、动脑的能力。 

2 比赛主题 

本届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的主题为“丝路圆梦”。  

丝绸之路最早是张骞（约公元前 164 年―前 114 年）于西汉（公元前 202 年―

公元 9 年）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

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

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

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

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

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德国地理学家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或 One Belt And One Road，简称“OBAOR”；或 One Belt One Road，简

称“OBOR”；或 Belt And Road，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如图 1 所示，今天的丝绸之路可以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共有

五条线路。 

1.北线 A：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东海（日本

海）—海参崴（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

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 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2 
 

3.中线：北京—郑州—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

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

—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图 1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

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

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

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本届比赛就是用机器人模拟丝绸之路的圆梦构想。 

3 比赛场地与环境 

3.1 场地 

图2是比赛场地的示意图，待命区的位置只是示意。 

3.2 赛场规格与要求 

3.2.1 机器人比赛场地的内部尺寸为长3000mm、宽2000mm。用厚15～20mm、

长500mm、宽500mm的木工板制成的拼装块拼接而成。场地四周装有白色木质

围栏，栏高150mm，厚15～20mm。场地四周的16块拼装块是固定的，中央淡蓝

色的8、9、10、11、14、15、16、17号拼装块可换。第4节中所述的机器人要完

成的任务一般分布在场地周围的16块固定拼装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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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比赛场地示意图 

3.2.2 两种拼装块刷白色亚光漆，用黑色亚光漆画出（或用黑色胶纸粘贴）宽度

为20～25mm的引导线。以下凡是涉及黑线的尺寸，均指其中心线。固定拼装块

上的引导线是连接对边中点的直线。可换拼装块的图形在赛前公布。 

3.2.3 每个固定拼装块被黑色引导线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分区。 

3.2.4 场上有一块长500mm、宽500mm刷白色亚光漆的锥台，是机器人的待命区，

如图2所示。机器人要从待命区启动，完成任务后还要回到待命区。锥台上虽画

有黑色引导线，但机器人可以从任何一边上下。  

 

图 3 锥台尺寸（mm） 

3.2.5 在黑色引导线的十字或丁字交叉处，可能会出现50mm×50mm的深蓝色转

弯标志。机器人在遇到转弯标志时的正确动作方式如图4所示。 

 

图4 转弯标志及允许的出路口行驶方向 

3.2.6 往届机器人竞赛中所用的部分可换拼装块的图形可能沿用，但也会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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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图形。有些可换拼装块上可能有6mm高的突起、坡度约12°的坡道、宽320mm

高320mm的涵洞，等等。 

3.2.7 比赛场地尺寸的允许误差是±3mm，拼装块尺寸的允许误差是–2mm，对此，

参赛队设计机器人时必须充分考虑。 

3.2.8 拼装的场地尽可能平整，但接缝处可能有2mm的高低差和2mm的间隙。 

3.2.9 待命区、转弯标志的位置、非十字引导线拼装块的图形以及位置和方向，

等等，在赛前准备时公布。场地一经公布，在该组别的整个比赛过程中不再变化。 

3.3 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

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可能有纹路和不平整，边框上有裂缝，光照

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4 可能的机器人任务及得分 

以下描述任务不一定同时出现在比赛场地上。这些任务也只是对生活中的某

些情景的模拟，切勿将它们与真实生活相比。 

4.1 出发 

4.1.1 机器人（作为商队）从锥台上驶下，进入某个十字线拼装块的某个分区。 

4.1.2 进入分区的含义是机器人与该分区内（不含黑色引导线）的地面接触。 

4.1.3 机器人进入规定的分区后，如果与地面的所有接触点（面）均在该分区内

得60分；如果有部件与该分区外的地面接触，每个接触点（面）扣10分，扣完为

止。 

4.1.4 获得50分就算完成“出发”任务。 

4.2 采购货物 

4.2.1 在某一个十字拼装块上堆放着6个边长均为20mm的立方体，其中4个立方体

为黄颜色，2个立方体为红颜色，这6个立方体彼此之间没有粘接。可能的摆放方

式如图5所示（红色立方体的码放是随机的）。机器人行驶到该拼装块内，将尽

可能多的黄色立方体装入到机器人上，使得立方体与地面或其它立方体不再接触。 

4.2.2 每装入一个黄色立方体记15分，本项任务满分为60分。 

4.2.3 每装入一个红色立方体扣10分。 

4.2.4 获得50分就算完成“采购货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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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货物的码放方式 

4.3 丝路巡游 

4.3.1 机器人沿黑色引导线从非十字线拼装块的一口进入，从另一口出去，如果

遇到转弯标志，应按3.2.5的规定通过。完成丝路巡游任务可与其它任务混合完成，

不需要是连续的。在丝路巡游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十字线拼装块。如果不指定丝路

巡游任务，通过所有非十字线拼装块和转弯标志均不记分。 

4.3.2 通过一个非十字拼装块记8分，通过一个转弯标志记5分，通过转弯标志不

正确扣3分。 

4.3.3 在丝路巡游任务中获得50分就算完成了任务。 

4.4 搭建帐篷 

 

图 6 帐篷尺寸示意图 

4.4.1 如图6所示，一个印有帐篷图案的80mm×50mm×30mm木块（帐篷顶为尖顶）

平放在某个固定拼装块上，要求机器人将其直立起来（最长的方向平行于地面），

树立起来的帐篷不得超出原有拼装块，且不得压住引导线。 

4.4.2 机器人与该拼装块脱离接触后记分。模型立起记60分，标志超出原有拼装

块扣10分，标志颠倒扣10分。 

4.4.3 得到50分即为完成搭建帐篷任务。 

4.5 以货易货 

4.5.1在某一个十字拼装块上堆放着6个边长均为20mm的蓝色立方体，彼此之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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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粘接。可能的摆放方式如图7所示。机器人行驶到该拼装块内，将在采购任务

中获得的黄色立方体卸下，装上蓝色立方体。 

 
图 7 货物的码放方式 

4.5.2 成功地将一个黄色立方体卸下并装上一个蓝色立方体记20分；如果只是将

拼装块上蓝色立方体装在机器人上，而没有卸下相应数量的黄色立方体，则不得

分。如果卸下了黄色立方体但没有装上相应蓝色立方体，则每个卸下的黄色立方

体扣10分，如果装到机器人上的蓝色立方体改变了堆放方式，不扣分。 

4.5.3 获得50分就算完成以货易货的任务。 

4.6 清除障碍 

4.6.1 待清除的“障碍”用去掉标签（或在罐外包一层铝箔）的标准355毫升易拉

罐表示，向上直立。罐中装黄沙（不能采用液体），使重量达到500g。障碍被布

置在黑色引导线或它们的交叉点上。 

4.6.2 清理障碍的标准是把它移动到不再与黑色引导线接触的地方。每成功清理

一个障碍记20分，全部清理加计10分。 

4.6.3 获得50分就算完成清理障碍任务。 

4.7 不畏山道 

4.7.1 如图8所示，5根长为250～300mm，截面积为6mm×6mm的木条，以20mm

的间隔固定在某个十字拼装快内，机器人需要完全通过这个山道。 

4.7.2 机器人完全通过山道，记60分。  

 

图 8 山道示意图 

4.7.3 如果机器人没有完全通过山道（例如只通过4根木条），本任务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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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放歌友谊 

4.8.1 机器人在某个非十字线拼装块的规定点停下，机器人在拼装块内旋转，必

须东、西、南、北方向各停顿一次，每次停顿不少于2秒钟。在此过程中，机器

人与地面的接触点（面）连成的凸多边形必须包容该规定点，机器人每停顿一次，

记8分，最高记32分。 

4.8.2 在完成4.8.1所规定的动作同时，机器人要利用所带的发声设备，发出一段

不少于10秒的乐曲。发出乐曲的声音要足够清晰、响亮，便于判断，完成此内容

记30分。 

4.8.3 如果机器人发出的声音为单调声音而非乐曲，比如间断的滴、滴声，但超

过10秒，则只计20分，如果播放声音的长度超过5秒但不足10秒，则只记10分，

不足5秒的声音一律不记分。 

4.8.4 获得50分就算完成本项任务。 

4.9 发送消息 

 
图 9 莫尔斯电码 

体验一下用摩尔斯电码的通信，也是很有趣的事。如图 9 所示，摩尔斯电码

由两种基本信号组成：短促的点信号“· ”，读“滴”；保持一定时间的长信号“—”，

读“嗒”。间隔时间：滴=1t，嗒=3t，滴嗒间=1t，字符间=3t，单词间=7t。 

4.9.1 机器人在某个非十字线拼装块的规定点停下，利用机器人所带的LED灯，

发出指定字符的莫斯电码，比如：Hi，则应该发出….（短闪4次），停顿（熄灭），..

（短闪2次）。发出的规定字符，要发出的字符现场给出，字符数为4个以上，莫

尔斯电码提供给学生。 

4.9.2 LED灯必须向上安装在机器人顶部明显且容易观察的位置。每正确发出一

个字符记15分。 

4.9.3 获得50分就算完成本项任务。 

4.10 巧妙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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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巧妙穿越 

4.10.1 在某个十字拼装块中有5根直径40mm，高为100mm的木质圆柱。圆柱轴线与

地面的五个交点之间的连线有10条，其中至少有5条连线的长度不小于320mm，如图

10所示。 

4.10.2 机器人尽可能多地穿过这些连线，尽量不碰到圆柱。机器人成功穿越一条连

线（机器人的大部分从一条连线的一侧到另一侧）记15分，对一条连线的重复穿越

只记分一次。机器人与任何一个圆柱接触一次，则与该圆柱相关的连线就不算被成

功穿越。 

4.10.3 获得50分就算完成巧妙穿越任务。 

4.11 璀璨明珠 

 

图 11 璀璨明珠 

4.11.1 某个规定的十字线拼装块内固定一个宽250mm、高160 mm的支架，如图

11所示。支架上有4个直径20mm的孔，每个孔上放一个标准乒乓球（直径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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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要设法取下支架上的乒乓球，并将其稳妥地放置在自己身上，与地面没有

接触。 

4.11.2 每取下一个乒乓球并放置到机器人上记18分，如果取下乒乓球但没有放在

机器人身上则不记分，从支架上掉落到地面的乒乓球不再使用。 

4.11.3 获得50分就算完成璀璨明珠任务。 

4.12 返回 

4.12.1 比赛结束前，机器人携带或不携带货物或明珠回到待命区 

4.12.2 返回的标准是机器人及所携带的模型登上锥台并不再运动，且与锥台以外的

任何表面（含围栏表面）没有接触。 

4.12.3 机器人成功返回记40分，带回的每件货物（4.2.1中的红色立方体除外）记5

分，带回的每个明珠记5分。 

4.12.4 获得50分就算完成了返回任务。 

5 机器人 

本节提供设计和构建机器人的原则和要求。参赛前，所有机器人必须通过检

查。 

参加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的机器人限用竞赛组委会指定的机器人套材。只要

有可能，也允许套材的混合使用。 

5.1 每支参赛队只能使用一台按程序运行的机器人。 

5.2 在待命区内，机器人外形最大尺寸不得超过长250mm、宽250mm、高300mm。

在开始比赛后，机器人可以超出此尺寸限制。 

5.3 机器人上必须展示参赛队编号。在不影响正常比赛的基础上，机器人可进行

个性化的装饰，以增强其表现力和容易被识别。 

5.4 每台机器人所用的控制器、电机、传感器及其它结构件，数量不限。但机器

人的控制器、电机、传感器必须是独立的模块。机器人的重量不得超过3kg。 

5.5 机器人上的所有零部件必须可靠固定，不允许分离或脱落在场地上。 

5.6 为了安全，机器人所使用的直流电源电压不得超过12V。 

5.7 不允许使用有可能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 

5.8 机器人必须设计成只用一次操作（如，按一个按钮或拨一个开关）就能启动。 

5.9 机器人必须能原地旋转，旋转的次数可控。机器人还应在明显位置装一个可

见光LED（颜色不限），它的开/关应可控。 

6 比赛 

6.1 参赛队 

6.1.1 每支参赛队应由2名学生和1名教练员（教师或学生）组成。学生必须是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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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到2016年6月仍然在校的学生。 

6.1.2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

尊、自重，友善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

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6.2 赛制 

6.2.1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分别进行。 

6.2.2 比赛不分初赛与复赛。组委会保证每支参赛队有相同的上场次数，且不少

于3次，每次均记分。 

6.2.3 比赛场地上规定了机器人要完成的任务（在4.1～4.12的任务中选定，也可

能有一些临时设定的任务）。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要完成的任务数是不同

的。 

6.2.4 所有场次的比赛结束后，每支参赛队各场得分之和作为该队的总成绩，按

总成绩对参赛队排名。 

6.2.5 竞赛组委会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赛制。 

6.3 比赛过程 

6.3.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 

6.3.1.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只能在准备区进行。 

6.3.1.2 参赛队的学生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

进行检查，所有器材必须是散件，除控制器和电机可维持出厂时的状态外，其它

所有零件不得以焊接、铆接、粘接等方式组成部件。队员不得携带U盘、光盘、

无线路由器、手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所有参赛学生在准备区就座后，裁

判员把场地图和比赛须知发给参赛队。 

6.3.1.3 参赛学生打开计算机后，根据所用的器材，安装相应厂家的编程软件。

参赛选手在准备区不得上网和下载任何程序，不得使用相机等设备拍摄比赛场地，

不得以任何方式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 

6.3.1.4 参赛学生在准备区有2小时的搭建机器人和编制程序的时间。结束后，各

参赛队把机器人排列在准备区的指定位置，封场。 

6.3.1.5 参赛队在每轮比赛结束后，允许在准备区简单地维修机器人和修改控制

程序，但不能打乱下一轮出场次序。 

6.3.2 赛前准备 

6.3.2.1 准备上场时，队员领取自己的机器人，在引导员带领下进入比赛区。在

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队将被视为弃权。 

6.3.2.2 上场的2名学生队员，站立在待命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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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待命区。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

不能超出待命区。 

6.3.2.4 到场的参赛队员应抓紧时间（不超过2分钟）做好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完

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6.3.3 启动 

6.3.3.1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的倒计

时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时的开始，队员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机器人，听到“开

始”命令的第一个字，队员可以触碰一个按钮或给传感器一个信号去启动机器人。 

6.3.3.2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告或处罚。 

6.3.3.3 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自带的控制器中的程序控制。队员一般不得

接触机器人（重试的情况除外）。 

6.3.3.4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故意分离出部件或把机械零件掉在场上。偶然脱落

的机器人零部件，由裁判员随时清出场地。为了策略的需要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

为。 

6.3.3.5 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程序错误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场地，该

物品不得再回到场上。 

6.3.3.6 完成任务的状态不需要保持到比赛结束，每完成一项任务即可记分，留

在场上的可活动的任务模型可由裁判员移至不影响机器人运动的场边。 

6.3.4 重试 

6.3.4.1 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或未完成某项任务，参赛队员可以向裁判

员申请重试。 

6.3.4.2 裁判员同意重试后，场地状态原则上保持不变。如果因为未完成某项任

务而重试，该项任务所用的道具可以由参赛队员恢复到比赛开始前的状态。重试

时，队员可将机器人搬回待命区，重新启动。 

6.3.4.3 每场比赛重试的次数不限。 

6.3.4.4 重试期间计时不停止，也不重新开始计时。重试前机器人已完成的任务

有效，但是，如果参赛队员要求恢复某项任务的道具，即使该项任务已经完成或

部分完成，相应的得分不再有效。 

6.3.5 比赛结束 

6.3.5.1 每场比赛时间为150秒钟。 

6.3.5.2 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如不准备继续比赛，应向裁判员示意，裁判

员据此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否则，等待裁判员的终场哨音。 

6.3.5.3 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队员除应立即关断机器人的电源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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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 

6.3.5.4 本届比赛将用手持式平板计算机记分。裁判员有义务将记分结果告知参

赛队员。参赛队员有权利纠正裁判员记分操作中可能的错误，并应刷卡确认已经

知晓自己的得分。如有争议应提请裁判长仲裁。员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

自己的得分。 

6.3.5.5 参赛队员将场地恢复到启动前状态，并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准备区。 

7 记分 

7.1 每场比赛结束后，按完成任务的情况计算得分。完成任务的记分标准见第4

节。 

7.2 完成任务的次序不影响单项任务的得分。 

7.3 如果完成了规定的所有任务且比赛结束的时间不超过150秒，额外加记时间

分。时间分为（150－结束比赛实际所用秒数）。 

7.4 如果在比赛中没有重试，机器人动作流畅，一气呵成，加记流畅奖励50分。 

8 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8.1 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每迟到1分钟则判罚该队10分。如果2分钟后仍未到场，

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2 第1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机器人回到待命区再次启动，计时重新

开始。第2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3 为了策略的需要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视情节严重的程度可能会被取消比

赛资格。 

8.4 机器人以高速冲撞场地设施导致损坏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第2次损坏场地

设施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5 除机器人在十字线拼装块中完成任务外，步管比赛中是否规定了月面搜索任

务，机器人未按黑色引导线运动，为技术性犯规，应重试。机器人未按转弯标志

转弯，为技术性犯规，无需重试，但每次应扣3分。 

8.6 比赛中，参赛队员有意接触比赛场上的物品或机器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偶然的接触可以不当作犯规，除非这种接触直接影响到比赛的最终得分。 

8.7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8 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将被取消比

赛资格。 

9 奖励 

每个组别按总成绩排名。  

如果出现局部并列的排名，按如下顺序决定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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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所有场次中完成单项任务总数多的队在前；  

⑵ 最低分高的队在前；  

⑶ 次最低分高的队在前；  

⑷ 机器人重量小的队在前，或由裁判确定。  

按照参赛队成绩排名确定获奖等级，前6名获一等奖，颁发金牌和证书，冠

军队（第一名）颁发奖杯；其余参赛队伍（上场参赛并获成绩者）的前40%获二

等奖，颁发银牌和证书；后60%获三等奖，颁发铜牌和证书。 

10 其它 

10.1 关于比赛规则的任何修订，将在中国青少年机器人教育在线网站

（http://robot.xiaoxiaotong.org/）的Q&A栏目中以“重要通知”的形式发布，关于规

则的问题可通过该栏目提出。 

10.2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竞赛组委会委

托裁判委员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与修改。 

10.3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他们的裁

决是最终裁决。裁判不会复查重放的比赛录像。关于裁判的任何问题必须由一名

学生代表在两场比赛之间向裁判长提出。组委会不接受教练员或学生家长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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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记分表 

第16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记分表 

参赛队：                                                      组别：      

事项 分值 数量 得分 完成任务标准 

出发 进入规定的分区 60   50 

及，分区外的接触点 -10/个    

采购货物 装入黄色立方体 15/个   50 

装入红色立方体 -10/个    

丝路巡游 通过非十字拼装块 8/个   50 

及，转弯正确 5/个   

及，转弯不正确 -3/次   

搭建帐篷 直立、方向正确、未出界 60   50 

出界 -10  

方向颠倒 -10  

以货易货 成功易货 20/个   50 

黄色立方体落地，没有置

换相应蓝色立方体 

-10/个   

清除障碍 清除的障碍 20/个   50 

全清加分 10  

不畏山道 通过 60   50 

放歌友谊 向四面旋转、停顿 8/面   50 

发出 10 秒乐曲 30   

或，乐曲不足 10 秒 20  

或，超过 10 秒的单音 10  

发送消息 发出正确字符 15/个    

巧妙穿越 穿越连线 15/条    

璀璨明珠 装入明珠 18/个   50 

返回 机器人回到待命区 40   50 

及，携带的货物及明珠 5/个   

节省的时间（秒） 1/秒    

流畅奖励分 50    

犯规罚分     

总分     

 

关于取消比赛资格的记录： 

裁判员：                                  记分员：                         

参赛队员： 

裁判长：                                  数据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