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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创意比赛主题与规则 

1 关于机器人创意比赛  

机器人创意比赛是基于每年一度的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的主题与规则，组织在校中小学

生机器人爱好者，花费 6 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课题导师或教练员的指导下，在学校、家庭、校

外机器人工作室或科技实验室，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进行机器人的创意、设计、编程与制作，

最后提交机器人实体作品参加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组委会举办的机器人创意比赛活动。 

机器人创意比赛对于培养学生学习与综合运用机器人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工程技术，激

发创新思维潜能，提高综合设计和制作的能力，培养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基本素质极为有益。 

2 主题 

2.1 主题简介 

本届机器人创意比赛主题选定为“家庭服务机器人”，旨在促进青少年了解机器人技术在

帮助人类家庭生活方面的作用，并使得同学们在探索机器人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 

2.2 示例  

“家庭服务机器人”的选题相当宽泛，可谓多姿多彩，很适合作为中小学生机器人创意的

主题。下面的三个机器人的创意仅仅是为了抛砖引玉，实际应用的机器人远不止这些。 

 送餐机器人 

根据室内房间面积和楼层高度，来安装机器人视觉能识别的航标（此航标安装精度要求很

高）。设定餐桌位置及转弯位置，由此形成机器人可识别的电子地图。根据此地图机器人形成

自动记忆导航并沿着航标指引方向准确无误地到达餐桌完成送餐任务和返回原点！由于机器人

的自动记忆导航功能、视觉校正功能，后台调度控制系统可调度多台机器人同时运行，任务优

先，柔性化更好，路径最短，效率更高！语音报菜名及障碍物语音提示内容：可自行录制方言

或特色语言，方便添加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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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送餐机器人 

 烹饪机器人 

 

 

图 2  烹饪机器人 

在上海世博会的企业联合馆曾展出一种厨师机器人，它头戴厨师帽名叫“爱可”，这个厨

师机器人高约 2m，宽 1.8m。拉开“爱可”肚子上的拉门，里面有特制的烹调设备，有锅，有

自动喷油，喷水和搅拌设备，与之相连接的是一个智能化触摸屏，上面是系统控制界面，根据

工作人员事先设定好的特级厨师菜谱，“爱可”一共可以独立烹调 24 种中华美食。只要按照程

序“下单”，头戴专业厨师帽的机器人便会像模像样地开始准备：将早以“定量”好的主料、

配料和调料都放在一个专用盒子里；然后又将它们放入炒锅中，放上油、水，炒锅开始旋转，

将食材充分搅拌，然后点火，炒锅不停翻转，就像人炒菜一样，大约三分钟后，一盘佳肴就做

呈现在顾客面前。 

烹饪机器人的市场前景还是非常的巨大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社会节奏的

加快，为了给自己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在中国，厨师机器人将会进入千家万户。 

 草坪修剪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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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草坪修剪机器人 

如图 3， Robomow RS 是一款最新推出的草坪修剪机器人。它能胜任修剪任何形状的草

坪，只需要圈出庭院的范围来限定 Robomow RS 的活动范围即可。修剪范围可达 2500 mw RS

菜美味，相，使用简单方便，可远程控制修剪草坪并返回充电。充电 2 小时，可连续工作 1.5

小时。Robomow RS 除草叶片的切削宽度可达 56cm，剪碎的叶片均匀分布在草坪中逐渐消解。

当保险杠感受到障碍时，它会自动停止叶片转动并改变行驶方向。 

2.3 选题 

参加机器人创意比赛的参赛队要提交一件符合主题的创意作品。 

创意是提出新鲜的想法、主意，也可以说是解决某个问题的奇思妙想。 

本届比赛的主题是“家庭服务机器人”。“家庭服务”是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就是说，作

为创意作品的机器人要能在减轻家务劳动量、改善家庭氛围、融洽家庭关系等方面起到作用，

真正成为人类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为了选择合适的题目，参赛队首先要考虑的是： 

 我们的家庭中还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机器人来解决吗？如果有，那么， 

 别人想到过这些事吗？如果别人没有想到，那么， 

 这些事需要做吗？如果需要，那么， 

 我们能让机器人来做这些事吗？如果能，那么， 

 选择一件你们觉得最有把握的事并设计一个能做这事的机器人。 

如果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再想一想： 

 你们的方案能使居家更方便、轻松吗？ 

 你的家人喜欢这个方案吗？ 

 在这个方案中是否必须用机器人？或者说，用机器人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吗？ 

也许，你们能想到的别人都已想过，甚至市场上已经有了可用的产品，没有关系，你们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让你的机器人真正成为家庭的成员，为你或他人家庭的和谐发挥它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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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于某个已有的机器人， 

 我们熟悉它吗？如果熟悉，想想 

 它有什么缺陷吗？人们对它有什么不满意吗？如果有，那么， 

 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能让它发挥作用吗？如果有，那么， 

 就用你们的方法改造这台机器人吧！ 

对于机器人，研究界一直有三个梦想：像真的动物一样的仿生机器人；能够自我复制的

机器人；与人像朋友一样合作的机器人。关于前两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截至目前，

成为人类朋友的机器人仍然少见。让机器人与人成为朋友，需要让机器人具有仿人的感知、推

理和行动能力。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于信息科学与认知科学的深度交叉。这也是当前学术

界的研究前沿和热点。青少年同学们也来做点探索吧！ 

参赛的同学要明确机器人需要具备的三个根本属性：（1）具有实施操作的本体结构；(2)

具有智能和感知能力；(3)具有作业功能。本届比赛的机器人作品必须具有这三个基本属性。

创意的重点不宜以主题背景编造故事或者情节，这样做反而会稀释机器人的创新点，要着力表

现机器人特殊的要素、内涵、结构，以及蕴含的科学原理。 

同学们应该在充分理解比赛主题涵义和选题范围的基础上，经过课题研究，确定作品的制

作方案后，再进入课题的实施阶段。一定要让自己所遴选的项目在主题和演示内容方面紧扣主

题，贴合主题，在此前提下，围绕自己最有心得的，或者最感兴趣的机器人（或机器人系统）

抒发创意，表达创新。作品可大可小，结构体系不必过于复杂，针对性较强即可。另外，创新

点不必贪多，突出一个或两个深入研究即可，避免陷入编排故事、构造情节的误区。 

本比赛不提倡同一个作品同时投送多个竞赛项目。 

 

3 比赛 

3.1 分组 

比赛按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进行。参赛队应该在赛前完成参赛作品的制作和搭建，届

时携带作品赴现场，比赛的内容为演示评审和公众展示。 

每支参赛队的参赛人数为不多于 3 名学生和 1 名教练员（教师或学生）。学生必须是截止

到 2018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现场正式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闭，仅允许学生队员

在场，教练员只能在布展时段之前和公众展示阶段入场指导。 

3.2 参赛作品的器材要求 

参加竞赛的机器人作品，除不得选用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器材外，原则上不限定器材。

鼓励小学组参赛作品尽量利用环保可再生材料、或平时课外活动的现成套材设计和搭建，力求

节省成本，避免作品的成人化倾向。提倡在初、高中组参赛作品中一定程度采用自制器材，且

机器人的创意、设计、搭建、编程应由学生独立或集体亲身实践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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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赛机器人作品应该体现七个要素 

（1）机器人创意的出发点应该是出自学生自身调查研究的结果； 

（2）符合创意比赛的主题，正确体现机器人的内涵； 

（3）在契合主题的前提下，机器人演示的完整性和创意的新颖性； 

（4）科学性和一定的研究制作工作量； 

（5）研制过程和作品成果均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 

（6）在制作机器人的过程就要体现环保意识； 

（7）规范的申报材料。 

3.4 机器人创意比赛程序 

3.4.1 申报 

比赛通过“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网站（以下简称网站）http://robot.xiaoxiaotong.org/

申报，推行全程电子信息管理，实现申报和评审的无纸化。 

机器人创意比赛参赛队应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即 2018 年 6 月 5 日 24 点前通过网站在线提

交申报资料，内容应包括： 

（1）机器人创意比赛项目申报表 1 份（纸质申报表另交）； 

（2）机器人创意比赛项目研制报告 1 份。该报告的文字与图表（外观图、结构图、原理

图等）共计不超过 7 页。另附作品彩色照片、但数量不超过 5 幅； 

（3）机器人动作演示的视频资料 1-3 分钟； 

（4）项目研发所需材料清单一份； 

（5）项目运行的完整程序设计（程序设计可以使用图形程序设计），使用的语言不限。 

是否按时、完整、规范地提供上述材料，将作为申报作品资格审查与项目初评的重要依据。

凡未达到合格要求者，将被视为初评不合格，而取消参加全国终评的资格。 

3.4.2 资格审查与初评 

竞赛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将根据申报资料对参赛作品进行资格审查与初评。其结果定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在网站公示。通过资格审查与初评的作品才被允许进入全国终评阶段。 

3.4.3 现场布展 

（1）获得终评资格的参赛选手要为各自作品制作一块 120 厘米（高）、90 厘米（宽，一律

竖用）的作品展示板，供展示使用； 

（2）各参赛机器人作品的展台面积不超过 2 平方米。 

3.4.4 机器人的组装与调试 

在正式展示和问辩前，组委会安排一定时间段供参赛队布展、组装和调试作品。 

3.4.5 展示与问辩 

http://robot.xiaoxiaotong.org/
http://robot.xiaoxiaot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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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创意比赛的终评包括作品展示、评审小组成员现场问辩。评审小组由竞赛组委会聘

请国内机器人学术界的资深专家组成。 

终评阶段，在指定的展示时间段内，所有参赛选手均应在展台待命，不得任意缺席。“现

场问辩”分为“封场评审”和“封闭答辩”两个环节。 

封场评审指在作品展示期的第一天，除参赛学生选手外，其他人均不得进入场区，由评审

专家前往各展台逐一评审。其间，每项作品有 5 分钟的讲解与演示时间，5-10 分钟的提问交流

时间。 

封闭答辩指在作品的展示期，评审专家每天将随时、随机地通知两个组别一定数量（约

1/3-1/2）的作品进入指定的封闭答辩室质疑与答辩。被传唤的作品提前 30 分钟通知到代表队，

队员需准备 10 钟左右的 PPT 正式讲解稿，届时应规范着装进入答辩室，按照 PPT 陈述项目后

接受评审专家 10 分钟质询。制作封闭问辩 PPT 的内容应该分为创意来源、创意要点、结构特

点、制作过程、演示效果五个部分。内容中要着重陈述“三自性”，即创意题目的“自选性”、

创作过程的“自主性”，以及完成作品的“自制性”。 

要求参赛作品全程展示，不得提前撤展，如果缺席封闭答辩，将被扣分。 

终评结果在综合初评、现场展示、封闭评审、封闭答辩后做出。由评审小组依据评分标准

（表 1）集体评议，再经评审组长同意后通过网络上传至竞赛计分管理系统。最佳创意奖作品

要附上评语。组委会将在网上及时发布比赛结果。 

 

4 作品的评分标准 

机器人创意比赛按照表 1 所示的六项标准评分。 

表 1 ：机器人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标准 

 项目 细目 权重 

作 

品 

评 

分 

标 

准 

目标与创意 
1. 目标明确，契合主题，选题有新颖性 

2. 作品具有特色，有一个或多个创新点 
30% 

材料描述 

1. 作品申报的资料完整、按时、规范 

2. 内容撰写准确，充实，具有科学严谨性（见附件 1） 15% 

设计制作 
1. 作品结构合理巧妙，制作精良 

2. 作品的完整度、具有一定的工作量 
25% 

现场展示 

1.现场操作娴熟、机器人演示过程完整 

2.展板内容简明，版式富有创意，视觉效果好 

3.陈述清晰，问辩回答正确，能反映对创意的深入理解 

20% 

团队协作 
1.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团结协作 

2.项目成果由团队集体合作完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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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奖励 

按照中学、小学的两个组别分别评出以下奖项： 

优秀创意奖------- 30%，颁发证书 

创意鼓励奖------- 70%，颁发证书 

 

6 其它 

6.1 关于比赛规则的任何修订，将在“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网站 http://robot.xiaoxiaotong.org/

上发布。 

6.2 关于规则的问题可通过该网站的“规则答疑”栏目答疑。 

6.3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 

6.4 第十八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裁判委员会对规则中未说明事项及有争议事项，均拥有最

后解释权和决定权。 

  

http://robot.xiaoxiaotong.org/
http://robot.xiaoxiaot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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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研制报告撰写的规范性建议 

 

 鉴于学生对研究报告的撰写缺乏经验，水平参差不齐，有时杂乱无章，特制定本规范建议，

旨在提高学生正确认知科研报告的重要性，培养学生表述自己创新工作的科学素质。 

每一份研制报告应包含如下几个部分：标题，摘要，问题的提出，相关工作介绍，作品描

述，实验结果与分析，结论，参考文献。 

下面对每一部分的撰写内容给出一些规范性的指导意见。 

（1） 标题。它是你作品的名称，标题的选取既要突出作品的特色，同时也要注意不

要夸大其辞。例如，作品中明明达不到大数据的规模，一定用一个大数据的修

饰语，这样就会恰得其反，画蛇添足，因为科学论文或报告，是非常强调客观

真实性的。 

（2） 摘要。该部分将对整个报告进行概括性的精简介绍，建议体现出作品的创新点

或特色，建议包含对作品描述的那些关键词，便于他人检索。 

（3） 问题的提出。每一个创意作品都会有它的思想源泉，这里可以简明平实地介绍

你是怎样想到这个创意的。切忌不要篇幅过长文学化地讲故事，因为科研报告

讲求客观性，篇幅过长就会喧宾夺主，因为后面的作品描述，实验结果与分析

才是报告的重点。 

（4） 相关工作介绍。基本上每一作品的创意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往往它们都是建立

在一些相关工作的基础上。你在作品的研制期间，通常需要做一下查新的工作，

了解是否已经有相同的工作存在，通过对调研期间文献的阅读，可以开阔自己

的思路，也便于对自己作品特色的把握。 

（5） 作品描述。这部分是报告的重点，作者应该清楚详实地描述自己作品的基本构

成，功能特色等，要图文并茂，条理清楚。对比于前面的相关工作的介绍，要

能明确表达出自己的创新之处。 

（6） 实验结果与分析。任何创新性的想法都要通过设计实验来佐证他的可行性，先

进性。因此每一个作品都要有相关的实验。为了支持相关的论断，需要设计相

关的实验内容，记录相关的实验数据，通过对量化数据的逻辑分析，得出相关

的实验结论。实验的组数越多，越全面，你的创意作品的可靠性就越高，结论

的可信性就越大。 

（7） 结论。这部分是对整个实验过程所得到的一些结论性的论断的扼要总结。 

（8） 参考文献。你的研究过程肯定受到了很多文献信息的影响，这里列出它们是对

前人工作的感谢与致敬。这里包括书籍、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