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部件组轮式自主格斗比赛规则 

一、竞赛介绍 

轮式自主格斗是一种对抗性的机器人竞赛，其类似人类的擂台赛，

两个自制的机器人在一个正方形的擂台上，使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寻找

对手，并利用规则允许的执行器互相攻击，达到击倒对手或将对手打

下擂台的目的。2021 年轮式自主格斗比赛，加入视觉处理内容，参

赛机器人除了要进行正常的擂台格斗之外，还要能对擂台上的能量块

进行区分，大大提升了比赛的技术难度。 

本赛事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智能机器人技术的普及。参赛队需要

在规则范围内以各自组装或者自制的自主机器人互相搏击，并争取在

比赛中获胜，以对抗性竞技的形式来推动相关机器人技术在大学中的

普及与发展。 

二、竞赛规则 

2.1 竞赛形式 

机器人自主登上 6cm高的比赛场地，寻找对手并将对手推下擂台，

在此过程中，如机器人掉下或被推下擂台，机器人需要识别、找到并

自主登上擂台继续比赛，在擂台上布置有能量块，推下对应的能量块

能取得相应的分数。 

根据疫情防控需求，今年不再举办线下比赛，请各参赛队伍参考



  

 

 

线下比赛规则，准备视频、技术说明文档等资料用于初赛阶段的评审。

决赛阶段的具体竞赛方式及规则在初赛结束后公布。 

2.2 竞赛场地及说明 

 

1）比赛的擂台是放在一个高度 0.5米，边长 3.8 米的台上。 

2）比赛场地大小为长、宽分别为是 2400 mm，高 60mm 的正方形

矮台，台上表面即为比赛场地。底色从外侧四角到中心分别为纯黑到

纯白渐变的灰度。出发区用正蓝色和正黄色颜色涂敷，平地尺寸为

500mm*400mm，距离擂台边缘 200mm。机器人从出发区启动后，自主

登上擂台，比赛双方机器人同时从两个出发区登上擂台。 

3）比赛场地上布置有 3 个能量块，分别是蓝方能量块、黄方能

量块、中立能量块。能量块尺寸为 150mm*150mm*150mm 的正方体，正



  

 

 

方体各面贴有 120mm*120mm的二维码，二维码信息为 AprilTag编码，

分辨率为 Tag36h11，蓝方能量块为“1”、黄方能量块为“2”、中立

能量块为“0”，能量块空白处贴有颜色、线条、文字等信息（赛前不

公布，以比赛现场提供的为准）用于裁判区分。能量块摆放形式为中

立能量块居中摆放位置固定，蓝、黄能量块位置不固定，保证距双方

出发区位置相等，己方的能量块更靠进己方位置，或蓝、黄能量块由

两队自行摆放。  

4）场地地面为黑色。擂台四周 700mm处有高 200mm 的方形黑色

围栏。比赛开始后，围栏内区域不得有任何障碍物或人。场地中央有

一个正方形红色区域，区域中心是一个白色“武”字。 

    5）场地的打印图纸见官方提供下载的标准图纸。 

6）场地的材质为木质，场地表面最大承重能力 50kg。场地表面

的材料为亚光 PVC膜，各种颜色和线条用计算机彩色喷绘的形式产生。 

(注意选择精度较高、亚光塑料纸面的“写真”，而不是布面料、精

度较低的“喷绘”)。 

7）场地的照明要求：赛场的照度为 600Lux 到 1200Lux之间，场

地上各区域的照度应柔和均匀，各区域照度差不超过 300Lux。 

8）比赛承办单位因客观条件限制，正式比赛时提供的场地颜色、

材质、光照等细节，可能与规则规定的标准场地有少量差异。比赛队

伍应认识到这一点，机器人需要对外界条件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2.3 参赛队伍要求 

1）参赛队在比赛前指定时间内，按照要求提交参赛作品资料，

通过资格审核与作品评审（初赛）的队伍才能参加决赛（详见文本末



  

 

 

附件一）。 

2）每个参赛队必须命名，如：****学校**队，并将队名标签贴

于机器人显著位置，队名标签应准备黄底和蓝底两套，根据出发区颜

色贴对应色标标签，以便于区分。 

3）各参赛队员参赛时，请自备用于程序设计的电脑、参赛用的

各种器材和常用工具。 

4）比赛方式：赛前抽签决定各队伍的对阵情况，具体见比赛详

细规则。 

5）各参赛队机器人在参加的每场比赛前进行资格认证，该场比

赛结束后可拿回充电调试。资格认证内容包括重量、尺寸以及相应规

则条款的检查。 

6）比赛过程中只允许参赛选手、裁判员和有关工作人员进入比

赛区域，其他人员不得进入。凡擅自进入者，第一次给予黄牌警告，

第二次取消该队本场比赛成绩。 

7）参赛机器人必须是自主机器人，自行决定其行动，不得通过

线缆与任何其他器材（包括电源）连接。除此之外，场外队员或者其

他人员禁止人工遥控或采用外部计算机遥控机器人。一经发现将立刻

取消比赛资格并通过大赛组委会通报批评。  

8）参赛队员必须服从裁判，比赛进行中如发生异议，须由领队

以书面形式申请复议，由裁判做出最终裁决，并做出说明。复议申请

必须在下一轮比赛之前提出，否则将不予受理。 

9）竞赛期间，场内外一律禁止使用各种设备或其它方式控制他

人的机器人，一经发现，将取消肇事者所在单位的参赛资格及参赛成

绩。建议参赛队提高本队机器人的抗干扰能力。 

10）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2.4 参赛机器人要求 

1）参赛队伍采用统一标准的控制器、动力模块、传感器、供电

模块等。a、控制器采用创意之星系列主控制器；b、动力模块方面，

选用 BDMC 系列驱动器及配套电机，选用 cds5516 系列舵机及配套舵

盘；c、传感器选用三线制传感器，可使用一个普通摄像头模块用于

图像采集；d、供电模块选用 7.4V、14.8V、22.2V 锂电池模块。 

2）机器人整体材料须为非黑色塑料，即机器人除了螺钉、螺母，

（只能起连接作用，不得用于突出结构及外部支撑防护使用）、轮胎

（轮子直径在 68mm以内）、电机支架、轴套、驱动器外壳、控制器连

接件之外，其他结构只能使用非黑色塑料件。机器人不允许贴黑色胶

带或其他故意涂黑的行为，不允许贴二维码，不允许使用透明材料。

当值裁判有权对以干扰对方机器人检测为目的的装饰要求相关参赛

队现场进行修改。 

3）机器人攻击/防守装置所采用的形式不限，但不得违反 2.6 及

2.7 相关安全方面的规定。机器人的铲子除螺钉、螺母外必须是全塑

料的。螺丝钉只能起连接作用，不能突出当结构使用。 

4）各参赛队机器人在参加的每场比赛前进行资格认证，该场比

赛结束后可拿回充电调试。资格认证内容包括重量、尺寸以及相应规

则条款的检查。 

5）机器人资格认证： 

重量—参赛机器人的重量不超过 4KG。 

尺寸—机器人在出发区的投影尺寸不超过 300x300mm 的正方形。 

形状—机器人在比赛开始后可以自主变形，不再受以上尺寸限制。 



  

 

 

部件—相关部件需符合规则要求。 

重量、尺寸允许误差范围 5%，以比赛现场测量为准。 

不符合以上资格认证标准，取消现场参赛资格。 

2.5 竞赛细则 

1）比赛分组及对阵方法：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赛前领队

会议时以抽签方式进行小组赛的分组。根据参赛队伍数量的不同灵活

分组，原则上每个组不超过 4 支队伍，不少于 3 支队伍。同一个小组

的每个队伍分别对阵，获胜积 3 分，负不得分，平局积 1 分，并记录

净胜小分。 

2）小组排名方法：积分高的排名靠前，积分相同先比相互间的

胜负关系，然后比净胜分，净胜分高的排名靠前，如果净胜分还相同，

总失分少的队伍排名靠前。还不能分出名次重赛一场来决定排名先后，

重赛采用足球加时金球制的方法，只要有队伍得分就获胜。每组前两

名出线。 

3）总体排名方法：先按照平均积分的原则，先排出各小组第一的

名次，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排出各小组第二的名次，如果平均积分相同，

净胜分多的队伍排名靠前，如果净胜分还相同，总失分少的队伍排名

靠前，如果总失分也相同仍然是按照小组排名里重赛的方法来决定排

名。各小组三四名的队伍也按照同样方法进行排名。 

4）出线队伍对阵方法：先进行第一轮淘汰赛，按照排名靠后队

伍相互对阵的原则保留 2 的 n 次方支队伍。举例说明，取出小组前两



  

 

 

名后，如果是 14 支队伍，那么在第一轮淘汰赛后只保留 8 支队伍；

如果是 18 支队伍，在第一轮淘汰赛后保留 16 支队伍。然后进行第二

轮淘汰赛，按照第一名对阵最后一名的原则进行对阵，直到三四名和

冠亚军决赛。淘汰赛以二级学院为单位，本项目限定进入淘汰赛的队

伍数量为 2 支，同一单位如在本项目有 2支以上的队伍进入淘汰赛，

那么按照该单位这几支队伍的排名顺序，后排名的队伍安排到进入淘

汰赛的队伍外进行排名。其它队伍根据名次递补参加淘汰赛。 

5）同一时间，每支队伍只能有一台机器人在场上比赛，每场比

赛每支队伍可用多台机器人轮流上场，每台机器人可上场多次，机器

人在台上比赛过程中不能更换，只有在己方机器人掉下擂台，并经裁

判同意重启时，方可更换机器人从出发区重新登台继续比赛。 

6）每局比赛时间 2分钟。 

7）比赛过程中的得分情况： 

比赛开始前，参赛队员将机器摆在出发区等待出发，准备好后向

裁判举手示意，裁判吹哨后比赛开始。裁判吹哨前，机器人必须处于

静止状态，连续三次违规提前运动，取消当场比赛资格。裁判吹哨后，

参赛队员必须用非接触的方式启动机器人，不能再接触机器人，接触

一次给对方加 4分，然后重新重启出发。 

比赛开始后 10 秒内，机器人须从擂台下出发区启动，任意地方

上擂台（无斜坡），机器人掉落台下后，同样须在 10 秒内从擂台四周

任意位置自主登上擂台继续比赛，参赛队员不能接触机器人，如在裁

判口头 10 秒倒计时后仍未能登台，对方得 1 分，随后以每 10秒得 1

分给对方加分，直至机器人登上擂台。 

每场比赛开始前，赛台上布置有 3 个能量块，分别为蓝方能量块、

黄方能量块，中立能量块。蓝、黄能量块的分值为 3分，中立能量块



  

 

 

的分值为 2 分。将对方能量块推下擂台可获得 3 分，将中立能量块推

下擂台获得 2 分，将己方量块推下擂台给对方加 5 分。如果在双方推

挤中能量块掉下擂台，按接触能量块的一方算分。如果在推能量块的

过程中造成其他能量块掉下擂台视为主动推下能量块，正常计分。如

果双方同时接触能量块，造成能量块掉下擂台，都不得分。能量块掉

下擂台后，只在一方掉下擂台的空档期由裁判移出场地外，尽量不干

扰双方机器人。 

在比赛进行过程中，参赛双方都可以重启机器人，重启前必须举

手向裁判示意，裁判同意后才可以拿着机器在擂台下任意区域重启出

发。重启一次给对方加 3 分，重启次数不限制。重启期间仍然读秒计

时，每 10 秒给对方加 1 分。 

当双方都在擂台上时，一方掉下擂台，对方得 1 分。 

当有一方在台下未登台时，在台上的一方掉下擂台，对方不得分。 

掉下擂台对方得分的情况可以是自己掉下或者被推下，双方同时

掉下，裁判无法分清先后，双方不得分。 

双方都掉下擂台超过 10 秒未登台时，经裁判示意，双方可以从

各自的出发区域重新出发，继续比赛。在比赛过程中出现僵持局面，

如：无法判断机器人是否接触擂台下、无法判断机器人是否断电、双

方机器人均保持静止，裁判有权叫停比赛暂停计时，待情况查明后继

续比赛，根据之前的状态判断得分，或要求双方机器人重启。 

比赛开始前，参赛队长可以向裁判员宣布本队弃权，弃权后，对

方 9：0 获胜；比赛过程中弃权，在双方所得分的基础上按照剩余时

间每 10 秒给对方加 1 分。 

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任何部位（包括手持物品）未经裁判员同

意进入比赛区的，每次给对方加 1分；未经裁判允许，触碰到机器人

的，每次给对方加 4 分。 

在比赛过程中，裁判有权要求消极比赛的机器人重新启动并给对



  

 

 

方加 1 分。 

消极比赛：在比赛过程中主动采取静止不动或及其慢速的移动超

过 10 秒。如两参赛队伍有恶意消极比赛或故意刷分的行为，当值裁

判有权取消相应队伍的参赛资格并通报批评。 

评分表 

比赛

准备 

比赛前

弃权 

比赛开始前参赛队未到场或主动宣布弃权，对

方 6：0获胜 
6：0 

准备好

后举手

示意 

举手示意后，裁判吹哨前机器人必须保持静止

不动，连续三次提前启动，取消当场比赛资格 
取消当场比赛资格 

比赛

过程

中 

机器人

登台 

裁判吹哨后以非触碰方式启动机器人，触碰一

次给对方加 4分并重新从启动区出发 
4分 

当一方完成登台，另一方开始计时，每十秒给

对方加一分，直到登台为止。 
1分/10s 

机器人

掉台 

双方都在擂台上，一方掉台，给对方加一分，

并按照每十秒一分给对方加分 
1分; 1 分/10s 

当有一方在台下未登台时，在台上的一方掉下

擂台，对方不得分，直到有一方机器人登上擂

台，开始读秒以 10 为单位加分，直到另一方机

器人上台。 

1分/10s 

双方同时掉下擂台，双方都不得分,双方在擂台

下超过 10秒未登台，经裁判示意，双方可重启

出发 

重启 

推下能

量块 

推下敌方能量块 3分 

推下中立能量块 2分 

推下己方能量块 对方加 5分 

接触/重

启机器

人 

比赛过程中队员可以重启机器人，重启前必须

举手示意，裁判同意后方可重启，并给对方加 3

分，未经裁判同意给对方加 4分 

3分/4 分 

重启机器人时人为将机器人拿上擂台，视为机

器人仍在台下，本次上台无效，直到机器人自

主完成上台，期间每 10秒给对方加 1分。 

1分/10s 



  

 

 

违规 
比赛过程中未经允许参赛队员任意部位进入比

赛区域（包括手持物品），给对方加一分 
1分  

消极比

赛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主动采取静止或极其缓慢移

动超过 10S，为消极比赛，裁判有权让其重启并

给对方加一分 

1分；重启 

弃权 
比赛过程中弃权，则在原得分基础上，剩余时

间每 10 秒给对方加一分 
1分/10s 

比赛

结束

后 

成绩确

认 

比赛结束后，双方参赛队对本场成绩签字确认，

不签字则本队成绩为 0 
成绩为 0 

8）胜负判定： 

比赛结束后，得分多的一方获胜。 

2.6 违例与处罚 

1）参赛队的机器人注册后，不得向其他队伍借用机器人。同一

个学校的不同队伍也不得互相借用机器人。借用机器一经核实，即取

消两队的获奖资格和名次，并提交赛事组委会通报批评。 

2）下列行为将被认定为取消该场比赛资格的行为，即该队在这

一场比赛判负： 

使用带有“发射”或者爆炸性质的装置，例如火焰、水、干冰、

BB 弹、钢珠、可能导致缠绕或短路的线缆、爆炸性的鞭炮等装置。 

使用可能对人类有危险的装置，例如刀刃、旋转刀片、尖锐的金

属针等。 

机器人采用其他手段可能对观众、参赛队员或者裁判员有人身伤

害的危险。 

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使用粘接剂或者吸盘吸附、粘贴场

地或者对方机器人。 

裁判员认为机器人故意导致或试图故意导致比赛场地、设施或道

具的损坏。 

    无视裁判员的指令或警告的，围攻谩骂裁判员的，取消比赛资格



  

 

 

并通报批评。 

2.7 申诉与仲裁 

1）参赛队对评判有异议，对比赛的公正性有异议，以及认为工

作人员存在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书面申诉。 

2）关于比赛裁判判罚的申诉须由各参赛队领队在本场比赛结束

后 10 分钟内通过书面形式向裁判提出。关于参赛资格的申诉需在赛

前书面提出。 

3）当值裁判无法判断的申诉与仲裁委员会商议并集体做出裁决。 

4）参赛队不得因申诉或对裁决结果有意见而停止比赛或滋事扰

乱比赛正常秩序，否则取消获奖资格并向大赛组委会申请通报批评。 

2.8 安全 

由于比赛过程中对抗性较强，各参赛队应该对本队的机器人的安

全性负责。对于规则没有禁止的对抗所造成的机器人故障或者损坏，

由各参赛队自行负责，对抗另一方、本赛事组织方不承担因此带来的

损失。 

2.9 其他 

1）对于本规程没有规定的行为，原则上都是允许的，但当值主

裁有权根据安全、公平的原则做出独立裁决。 

2）本规程中已说明或未说明的各种重量和尺寸的允许误差均为

± 5%，以现场测量为准。 

3）竞赛组织方将在比赛现场统一提供测量重量、尺寸的工具。

所有尺寸和重量以现场测量为准。 

4）本竞赛规则的解释权属于本项目专家委员会。 
 



  

 

 

附件一 

 

关于参赛作品材料的说明 

 

各参赛队需将参赛作品材料在规定的时间提交大赛组委会，大赛

专家委员会组织评审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参加第二阶段

线上赛的队伍。提交材料的要求如下： 

1、提交方式及时间：关注大赛通知，提交材料按“学校名称+二级学

院+参赛项目+队伍名称”压缩打包命名，大小不超过 50M。 

2、参赛作品材料内容： 

（1）参赛队需要录制参赛作品实物模型完成比赛过程的演示视频

（MP4 格式，作品视频时长不大于 120S，个别赛项展示主要完成过程

即可，视频可以进行剪辑）。 

（2）作品设计说明文档，包括文字描述、作品图片、效果图等，篇

幅限 A4 纸 5页。 

3、作品材料提交网址：www.robo-maker.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