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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暴风雪刚刚袭击了一座从未经历过寒冬的城市。居民们对此毫无准备，车辆被困在

街道上，冰雪使街道变得湿滑。市政府刚刚致电你们寻求帮助，希望帮助城市尽快恢复正

常。

今年，初中组的任务是设计一个有助于恢复城市正常状态的机器人。机器人将要清

除雪堆，拖走两辆卡住的汽车，并在结冰的街道上布撒防滑材料。注意，途中不要损坏任

何树木。

2. 比赛场地
下图展示了比赛场地的不同区域。

如果赛台比场地纸大，请将场地纸居中摆放。

赛台及场地纸的规格请参考总则的规则4。登录www.wro-association.org可找到场地纸

的可印刷文档和尺寸准确的PDF文件。

启动区：

有两个启动区（一个在左下角，另一个在右上角）。每轮比赛开始前，裁判会随机选定

一个启动区，所有参赛队都使用这个启动区且在该轮比赛中保持不变。比赛开始前，参赛队的

机器人必须完全在这个启动区（按上述方法确定），启动区的边线不算在启动区内。机器人

的连接线在启动时也计入机器人的最大尺寸，所以连接线也应在启动区内。

3. 二进码

http://www.wro-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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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四条主要的街道（蓝、橘、绿及灰色）。机器人需要将其中两条街道上的雪堆和

两辆车移除。在另两条街道上，机器人需要布撒防滑材料以避免车辆受困。信息系统将告诉你

在每条街道要做什么。

开始时，机器人需要读取告知机器人做什么的二进码。二进码在每条街道上用两位数字来

表示该街道是需要清除雪堆还是需要布撒防滑材料。数字的每一位是0（黑色）或1（白色），

密钥的背景为黑色，表示全0。两个白片将随机放置在机器人启动区旁的二进码上。

代码 在该条街道的任务

0-0 清除雪堆

0-1 布撒蓝色防滑材料

1-0 布撒黑色防滑材料

1-1 不需要做任何事

始终会有两条街道上的雪堆需要清除，还有两条街道需要布撒防滑材料（每条布撒一种

）。上图的二进制代码表示：

 清除蓝色街道和黄色街道上的雪堆。这些街道上的车辆也许要被移走（参见任务说

明）。

 绿色街道上需要布撒蓝色防滑材料

 红色街道上需要布撒黑色防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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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赛物品的随机布置
白片

使用两个白片来制作二进码（代码如上文表格）

将这个两个白片随机放置到密钥上完成二进码

。白片不能放到相同颜色的街道上（每种颜色

的街道最多放一块）

雪堆

12个代表雪堆的2×4乐高积木 代表雪堆的积木将被放在要清除雪堆的街道上

（二进码为0-0，每条街道6块积木）

大树

街上还有三棵完好的大树，不能被移动或破坏。下面有三种不同的大树模型A、B、C。

组委会可以决定在比赛中使用哪一种模型。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这些大树被放在树木区里面的深灰色区域。

车辆

街道上停着四辆车，每条街道一辆。下面有三种不同的车辆模型A、B、C。组委会可以

决定在比赛中使用哪一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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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随机放置在3个可能位置之一，每条街上一辆，

车头朝向场地纸上汽车图标的方向

模型 C模型 B模型 A

防滑材料配料机

场地上有两台配料机 两台配料机分别放在配料区内浅灰色矩形中的黑色

/蓝色位置（按颜色放）

推杆后，防滑材料会从配料机中掉出

注意：组装防滑材料配料机时，除WRO竞赛套装外，

还会用到EV3套装中的一些零件，参见文末的组装指

南

防滑材料

配料机有两种防滑材料。4片蓝色防滑材料用碎矿石制成，4片黑色防滑材料用由木屑制

成，这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和生态性的解决方案。比赛开始前，蓝色防滑材料装入蓝色配料机，

黑色防滑材料装入黑色配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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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防滑材料（碎矿石） 黑色防滑材料（木屑）

道边

由于天气恶劣，在一些街道上很难看到交通线。有6条道边可以用来作为机器人的引导

线。道框不固定在场地纸上。

6条道边，红、黄各3条 道边放在两条街道之间，黄色道边放在黄色标记上，

红色道边放在红色标记上

黄色道边的正确摆放 红色道边的正确摆放

雪仓

雪仓 雪仓放在雪场区中红色标记上



8

5. 机器人的任务
为便于理解，机器人的任务将分几小节说明。参赛队可自行决定完成任务的顺序。

5.1 清除雪堆并将它带到雪场

密钥为 0-0 的街道上的雪堆需要清除并带到雪场。如果雪堆被抬起并投入雪仓中，可获满

分。

5.2 布撒防滑材料

将防滑材料布撒到街道上：

 蓝色防滑材料（碎矿石）要布撒到密钥为0-1的街道上

 黑色防滑材料（木屑）要布撒到密钥为1-0的街道上。

防滑材料应均匀散布在街道上，街道的每一段至少有一块防滑材料。用彩色线来分隔街道，

每条街道被分成三段。每段仅可获得一块材料的得分。

5.3 将车辆拖到停车场

四条街道上各有一辆车。 在要清除雪堆的街道（密钥0-0）上，车辆必须被拖到停车场

。不得移动或损坏另两条街道上的车辆。

5.4 停泊

机器人返回2个启动区之一并停止，俯视其底盘，完全在启动区内（连接线可在启动区

外），才被认为是完成了任务。

5.5 获得奖励分和避免处罚

如果道边、车辆及配料机没有被移动或被破坏，则可以获得奖励分。如果移动或损坏大树，

将受到处罚。如果大树不再与灰色方块接触，就是被移动了。处罚不会导致负分（参见总则）。

6. 记分
记分的定义

 “完全”的意思是比赛物品只接触相应的区域（不包括黑线部分）。“部分”

的意思是比赛物品至少有一个部分接触该区域。

任务 每个得分 小计

清除雪堆并带到雪场

代表雪堆的积木在雪仓中 5 60

代表雪堆的积木在雪场区但没有进入雪仓 3 36

布撒防滑材料

黑色防滑材料（木屑）与1-0街道的各段接触 9 27

蓝色防滑材料（碎石）与1-0街道的各段接触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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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防滑材料（碎石）与0-1街道的各段接触 9 27

黑色防滑材料（木屑）与0-1街道的各段接触 4 12

将车辆拖到停车场

车辆完全在停车场内 20 40

车辆部分在停车场内 15 30

停泊

机器人完全停泊在启动区内

（只有其它任务得分（不包含奖励分）后，才有此得分）
14 14

获得奖励分和避免处罚

道边没有被移动或损坏 2 12

配料机没有被移动或损坏 4 8

0-1或1-0的街道上的车辆没有被移动（不再与初始位置的方框接触）或损坏 6 12

大树被移动（不在与灰色方块接触）或损坏（至少一片脱落） -8 -24

最高得分 200

记分说明

代表雪堆的积木在雪仓中➔5分

3个雪堆，15分 4个雪堆（在边框上的积木也可得

分），20分

如果赛台比场地纸大，雪仓可以移

动到靠边墙，15分有效

雪仓在雪场区内移动是可以的，但

不能移到雪场区外

如果雪仓移出雪场区，只有在雪场

区内的雪堆才能得分（上图可得

2×3 = 6分）

代表雪堆的积木在雪场区内但未进入雪仓➔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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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雪堆在雪场区内（不论朝上还

是朝下），15分

4个雪堆在雪场区内，而第5个没有

完全进入雪场区

绿色边线也属于雪场区，这里的第

5个雪堆也可视为完全进入雪场

区，因为它未接触碰黑线

布撒防滑材料

对于黑色和蓝色防滑材料，我们以一条街道上的一种举例说明。评分对于0-1街道或1-0

的街道上的路段是相同的。

下图中，蓝色街道是1-0街道，应布撒黑色防滑材料（9分），布撒蓝色防滑材料可得4

分。每条街道用彩色线条分成三段。下图展示了街道的第1段、第2段和第3段。

4个黑色防滑材料都在街道第1段中：9分 图中，每段都有1个黑色防滑材料：3×9分 = 27分

除黑色材料外，在一路段上还有些蓝色材料

3×9分= 27分（黑色防滑材料）

+ 4分(蓝色防滑材料)

此图中，防滑材料只与左侧路段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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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中，防滑材料与两个路段接触，但只能在一个

路段得分，即能得较高分数的路段
防滑材料无需完全在街道内，但至少要接触到街道

此图中，防滑材料仍在蓝色街道上（由顶视图的蓝

线确定）
此图中，防滑材料已经不在蓝色街道内了，不得分

车辆完全在停车场内➔20分

两辆车均完全在停车场内 车辆在停车场内（蓝线也视为停车

场的一部分）
车辆也可以侧面着地

车辆部分在停车场内➔15分

一辆车完全在停车场内，另一辆车部

分在停车场内
车辆部分在停车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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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完全停泊在某个启动区 14分

机器人的垂直投影完全在启动区

内

机器人的垂直投影完全在启动区

内，但连接线在外面，可以得分

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没有完全在启

动区内，不能得分

道边没有移动或损坏➔2分

未移动，2分 虽移动但仍在灰色区域内，可获得

2分

移出灰色区域，0分

损坏，0分

配料机没有移动或损坏➔4分

未移动，每台4分 虽移动但仍在灰色区域内，每台仍

可得4分

移出灰色区域，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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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0分

结冰的0-0街道上的车辆未被移动/损坏➔8分

未移动，8分 虽移动但仍与灰色矩形，8分 移动到外面，0分

损坏，0分

大树被移动或损坏➔-8分

移动，但仍在灰色区域内，不扣分 接触到灰色区域外面，-8分 损坏，-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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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赛物品的组装
大树模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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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模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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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模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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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模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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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模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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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模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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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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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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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滑材料配料机

请注意，防滑材料配料机的组装需要用到EV3核心套装（45544）中的零件。需要

用到的零件已在下图中列出。

如果你有颜色不同的梁，也可以使用。因为积木的颜色对任务来说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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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片和雪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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