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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ER 发展目标 

 成为全球最普及的机器人赛事。 

WER 能使全球大部分青少年有机会、有能力接触到教育机器人，而不是少数贵族或技

术精英；WER 以全球青少年有公平、平等的机会来接受科技教育，培养全球青少年的技术

素养为最大使命，使未来世界公民能自信地应用、管理、理解技术；有良好技术素养的青少

年对世界的发展极为重要。 

 成为青少年展示能力与学习交流的舞台。 

WER 培养的不仅是技术素养，更是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进取精神的完美

体现，WER 不仅是比赛，更是青少年展示能力与学习交流的舞台。 

 成为全球最具观赏性、挑战性、创新性、趣味性的机器人赛事。 

WER 肩负着普及科技教育的伟大使命，但普及不代表简单，WER 未来包含创新模块、

类人机器人、移动机器人、飞行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形态完成的比赛项目，WER 规则设计

者为参赛选手设计了易入门，易上手，但又足够挑战、创新的比赛任务。 

2.参赛资格和团队 

2.1 参赛资格 

所有 6-18 岁在校中小学生均可以报名参加世界教育机器人大赛。 

2.2 团队规模 

世界教育机器人大赛鼓励参赛者协作，要求必须以团队的形式报名参赛，参赛队伍的规

模为 2-10 人。 

3.比赛内容 

比赛内容包含场地任务赛、扩展任务赛和面试。 

3.1 比赛顺序 

比赛开始之前会进行抽签，抽签结果一经确定不可更改，参赛队的比赛顺序严格按照抽

签结果进行。 



 4 / 10 
 

比赛过程中，上一个队伍开始比赛时，会通知下一个队伍上场准备。在规定时间内没有

准备好的参赛队将丧失本轮比赛机会，但不影响另一轮的比赛。 

3.2 比赛调试 

场地任务赛和扩展任务赛在每轮比赛开始之前都会预留封闭调试时间，用于参赛队根据

场地环境修改机器人的必要参数，并进行简单的维修。封闭调试结束后，机器人由裁判封存

（封存的材料不含电池），参赛队员未经允许不得再接触机器人，否则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面试在开始面试之前会预留时间，用于参赛队员做准备。 

参赛队员需要有秩序地排队进行调试及准备，不遵守秩序的参赛队可能会被取消参赛资

格。 

3.3 场地任务赛 

场地任务赛内容围绕每年大赛主题，在立体环境中，设有多个巧妙有趣的任务，测试参

赛队员对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策略设计及团队意识等方面，场地任务赛的成绩会影响各

参赛队的最终成绩。 

场地任务的数量、结构和完成标准，请参考每年公布的《WER 工程创新赛场地任务赛

规则》。 

3.3.1 场地任务变量 

场地上的任务模型的位臵并不固定，第一轮封闭调试开始时任务模型的位臵才会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比赛的趣味性。即使如此大赛组委会还是会在每年的《WER 工程创新

赛场地任务赛规则》中公布各个任务模型的“默认位臵”。  

场地上任务模型的位臵变化分为几种： 

（1）原地旋转，任务模型的默认位臵不变，只是方向变化。 

（2）同一区域内平移，任务模型在“默认位臵”附近前后或者左右移动，方向不变。 

（3）同一平面内位臵变化，任务模型在两层场地中的同一个平面内位臵变化，方向不

变。 

（4）同一平面内位臵变化且同一平面内旋转，任务模型在两层场地中的同一个平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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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臵变化，且方向同时改变。 

3.3.2 场地附加任务 

在某些区域比赛中，可能不设臵附加任务；如果有，那么，第一轮封闭调试开始时，公

布场地任务变量的同时会公布场地附加任务。场地附加任务为选做任务，参赛队可以根据自

身的条件决定是否完成，无论参赛队是否选择附加任务，附加任务模型都会出现在场地上指

定的位臵。 

3.3.3 场地任务赛的时间 

比赛共分两轮，单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3 分钟计时周期为裁判的开始哨声到裁判的结

束哨声，而不是从机器人运行开始计时。如果参赛队伍选择了场地附加任务，则完成场地附

加任务的时间包含在 3 分钟之内。 

3.3.4 场地任务赛的场地说明与规范 

3.3.4.1 场地材质及尺寸 

 

图 1 比赛场地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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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地分上下两层（如图 1），第一层称为“一楼”，一楼的尺寸为 240cm×210cm，

材质为彩色喷绘布，喷绘布的图案与每年主题相关；一层喷绘布边框约束的范围为一楼的比

赛场地范围。第二层称为“二楼”，二楼的尺寸为 204cm×116cm，支架材质为金属（截面

2cm×2cm）。底板为木质或亚克力，底板覆盖彩色喷绘布，喷绘布的图案与每年主题相关。

二楼护栏为木板（高度 10cm，厚度 1-2cm），二层护栏约束的范围为二楼的场地范围。 

两层之间通过“斜坡”相连，斜坡与一楼夹角为 30 度(±1 度)。斜坡斜面为木板，尺寸

为 42cm×140cm，斜面覆盖彩色贴纸，贴纸的图案与每年主题相关，斜坡支架的材质为金属

（截面 2cm×2cm）。 

3.3.4.2 场地环境的规范 

 确保场地图边界向外延伸不小于 50cm 的人员活动空间； 

 确保场地图纸平整； 

 确保场地框架的牢固与稳定性； 

 确保场地框架与图纸相对位臵的稳定性； 

 确保斜坡导线与一楼、二楼场地图导线的连贯性； 

 确保场地图纸和框架的整洁。 

3.3.5 比赛惩罚 

 基地外接触机器人，在机器人完全离开基地之后，参赛队员不能再接触机器人，否则会

导致最终成绩被减去 20 分，即-20 分/次，并且要求将机器人拿回基地重新出发，在这个过

程中比赛计时不会暂停。基地外接触机器人，在事件发生之前已经造成的场地变化有效，但

机器人当时正携带的得分物品得分失效，由裁判代为保管至本轮比赛结束。注：当总分被扣

分后小于 0 分时，录入计分系统的最终成绩为 0 分。 

 基地外接触任务模型，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不得接触场地上的任务模型，否则机器人将

被要求重启，因接触任务模型造成的任务得分无效，在这个过程中计时不会暂停。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离开基地之后，参赛队员不得以任意方式协助机器人导航或完成任

务，否则机器人将被要求重启，因参赛队员协助造成的任务得分无效，在这个过程中计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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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暂停。 

 分离式“策略物”，所有不是场地上已给定的模型都被视为机器人的部件（后称“部件”），

机器人不能使用任何的分离式“策略物”来协助完成任务。即机器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不得故意脱落部件，因故意脱落部件造成的任务得分无效，裁判允许的情况下可由机器人或

参赛队员取走脱离部件；比赛结束时，机器人的脱落部件不得接触基地以外的任务模型，否

则视为故意犯规，因此造成的任务得分无效。 

3.4 扩展任务赛 

扩展任务赛内容围绕每年大赛主题，基于场地任务赛中某一任务特点展开，测试参赛队

员对所学机器人技术的掌握情况及创新能力，扩展任务赛的成绩会影响各参赛队的最终成绩。 

比赛为一轮，时间为 1 分钟，1 分钟计时周期为裁判的开始哨声到裁判的结束哨声，而

不是从机器人运行开始计时。 

在某些区域比赛中，可能不设臵扩展任务赛；如果有，那么，大赛组委会将设臵一轮特

定的封闭调试时间，封闭调试之前公布扩展任务赛规则及任务分值。 

3.5 面试 

面试内容围绕每年大赛主题和技术创新点等方面展开，以场地任务相关知识为基础，涉

及人文、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等方面，测试参赛队员的自我学习情况，面试成绩会影响各参赛

队的最终成绩。 

面试为一轮，时间为 5-10 分钟，总分为 100 分。 

面试官有权取消迟到的参赛队的面试资格； 

面试官有权结束超时的面试。 

在某些区域比赛中，可能不设臵面试；如果有，那么，大赛组委会将在大赛报到时公布

时间段与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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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器人的规格 

4.1 机器人的尺寸和材料标准 

 尺寸：每次出发前，机器人尺寸不得大于 30cm*30cm*30cm（长*宽*高）；离开基地后，

机器人的机构可以自行伸展。 

 控制器：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 

 执行器：每台机器人允许使用最多一个总线式电机和共计不超过 3 个直流或者闭环电机。

当电机用于驱动轮时，只允许单个电机独立驱动单个着地的轮子。 

 传感器：每台机器人允许使用的传感器种类和数量不限，但不得使用多个相同或者不同

传感器探头做成的集成传感器。 

 结构：机器人必须使用塑料材质的拼插式结构，不得使用扎带、螺钉、铆钉、胶水、胶

带等辅助连接材料。 

 电源：每台机器人必须自带独立电池，不得连接外部电源，电池电压不得高于 9V，不

得使用外臵电路板（用于升压、降压、稳压等）。 

4.2 机器人的检录 

所有参赛机器人必须符合比赛规则的规定，以保证比赛的公平，参赛队进入场地之前需

要经过检录。不满足比赛规则规定的参赛机器人，需要按照要求修改完成之后才能入场。 

如果机器人放入赛场被发现仍然违规，会导致被取消参赛资格。 

4.3 机器人的运行 

场地任务赛中：机器人由参赛队员放入比赛场地的基地，并在裁判的指令下启动机器人。

机器人一经启动必须是自主运行，参赛队员不能借助任何方式帮助机器人导航或者完成任务。

机器人离开基地之后参赛队员不能再接触机器人，否则按照<基地外接触机器人>处理。 

扩展任务赛的机器人运行标准在调试开始前公布。 

面试过程中可适当运行机器人用于演示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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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机器人的维修 

单轮（3 分钟）比赛中，不允许更换控制器。 

5.成绩计算 

参赛队的单轮得分为本参赛队在本轮比赛中成功完成的任务得分和惩罚得分的总和； 

参赛队的最终得分为两轮场地任务赛得分、扩展任务赛得分和面试得分总和。 

6.比赛排名 

参赛队的最终得分越高的排名越靠前。 

当参赛队最终得分相同时，基地外接触机器人的次数越少的排名越靠前。 

当基地外接触机器人的次数相同时，两轮用时总和越少的排名越靠前。 

7.现场环境 

7.1 现场的电源 

比赛现场提供当地标准电源接口，如果参赛队需要任何电压或者频率的转换器，请参赛

队自行准备。距离参赛队最近的电源接口可能距离参赛队的指定调试桌有一定的距离，请参

赛队自行准备足够长的电源延长线，同时在现场使用延长线时请注意固定和安全。 

7.2 现场的光线 

比赛现场为日常照明，正式比赛之前参赛队员有时间标定传感器，但是大赛组织方不保

证现场光线绝对不变。 

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阳光可能会有变化。现场可能会有照相机或摄像机的闪光灯、

补光灯或者其他赛项的未知光线影响，请参赛队员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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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词界定 

 场地：包括场地框架、场地喷绘布、场地模型、任务模型； 

 基地：代表机器人出发和维修改装的区域；一楼和二楼可能都有基地；基地的尺寸、形

状和位臵以每年公布的《WER 工程创新赛场地任务赛规则》为准。 

 任务模型出界：移动物的垂直投影与参照物（区域边界）分离或相交即为出界，移动物

的垂直投影与参照物（区域边界）重叠或包含即为不出界。 

   

 出发：机器人离开基地的动作称为出发，完全离开基地即认为出发动作已完成。 

 回基地：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触基地即认为机器人回到基地。 

 机器人重启：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将机器人从基地以外取走并从基地内重新出发。 

 终止比赛： 

（1）比赛过程中，机器人或参赛队员故意破坏场地、干扰比赛或冲撞裁判时，裁判有权直

接终止比赛，之前得分有效，且不影响另外一轮比赛的成绩。 

（2）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可以随时向裁判申请终止比赛，之前得分有效，且不影响另外一

轮比赛的成绩。 

 

9.联系方式与解释权 

如果您对本规则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请联系世界教育机器人协会。 

Email：rules@wercontest.org 

本规则的所有解释权归世界教育机器人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