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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未来太空工程挑战比赛规则 

1 背景 

空间站是一种能在绕地球轨道上长期运行、具有一定科学技术试验能力或生产能力的可供人居住的航

天器。作为一种绕地球运转的空间平台，空间站具有干扰小、精度高的优势。另外，空间站还有一个重要

作用是提供长期的微重力环境，可以支持长期开展大规模的空间科学研究，对物理、化学、材料、生物、

医学等领域的科研工作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同时空间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教育平台和载体。 

1992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建设大型空间站是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

战略的第三步。2022 年，中国空间站将全面建成，首次实现 6 名航天员同时在轨。空间站建成后，每年与

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对接若干次进行补给，在 400公里左右的轨道高度上维持设计寿命十年的运行。届时，

中国将成为继俄罗斯之后，以一国之力独自完成空间站建设的国家，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可达一年以上。 

本届未来太空工程挑战将挑战任务的时间背景设定为 2040年。届时，我国决定在月球轨道上建设一座

全新的太空基础设施—永久空间站，作为进入月球基地的门户和前往深空的“加油站”。空间站中一切的

物质资源都非常宝贵，需要循环利用。因此，我国正式开始了“月球轨道空间站”的开发方案建设工作。

在未来太空工程挑战活动中，青少年以团队为单位，通过项目式学习的方式，完成太空主题工程任务。 

2 比赛概要 

2.1 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组（三至六年级）、初中组（七至九年级）、高中组（十至十二年级）三个组别进行。每

个组别均进行地区选拔赛和全国比赛。组委会向省级赛分配晋级全国赛的名额。每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

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多次参赛。 

2.2 比赛主题 

2.2.1 小学组、初中组-空间站生命保障系统 

经过良好设计的生命保障系统是一切运营活动的基础。学生团队需要就空间站外观及生命保障系统进

行研究，并在科学展板上展示他们的设计，这套系统需要实现对空气的循环处理、控制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对水进行循环处理、对固体废物进行管理等功能。 

2.2.2 高中组-空间智能机器人 

在空间机器人挑战任务中，你需要设计和搭建全自主空间站实验机器人完成给定的空间实验任务。 

你设计的机器人将要帮助任务团队的成员管理空间站内的种植实验：收集空间站农业区中的营养液和

各种植物幼苗，将种植箱移动到生产效率更高的种植区或处理区，并尝试将去除种植箱的挡板，混入营养

液，提高种植效率。 

3 创意内容与任务 

3.1 小学组及初中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BD%E4%BA%BA%E9%A3%9E%E8%88%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7%E8%BF%90%E9%A3%9E%E8%88%B9


 2 / 15 

 

3.1.1 展板 

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是人们能够在空间站长期驻留并进行各项活动的基础。作为大型太空基地设施，

月球轨道空间站生命保障系统需要确保最多 10名常驻航天员与 20名中转访客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小学组挑战团队，请通过展板展示你们对于空间站生命保障系统的研究成果，用图画的方式表现依赖

于你们团队设计的生命保障系统良好运行，航天员在月球轨道空间站中安全、舒适生活的景象；通过图文

并茂的形式简述设计的主要思路，阐述生命保障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功能以及空间站内一种关键物质的循

环过程，例如氧气、水、二氧化碳等，对重要模块的原理进行说明，将设计过程和结果呈现到展板上。 

初中组挑战团队，请通过展板展示你们对于空间站生命保障系统的研究成果，设计各个子系统的具体

功能，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描述各个子系统之间关键物质的循环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氧气、水、二氧化碳等，

用流程图的方式标注出空间站中能量的流动过程。简述设计的主要思路，并对重要模块的原理进行说明，

将设计过程和结果呈现到展板上。 

3.1.2 工程装置模型 

空间站的水资源非常宝贵，除了供航天员饮用外，还要确保航天员的基本生活用水。这些水在使用或

经过人体排出后全部需要进入循环系统进行处理并再利用。水的闭路循环是生命保障系统中最为关键的内

容之一。因此，需要设计出一种高效、轻质的水处理系统。请挑战团队针对空间站水处理系统进行研究，

针对日常容易获得的材料进行净水原理探究并制作一个净水装置模型。 

3.1.3 生命保障系统设计报告 

请用文字简述月球轨道空间站生命保障系统设计的主要思路，并对重要模块的原理进行说明。挑战团

队需阐述各个子系统的具体功能，小学组要对关键物质循环过程进行描述，初中组还应对能量的流动关系

进行描述。 

注意：此交付作品仅需参与区域选拔赛线上资格选拔的队伍提交，不作为区域选拔赛及全国赛的交付

作品。设计报告模板详见附录。 

3.2 高中组 

在空间智能机器人挑战任务中，挑战团队需要设计和搭建全自主空间站实验机器人完成给定的空间站

种植任务。比赛场地模拟空间站的任务环境，机器人需要完成光敏启动、策略物品识别、抓取、运输、巡

线、避障等任务，通过将不同的策略物移送到不同的任务区域取得分数。 

4 小初组比赛规则 

4.1 比赛分为地区选拔赛与全国总决赛。地区选拔赛后，只有晋级队才有资格报名参加全国赛。 

4.2 参赛队应围绕本组别的创意主题，充分发挥想象力，依据科学原理，畅想对主题所涉及问题的多

种解决方案，通过分析形成本队的设计创意，并制作能论证本队方案的展板及净水工程模型。 

4.3 通过预选的展板作品要进行现场展演答辩。参赛队应携带与作品相关的资料和制作的模型参与。

参赛队员应结合本队作品和方案文稿，进行现场宣讲并答复专家评委提出的问题。参赛队在指定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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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有队员均应在展台待命，不得任意缺席。评委根据方案质量、答辩情况对参赛队进行评价。 

表 1. 展板描述及要求 

交付内容 描述及要求 

小学组展板 

参与队伍需要制作一份能展示团队对于生命保障系统设计方案的展板，并携带到现场

进行展示。 

 海报为横版三折板，展开总尺寸应不超过 A0尺寸（A0以 84*120cm为准）； 

 海报内容需包括： 

功能设计展示：生命保障系统的功能设计，氧气、水、二氧化碳等一种关键物质的流

动循环图，并简述设计思路。 

畅想绘画：展示航天员在空间站中生活的景象。 

初中组展板 

参加队伍需要制作一份能展示团队对于生命保障系统设计方案的展板，并携带到现场

进行展示。 

 海报为横版三折板，展开总尺寸应不超过 A0尺寸（A0以 84*120cm为准）； 

 海报内容需包括： 

功能设计展示：生命保障系统的功能设计，氧气、水、二氧化碳等关键物质循环过程

以及能量流动图（流程图），并简述设计思路。 

4.4 小初组工程装置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装置大小：装置运行状态时，应可独立、稳定放置在一个 40cm*40cm*40cm边长的立方体内。（提

示：该装置应预留盛装过滤后液体的量杯放置空间） 

(2) 过滤能力：此装置应能一次性处理不少于 200mL的灰水。 

(3) 密封性：此装置各连接部位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运行过程确保不漏水。 

(4) 所选材料：水处理系统所使用的材料可以简单划分为结构材料和净水功能材料，要求所使用的净

水功能材料不超过 5种常见的材料的组合（见注 1）。不允许使用如工业滤芯、商品化的过滤水装置、反渗

透膜等工业产品作为净水功能材料（见注 2）。 

(5) 净化方式： 

小学组所设计的净水装置模型只允许使用物理净化方式进行水净化，不允许使用化学药品和/或生物净

化（如细菌）的净化方式。 

初中组所设计的净水装置模型允许使用物理净化和/或化学方式进行水净化，不允许使用生物净化（如

细菌）的净化方式。 

(6) 评估要求：所设计的水处理系统需要轻质、高效，实际测试结果将综合水处理的效率、净化效果

和装置本身的重量进行综合评估。 

净水效率以集水容器中最终净化后液体体积为考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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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效果按照不同组别略有不同，小学组以净化后液体透明度（见注 3）表示净水效果，初中组以净化

后液体的透明度、溶液酸碱度 pH值、TDS值等指标表示净水效果； 

装置本身重量即为装置无溶液状态下所有材料总重量。 

(7) 装置应该能清晰展示所使用的材料构成。 

(8) 测试前需要提交所使用的净水功能材料组合说明，并通过安全性评估。 

(9) 此装置不可使用市电来实现其功能。 

净水装置使用材料说明如下： 

注（1）：允许使用日常生活常见材料，例如棉球、砂砾、纱布、活性炭等 

             

棉球                  砂砾                  纱布               活性炭 

图 1. 允许使用材料示意图 

注（2）：不可以使用工业化滤芯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聚丙烯熔喷滤芯、陶瓷滤芯、超滤滤芯、离子交换树脂、逆渗透滤膜、重金属过滤滤芯。

商品化过滤装置，包括但不限于过滤水龙头、家用滤水壶滤芯、家用饮水机过滤装置。 

          

熔喷滤芯            超滤滤芯             离子交换树脂      家用滤水壶滤芯 

图 2. 不允许使用材料示意图 

4.5 小初组工程装置现场测试说明 

测试物料：净水工程装置模型（队伍自带） 

组委会提供：200mL 灰水（由厨房常见物品配制，例如牛奶、醋、番茄酱、食盐、卫生纸屑、胡椒粉、

尘土、食用色素等物质加入清水配置而成。该液体 pH 值在 3.5-4.5 之间，TDS 值大约 2000。）、200mL 量

杯（用于盛装过滤后液体）、pH 测试笔、TDS 测试笔、简易塞氏盘、电子秤、秒表、钢卷尺。 

测试步骤： 

1) 每支队伍由一名操作员将工程装置模型放到指定测试台，测量装置净重，并计重量为 M；（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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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与盛装过滤后液体的量杯链接部分重量将计算在装置净重内。） 

2) 每队伍操作员将整套装置平稳放置在桌面上后，向评委助理示意，评委助理开始计时，每队操作

员需在 5 分钟内完成装置安装与设置，若未能及时完成设备安装，将会占用净水计时时间； 

3) 安装计时 5 分钟结束后，所有队伍统一领取灰水，听到“开始”口令后，评委助理开始计时，操

作员需在 15 秒内一次性将灰水倒入净水装置中，净水过程总时长为 10 分钟； 

4) 在规定测试时间内装置自动收集经过净化后的净化水，除倒入灰水之外，操作员全程不得再有其

他操作，全程不可再接触装置； 

5) 计时结束后，测量盛装液体的量杯中净化后液体的容积 V； 

6) 用标准仪器测量并观察净化水的 pH 值； 

7) 用标准仪器测量净化水的 TDS 值； 

8) 用标准仪器（见注 3）测量净化水的透明度；   

9) 各项测试结果记录在队伍成绩单上，由队伍操作员签字确认。 

注（3）：透明度测试工具简易塞氏盘说明：将黑白相间的圆盘贴纸贴到透明量筒的底部，再将溶液滴

到量筒中，观察者从上向下俯瞰液面，观察黑白图案。当黑白图案消失时，读取量筒中的溶液高度，用来

表示该溶液的透明度。 

 

图 3. 简易塞氏盘测试透明度示意图 

4.6 小初组挑战队伍在全国赛现场将进行即时发布的工程挑战，由学生团队独立设计和制作指定装置，

完成挑战任务。 

4.7 小初组每支参赛队由 2-4 名学生和 1 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高中组每支

参赛队伍由 4 名学生和 1 名指导教师组成。学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2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在比赛现

场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闭，仅允许学生队员在场，指导教师不得入场。参赛学生不得携带任何形式

的通信工具进入场馆，不得与场馆外的任何人交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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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参赛队员违反规则将受到警告，受到两次警告的参赛队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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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初组比赛评分标准 

小初组评分标准略有不同，评委将按以下表中所示的评分项目对每支参赛队的表现评分。 

表 2 小初组评分细则 

模块 细分项 评审说明 

设计方案展示 

展板 

信息完整性包括： 

⚫ 生命保障系统的功能设计； 

⚫ 氧气、水、二氧化碳等关键物质的循环过程图（小学组 1 种

关键物质即可）； 

⚫ 能量的流动过程流程图（初中组）； 

⚫ 航天员在空间站中生活的景象绘画（小学组）； 

⚫ 设计思路简述。 

科学合理性： 

呈现的设计内容符合任务要求，生命保障系统的功能设计具有科

学依据，符合科学原理，体现空间站使用场景适用性。 

呈现： 

⚫ 美观性：图文并茂，具有较好的可读性。 

⚫ 规范性：尺寸符合交付要求，设计内容标注清晰，无错别字，

无随意涂改的痕迹。 

展示答辩 

展示内容与组织性： 

结合展板充分展示队伍设计的解决方案、装置功能效果，开场、

主体、结尾完整，逻辑流畅，过渡自然，表达流畅自信。 

团队协作： 

展示答辩环节，团队成员合理分工相互配合。 

评委评分： 

能清晰、正面地回答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展现方案和设计的可

行性、科学性、合理性。 

工程装置模型 

运行效果 

根据现场装置测试结果进行组内排名，获得排序分值。测量项目

包括装备干重 M、净水效率（净出后溶液体积 V）、净水效果 E（小

学组为透明度，初中组为透明度、pH值和 TDS值综合得分）。 

实验操作 
实验过程中保持实验台整洁，无违规操作；实验结束后，清洁整

理实验台。 

 

6 小初组注意事项 

6.1 结合各挑战赛的组织情况，可能会在现场挑战赛前增加资格选拔，资格选拔将依据所提交的设计

报告进行评审。 

6.2 如因不可抗力赛事改为线上举办，将取消现场挑战部分，队伍得分由科学展板分数与工程装置分

数两项组成。 

6.3所有队伍在参加现场挑战时需要提交材料清单，如使用要求以外的材料将从总分中扣除相应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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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中组比赛规则 

7.1 赛台说明 

比赛赛台底板由四块 1.2m*1.2m(可重复使用)的木板组成，上面覆盖方形鹅卵石纹白色聚酯玻璃钢板

(FRP)。一个完全组装的赛台大小为 2.4m*2.4m。 底板相接的缝隙将根据场地设置覆盖黑色或白色胶带。

比赛场地和场地道具误差范围在 1% 或正负 1cm 。  

场地各区域划分如下： 

⚫ 普通得分区（珍珠版表面不包含黑色胶带及其他得分区的区域） 

⚫ 启动区 - 机器人初始启动区域，长 70cm * 宽 70cm x*高 35.5cm  

⚫ 小型实验箱 - 在场地上水平放置的一段 PVC管 

⚫ 带挡板的小型实验箱 - 在场地上垂直放置的一段 PVC管 

⚫ 处理区 - 与启动区相邻，标记为紫色的区域 

⚫ 食品储存箱 - 由 PVC 管拼接而成的长方形，可移动 

⚫ 大型培养箱 - 可旋转的平台 

⚫ 植物种植实验区 - 位于场地中央，由 PVC管夹缝组成的空间 

⚫ 传送带 - 黑色胶带 

⚫ 资源区 - 位于场地中央，由 PVC管和两侧可滑动门组成的结构 

 

图 4. 高中组空间站机器人挑战场地      图 5.高中组场地区域划分示意图 

7.2 场地道具 

表 3 道具说明 

图例 道具 数量 

 
实验机器人（玩偶） 1 

 
种子仓库（彩虹色套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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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储存箱（PVC拼接的长方形结构） 2 

 
营养液箱（5厘米红色海绵块） 6 

 
成熟植物箱（5厘米绿色海绵块） 6 

 
土豆（网球） 6 

 
改良土豆（匹克球） 1 

 
营养液（红色小海绵球） 16 

 
植物幼苗（绿色小海绵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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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记分单 

 

图 6 记分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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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得分规则 

(1) 黑胶带规则：除营养液箱和成熟植物箱（红色和绿色的海绵块）和在运输舱内的道具，其他得分

道具接触任意黑色胶带均不得分。 

(2) 通用得分规则：除食品储存箱之外的其他得分物需要接触赛台表面划定的各个得分区表面（即白

色珍珠版表面）才可得分。此外，如果得分物堆叠在一起(见第 4 条关于堆叠的定义)，且堆叠体最下面的得

分物接触得分区表面，则所有堆叠在一起的得分物均可得分。 

(3) 容器内道具得分规则：道具进入或部分进入食品储存箱（PVC 搭建的方形结构）则计为得分。道

具接触已在容器内被记分的道具，也计为得分（导电规则）。 

(4) 堆叠规则：未分离的营养液箱（红色海绵块）和成熟植物箱（绿色海绵块）堆叠后，最下方得分

物接触得分区表面，则计为得分。堆叠中的每一个道具底面都必须接触位于其下方道具的顶面。 

(5) 注意：裁判必须能够直观的看清堆叠，并且不需要移动任何额外道具或物品，否则堆叠将被视为

所有得分物平铺在得分区。 

(6) 最高得分规则：若场地道具同时接触多个得分区，且没有接触黑色胶带，取对总分贡献最大的情

况记分(只记基本得分不再乘以奖励倍数)。 

(7) 机器人定义：机器人必须包含控制器且至少连接 2 个电机，或是连接控制器的动力底盘。2 个控制

器同时连接在 1 个机器人上计为 1 个机器人。 

(8) 最终得分规则：最终得分由道具和机器人在比赛结束时的最终位置决定，而不论它们如何到达该

位置。裁判在 2 分钟比赛时间结束后会等待所有道具静止然后开始计分。  

(9) 大型实验箱得分规则：场地道具接触大型试验箱上顶面，或接触在大型实验箱中已被记分的道具

（导电规则），计为得分。机器人可抓持道具，保持道具在当前位置。 

(10) 动力底盘使用规则：作为策略的一种，在淘汰赛中，一方不连接动力底盘的机器人可以进入对方

的普通得分区。 

(11) 拖链规则：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拖链均不可进入对方场地及场地垂直投影区，即使拖链并未触

碰到对方机器人。该行为均会被判负。 

(12) 淘汰赛干扰规则：如队伍使用任何非机器人结构进入到对方赛区，或者阻碍、覆盖任何得分区域

并使对手无法在被干扰的区域得分（包括普通得分区、处理区、启动区、大型培养箱、运输舱、传送带、

资源区、种植区、小型培养箱、带挡板的小型培养箱），则该队伍会被直接判负。 

7.5 比赛方式 

7.5.1. 预备 (“离手”前) 

(1) 每队由两名选手将机器人带至比赛桌，并执行比赛相关的预备操作，预备操作的时间为 90秒。 

(2) 比赛开始前，将机器人摆放至启动盒内，并自行摆放样本分离区道具。 

(3) 比赛开始之前，每支队伍调节本方的 2台启动灯位置，启动灯必须位于本方的比赛场地外，不可

进入到 PVC 的内沿投影以内。 

(4) 队伍不能在“离手”后再次接触启动灯或场地中的任何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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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地上有 2台启动灯，每支队伍 2个控制器可以有各自的启动灯，但启动灯必须同时启动和停止。 

(6) 当双方队伍都已准备就绪或者裁判认为准备时间已到，各队须激活己方机器人，随后进入“离手”

阶段。 

7.5.2 比赛开始前(“离手”之后) 

(1) “离手”后，双方队员不可再碰触机器人，双方队员应站立于本方半场的启动盒外。 

(2) 参赛队员不允许用自己的身体遮挡机器人的传感器以避免传感器受到环境干扰。 

(3) “离手”后，在比赛开始前，机器人的任意部分不可以离开启动盒，否则将被判犯规， 

(4) 犯规 2 次的队伍将丧失此轮比赛资格。 

(5) “离手”后，任何队伍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给予机器人信号以重启机器人或实现其它操作，否则

本轮判负。 

(6) 由裁判同时开启双方启动灯，并开始比赛。 

(7) 比赛开始后(亮灯后) 

(8) 一旦启动灯点亮，则比赛正式开始。一旦启动灯点亮，机器人即允许离开启动盒。比赛持续时间

为 120 秒。灯光次序为: 

• 0 秒:点亮。 

• 15 秒:灯灭。 

• 115秒:闪烁 5秒。 

• 120秒:熄灭，比赛结束，机器人必须停止所有直流电机和舵机的运动。 

7.5.3. 比赛结束 

(1) 比赛结束，机器人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电机(舵机有负载时保持位置的微小运动是被允许的)，否则

即被判负(除非对手场上的机器人自始至终没有超出启动盒的容积)。计分基于比赛结束时道具的位置完成。 

(2) 如果两队的所有操作在 120秒前均已结束，裁判可以询问双方是否已经完成比赛，如果是的话可

以即时结束回合(两队都必须同意)。 

(3) 任何关于得分的问题必须在两支比赛队伍同时在本场比赛桌上时得到解决。一旦两队都同意裁判

的评分且团队成员在评分表上签名后，此成绩即为最终成绩，不可更改。 

(4) 在比赛双方离开赛台后，裁判不接受使用视频等方式作为证据的后续申诉。 

7.5.4. 犯规和处罚 

连续 2 次犯规的队伍将被取消本轮比赛资格，以下为犯规的判罚: 

(1) 比赛“离手”前，如果比赛一方的准备时间超过 90秒，他们将被给予 30秒的警告。 

(2) 在 30秒警告结束后，如果此方还没有准备好，这支队伍将被判为犯规。时钟将被重置，两队将再

有 90秒时间进行准备。 

(3) 比赛“离手”后，启动灯点亮前，机器人不允许离开启动盒，否则将被判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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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赛“离手”后，选手不允许碰触机器人或场地内的任何道具，否则本轮判负。 

(5) 在比赛中不允许机器人之间或选手与机器人之间进行任何外部无线通信(如红外、蓝牙、无线或其

它信号)，违反此项规则的队伍将直接被取消比赛规则。 

7.6 机器人搭建要求 

7.6.1. 机器人启动前任何部分不得超出启动区（包括高度），启动后可展开。 

机器人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1) 每支队伍最多可以使用 2个控制器和 1个动力底盘（扫地机器人）搭建 2个机器人完成任务。 

(2) 机器人必须为全自主运行，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有线或无线遥控。 

(3) 控制器必须使用 C语言作为编程语言，使用浏览器作为编程界面，支持无线程序下载功能。 

(4) 控制器利用自带的触摸屏进行基本操作。 

(5) 控制器具备基于摄像头的颜色识别功能和程序库。 

(6) 控制器能通过有线方式与动力底盘连接并编程控制动力底盘，动力底盘需内置触碰、避障、悬崖

感应传感器。 

(7) 使用电机数量不超过 5个，舵机数量不超过 5个，9g舵机不超过 2个。 

(8) 为控制器供电的电池功率不超过 35瓦。 

7.6.2. USB摄像头是比赛时唯一允许被连接到机器人的 USB设备。 

7.6.3. 可多次重复揭贴的水晶贴、蓝丁胶允许用于机器人的快速搭建，但不允许用于粘贴任何其它无

关物体(如粘贴到场地、粘贴到其它机器人、粘贴道具等)。其他粘接剂如热熔胶、双面胶和速干胶都禁止

在机器人搭建过程中使用。 

7.6.4. 不允许使用任何物体在场上或场外遮挡机器人。使用摄像头的队伍在比赛时可以要求穿着鲜艳

颜色的人员远离赛台。 

7.6.5. 每队最多允许在场上有 4个不由控制器控制的独立结构，独立结构包括:机器人、路障等。机

器人抛射或弹射出的器件也算做独立结构。 

7.6.6. 不允许多支队伍共用一个机器人或独立结构，每个独立结构上需要用显的标记(至少 2.5cm × 

2.5cm)注明队伍编号。 

7.6.7. 除了场地道具,不允许抛射或弹射任何没有缆绳的物体;即使有缆绳，也不允许抛射或弹射金属

物体;不允许高速转动金属器件。 

7.6.8. 拖链需要连接在机器人上，不允许用于弹射或作为独立机构使用。 

7.6.9. 不允许投射缠绕网，违反此规则将直接判负。 

违反上述搭建规则的队伍，将被判犯规，并被裁判要求改装。如果改装后依然有违反搭建规则的情况

出现，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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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小初组设计报告模板 

1 生命保障系统设计报告模板 

队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导老师：                  

成员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命保障系统设计草图： 

（都有哪些功能模块，如何实现的功能） 

 

 

 

 

 

 

关键物质循环流程图： 

 

 

 

 

你们在设计时候做了哪些考虑，也就是你们的设计准则有哪些？  

 

 

 

参考文献：（列出所有在设计中参考的文献，建议参考学术文献的排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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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处理装置设计报告 

队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导老师：                  

成员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装置设计图示： 

（需要标注清楚使用的材料及尺寸） 

 

 

 

 

 

水净化原理描述： 

 

 

 

 

你们的设计效果如何？经历了哪些迭代？为什么？ 

 

 

参考文献：（列出所有在设计中参考的文献，建议参考学术文献的排列格式） 

 

后附：装置使用材料清单（需填写，参加现场活动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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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使用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及规格 图片 作用描述 

    

    

    

    

    

    

    

    

    

    

    

    

    

    

    

 

注：（1）此格式仅供参考，可根据需求自行撰写，完整呈现设计与学习过程即可； 

（2）材料清单需要在初选作品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