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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必选杯” 

2021 年中国机器人技能大赛 

智能机械臂领域 

GX102 双臂建筑师竞赛规则 

本项目交流 QQ群：619710162 

大赛交流 QQ群：537947940 

大赛组委会官网：AI.robot12360.com 

一、项目说明 

设置本竞赛项目的目的是引导参赛队研究、设计并制作具有优秀硬件与软件系统

的机器人建筑师，逐步提高多机器人协调工作的能力。要求机器人在模拟建筑工地，

按照规则，完成建筑任务。 

二、比赛场地 

本次比赛场地尺寸、标识线和符号见图 2.1，单位 mm。（注：建筑区、建材堆放

区、建筑机器人放置区相互不重叠，两台独臂机器人协同完成任务时位置摆放如图

2.1所示，一台双臂机器人完成建筑任务时，位置摆放如图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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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两台独臂机器人建筑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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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一台双臂机器人建筑场地示意图 

 

建筑区：密度板，厚约通常为 18~30mm，长×宽：600×600mm，表面颜色为绿色或者

蓝色，边框线条为 30mm 宽黑色布基胶带。不允许添加任何标志性物品（如标识线等）。 

建材堆放区：密度板，厚约通常为 18~30mm，长×宽：600×600mm，表面颜色为绿色

或者蓝色，上面线条及区块划分为示意，实际摆放方式及是否有标识线等，各队自定。 

机器人放置区：各队可根据自己机器人参数，赛前调整。 

建材：均为自制自备，材料自选、颜色自选、数量自定。 

1. 长砖块：长 60、高 20、宽 30mm。 

 
2. 短砖块：长 30、高 20、宽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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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 

机器人台数*手臂数量 

2（参赛队可根据条件选择两台独臂机器人

进行协同建筑，也可选择一台双臂机器人

完成建筑任务） 

重量 不限 

尺寸 不限 

外观结构 不限 

抓/取放方式 不限 

动力 电池或 220伏交流电。 

安全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不得损坏场地与环境。 

机器人姓名/参赛队名称： 

要求给每台机器人取一个姓名，用于报名、登记、标示、识别。如：智能瓦匠、

鲁班机器人 1号等等。姓名长度不超过 7个汉字，2个字母/数字算一个汉字。 

指导老师、教练/研制人： 

应明确每台机器人对应的指导老师和队员（即研制人、教练）。 

四、竞赛方式 

     特定建筑任务 

第一轮初赛 一字形实心墙，两端对齐 

第二轮复赛 L形实心墙，两端对齐 

第三轮决赛 方形城堡实心墙 

晋级队数视报名队数确定，报名队伍全部参加第一轮初赛，45%进入第二轮复赛，

15%（至少 3支，且来自不同单位）进入第三轮决赛。 

五、竞赛过程及评分 

5.1 预备 

裁判发出“预备”口令后，参赛队应在 10分钟内做好各项准备与测试工作。 

10分钟内未能做好准备的机器人，顺延排最后一名再次参加比赛，完成本轮比

赛后，所得成绩乘以 0.95 为本轮最终成绩，每队只有一次顺延机会。 

5.2 开始 

裁判发出“开始”口令后，队员使机器人开始建筑工作。 

5.3 过程 

机器人建筑工作过程中，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 

5.4 结束 

建筑任务限时（5分钟）到，队员应使机器人停止工作。 

5.4 计分 

建筑任务： 

5.4.1 第一轮初赛 

建筑任务要求：用长砖块和短砖块建筑一字型实心墙，如图 5.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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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一字型实心墙示意图 

评分标准： 

（1）开始比赛前，参赛队应告知裁判，所要完成建筑物的长度；  

（2）根据停止时刻，完成的建筑物状态，根据墙所用砖块的数量，计算墙的标准面

积（长*高，单位：mm2）； 

（3）根据下式计算标准分（Standard Score）： 

Standard Score = 墙的标准面积/30000; 

（4）为提高建筑质量，比赛停止计时后，裁判测量并记录墙的实际长度，并根据所

用砖块计算得到的墙的理论长度，计算出墙的质量系数 A。即： 

质量系数 A=墙的理论长度/墙的实际长度 

（5）在完成任务时，两台机械臂必须实际参加建筑任务，不能仅用其中一台机械臂

完成建筑任务，在完成任务时，两台机械臂碰撞一次，碰撞次数 C加一； 

（6）根据下式计算最终分数(Final Score)： 

Final Score = Standard Score*质量系数 A*（1-C*0.02） 

（7）比赛中，如选手示意建筑完成，裁判员应记录比赛用时，作为分数相同时，比

赛用时比较的依据。 

 

5.4.2 第二轮复赛 

建筑任务要求：用长砖块和短砖块建筑 L 字型实心墙，如图 5.4.2所示 



2021 年“优必选杯”中国机器人技能大赛技术委员会 

 

第 5 页 共 10 页 

侧边长

高

 

（a）L 字型实心墙侧视图 

正面长

高

 

（b）L 字型实心墙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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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字型实心墙俯视视图 

图 5.4.2 L字型实心墙示意图 

评分标准： 

（1）开始比赛前，参赛队应告知裁判，所要完成建筑物的正面长和侧边长，裁判根

据正面长和侧边长，计算设计系数 B； 

当正面长大于侧面长，B=侧面长/正面长； 

当正面长小于侧面长，B=正面长/侧面长； 

当正面长等于侧面长，B=1； 

（2）根据停止时刻，完成的建筑物状态，根据墙所用砖块的数量，计算墙的标准面

积：（正面长+侧边长）*高，单位：mm2）； 

（3）根据下式计算标准分（Standard Score）： 

Standard Score = 墙的标准面积/30000; 

（4）为提高建筑质量，比赛停止计时后，裁判测量并记录墙的实际长度（正面长+

侧边长），并根据所用砖块计算得到的墙的理论长度（正面长+侧面长），计算出墙

的质量系数 A。即： 

质量系数 A=墙的理论长度/墙的实际长度 

（5）在完成任务时，两台机械臂必须实际参加建筑任务，不能仅用其中一台机械臂

完成建筑任务，在完成任务时，两台机械臂碰撞一次，碰撞次数 C加一； 

（6）根据下式计算最终分数(Final Score)： 

Final Score = Standard Score*质量系数 A*设计系数 B*（1-C*0.02） 

（7）比赛中，如选手示意建筑完成，裁判员应记录比赛用时，作为分数相同时，比

赛用时比较的依据。 

 

5.4.2 第三轮决赛 

建筑任务要求：用长砖块和短砖块建筑方形城堡实心墙，如图 5.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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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形城堡实心墙侧视图 

正面长

高

 

（b）方形城堡实心墙正视图 



2021 年“优必选杯”中国机器人技能大赛技术委员会 

 

第 8 页 共 10 页 

正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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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方形城堡实心墙俯视视图 

图 5.4.3 方形城堡实心墙示意图 

评分标准： 

（1）开始比赛前，参赛队应告知裁判，所要完成建筑物的正面长和侧边长，裁判根

据正面长和侧边长，计算设计系数 B； 

当正面长大于侧面长，B=侧面长/正面长； 

当正面长小于侧面长，B=正面长/侧面长； 

当正面长等于侧面长，B=1； 

（2）根据停止时刻，完成的建筑物状态，根据方形城堡实心墙所用砖块的数量，计

算方形城堡实心墙的标准面积：（正面长+侧边长）*高*2，单位：mm
2
）； 

（3）根据下式计算标准分（Standard Score）： 

Standard Score = 墙的标准面积/30000; 

（4）为提高建筑质量，比赛停止计时后，裁判测量并记录方形城堡实心墙的实际长

度（正面长+侧边长），并根据所用砖块计算得到的方形城堡实心墙的理论长度（正

面长+侧面长），计算出墙的质量系数 A。即： 

质量系数 A=墙的理论长度/墙的实际长度 

（5）在完成任务时，两台机械臂必须实际参加建筑任务，不能仅用其中一台机械臂

完成建筑任务，在完成任务时，两台机械臂碰撞一次，碰撞次数 C加一； 

（6）根据下式计算最终分数(Final Score)： 

Final Score = Standard Score*质量系数 A*设计系数 B*（1-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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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赛中，如选手示意建筑完成，裁判员应记录比赛用时，作为分数相同时，比

赛用时比较的依据。 

 

5.5 成绩排序 

按照决赛成绩→复赛成绩→初赛成绩排序。 

为鼓励各参赛队自制机械臂，采用自制机械臂参赛的队伍，最终成绩上调 20%

后，参加排序。 

建筑任务比赛结束后，如果成绩相同，不能分出名次，需根据技术报告和答辩

的分数，确定名次。 

六、其它 

1、获得参加决赛资格的机器人队，应在决赛前提交技术报告给项目裁判长，必要时

增加答辩环节，具体要求，届时将通知各队。 

2、根据报名情况，实际赛程赛制以报到时发放的程序册为准。 

3、未尽事宜，项目裁判长裁决。 

4、不服裁判长裁决的，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诉，但应提供证据。 

5、上述内容如有与大赛组委会规定不一致的，以组委会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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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 

       

厚砖块                  长砖块                    短砖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