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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奧林匹克機械⼈競賽 

⾹港區選拔賽2016 
 

常規賽-⾼中組 
(⾼中組參賽年齡：1997年1⽉1⽇⾄2000年12⽉31⽇出⽣) 

競賽說明，規則及計分 
 

再⽣⼯場 
Recycling Plant 

 

 
Version: 25 July 2016 

本⽂件只適⽤於 WRO2016 ⾹港區選拔賽 

規則如有更新恕不另⾏通知，敬請定期瀏覽 http://www.semia.com.hk/wro/ 

國際賽之規則及安排，請參閱 http://www.wro2016in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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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簡介 
 
挑戰任務是要製作⼀個機械⼈，讓它將回收容器中分類好的垃圾放到再⽣⼯廠中對應的
再⽣池中。另外，機械⼈還應將回收容器帶到適當的位置，使其能回收更多的分類垃圾。
機械⼈需停靠在⼀個機械⼈維護區內才算任務完成。 
 

 
⺫錄： 

1. ⽐賽介紹 

2. ⽐賽規則 

3. 計分 

4. 賽枱規格 

5. ⽐賽地圖規格 

6. ⽐賽物體規格 

7. 替代規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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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介紹： 
機械⼈的任務是要將 4 個「可回收垃圾」放⼊ 4 個位於再⽣⼯場的空置回收容器中。這 4
個「可回收垃圾」⽤紅、藍、綠、⿈ 4 個顏⾊的 2x2 的樂⾼積⽊表⽰。回收容器以使⽤
樂⾼積⽊搭建的紅、藍、綠、⿈ 4 個顏⾊的正⽅形空⼼體表⽰。每個樂⾼空⼼體的顏⾊
代表要放⼊這個容器的垃圾顏⾊。 

 
在⽐賽開始時，4 個「可回收垃圾」分別放在對應顏⾊（紅、藍、綠、⿈）的「回收
容器」中，回收容器使⽤樂⾼積⽊搭建。開始時，這 4 個「回收容器」會被放在 4
個顏⾊不對應的「回收容器區」域裡。所以，機械⼈的任務是在回到機械⼈維護區之
前，將這些「回收容器」放回顏⾊相同的「回收容器區」裡。 
回收容器： 可回收垃圾： 

 
 

再⽣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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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規則： 

1. 在組裝之前的檢查時間內，所有的參賽者必須坐在指定的準備區內。檢查之
後，只允許參賽者進⼊競賽區及準備區。 

 
2. ⽐賽的組裝與測試總時間為 150 分鐘。 
 
3. 每輪⽐賽前的測試及組裝時間安排如下： 

a、 第⼆回合之前，30 分鐘 
b、 第三回合之前，30 分鐘 

 
4. 在機械⼈被放⼊檢查區檢查之前，NXT 控制器內的程式資料夾中只可以有⼀

個名為“run” 的程式。⽽ EV3 控制器則只能有⼀個項⺫(Project)存在。該
項⺫(Project)的名字必須是 WRO2016，當中主要的執⾏檔必須命名為
“run”。裁判可以在機械⼈運⾏之前檢查控制器。如果在 NXT 控制器上有多
於 1 個以上的可執⾏檔，或者 EV3 控制器上的項⺫(Project)多於 1 個的話，
隊員必須將違規的檔都刪除。 
 

5. 每次挑戰，機械⼈有 2 分鐘的時間。當裁判給出開始的信號時，開始計時。機
械⼈必須完全放在賽枱上的開始區內，且關閉 NXT/EV3 控制器。隊伍可以在
開始區域內進⾏機械⼈的物理調整。但是不允許通過改變機械⼈的位置或⽅
向⽽向程式輸⼊資料。如果裁判認定隊伍有違規，那麼將取消該隊伍⽐賽的
資格。⼀旦參賽者準備好之後，裁判就會⽰意參賽者開啟 NXT/EV3，並選擇
⼀個程式（但不運⾏）。參賽者必須等待裁判發出信號後，才可以啟動機械⼈
（運⾏程式）。 

 
6. 機械⼈的任務是要將 4 個 2x2 的樂⾼積⽊（代表 4 個可回收垃圾）完全放⼊ 4

個樂⾼積⽊製作的正⽅形空⼼體（代表 4 個空置的再⽣池）中。4 個 2x2 的樂
⾼積⽊，每個都要被放⼊對應顏⾊的再⽣池中。機械⼈還需要將 4 個回收容器
放回對應顏⾊的回收容器區內。當機械⼈完全停靠在機械⼈維護區（紅⾊的多
邊形）時，表⽰任務完成 - 機械⼈的所有元件都需要與場地接觸，才能算機械
⼈完全在紅⾊區域內。 
 

7. 機械⼈可以從任何⽅向或任何位置將 2x2 的樂⾼積⽊放⼊再⽣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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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輪⽐賽開始前，4 個各⾃裝有 1 個 2x2 樂⾼積⽊的「回收容器」將被隨機放
在 4 個顏⾊不對應的「回收容器區」內。 

 

回收容器的初始位置
是在回收容器區內，
但顏⾊不同。 

容器的⽅位如下圖所⽰：容器的底部與地墊接觸，有⼀個把⼿的⼀側⾯向⿊
線： 

 
另外，有 4 個再⽣池也會被隨機放在再⽣⼯廠中 18 個⿈⾊正⽅形內。但是，
每個多邊形的頂點位置上（如下圖中綠⾊框的位置）最多只能放⼀個再⽣池。 

 

再⽣池可放的
位置 

 

只會在三個位
置中的⼀個放
置再⽣池 

 
⽽且，兩個再⽣池的位置之間不能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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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擺放「回收容器」可按照下述⽅法進⾏：將 4 個容器放在⼀個不透明的箱
⼦裡，然後⼀個⼀個地從箱⼦裡抽出，並按照將它們依次放在紅⾊、藍⾊、
綠⾊和⿈⾊的回收容器區內。. 每個區域抽出的容器的顏⾊都要與這個區域的
顏⾊不同才可以。 
再⽣池的隨機擺放⽅式可以按照下述⽅法進⾏：6 個再⽣池的位置編號為 1 到
6，將 6 個編號寫在紙上並放⼊⼀個不透明的箱⼦裡，然後從中抽出 4 個位置
編號，依次作為紅⾊、藍⾊、綠⾊和⿈⾊再⽣池的位置。決定再⽣池放在 3 個
中哪⼀個⿈⾊正⽅形，可以將 3 個正⽅形編號為 1 到 3，分別寫在 3 張紙上，
並放⼊⼀個不透明的箱⼦裡。每輪⽐賽中，回收容器的位置和再⽣池的位置
保持⼀致。 
 

9. 允許機械⼈在沒有移除容器中的垃圾時將回收容器放到正確的位置上。 
 

10. 根據回收容器被機械⼈放置的⽅位和它在彩⾊正⽅形中的位置，將給出不同
的分數。 
 

11. 回收容器的凸點朝上或朝下被放在顏⾊對應的回收容器區內時，容器的⼀部
分要與區域中間的正⽅形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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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機械⼈不允許將再⽣池從它的初始位置上所標記的⿈⾊正⽅形中移⾛。如果
再⽣池被移動了，例如再⽣池不在⿈⾊的正⽅形內，也沒有接觸正⽅形的邊緣，
那麼該個再⽣池中被放⼊的分類垃圾則不能被計⼊分數。 
 
再⽣池在⿈⾊正⽅形

標記內 

再⽣池與⿈⾊正⽅形

的標記接觸 

再⽣池沒有包含垃圾 再⽣池沒有與⿈⾊正

⽅形的標記接觸 

    
 

13. 機械⼈不能損壞容器或再⽣池。如果機械⼈損壞了⼀個容器或再⽣池，那麼
該容器或再⽣池的得分將為 0。 
 

14. 在機械⼈運⾏時，隊員不可以觸碰機械⼈。 
 

15. 如果有需要，機械⼈可以將任何不包含主要部件（控制器、⾺達、感態器）的
元件留在場地上。⼀旦有元件接觸到場地或場地上的⽐賽元素，且沒有接觸
機械⼈時，就被認為是⼀個⾃由的樂⾼元素，且不屬於機械⼈了。 
 

16. 如果⽐賽中出現任何的不確定性，都將由裁判作出最終的決定。裁判的決定
將會偏向於當時環境下最差的情況。 
 

17. 出現以下情況時，你的挑戰或⽐賽時間就會結束： 
a、 挑戰時間（2 分鐘）結束 
b、 機械⼈啟動後，任何隊員觸摸了機械⼈ 
c、 機械⼈完全離開賽枱 
d、 ⼀名隊員喊出「停⽌」⽽結束⽐賽 
e、 ⽐賽中違反規則 
f、 機械⼈完全進⼊機械⼈維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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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 

1. 挑戰結束或時間停⽌後，⽅可計算分數。 
2. 最⾼分為 300 分 
3. 如果隊伍的分數相同，將根據完成任務的最快時間決定排名。 
 
計分表： 

細節 得分 最⾼分 

垃圾從回收容器中移出。垃圾不能與任何回收容器的任何

部位接觸。 

每個垃圾 20 分 最⾼ 80 分 

垃圾被放⼊對應顏⾊的再⽣池中，即垃圾與相同顏⾊的再

⽣池中的地墊接觸，且沒有其他垃圾在這個再⽣池中或與

它接觸。再⽣池完全在⽐賽開始被放⼊的⿈⾊正⽅形內或

者與它接觸。 

每個再⽣池 40 分 最⾼ 160 分 

垃圾被放⼊錯誤顏⾊的再⽣池中，即垃圾與顏⾊不同的再

⽣池中的地墊接觸，且沒有其他垃圾在這個再⽣池中或與

它接觸。再⽣池完全在⽐賽開始被放⼊的⿈⾊正⽅形內或

者與它接觸。 

每個再⽣池 20 

分 

 

最⾼ 80 分 

回收容器被放到正確的正⽅形內，凸點朝上且容器的任意

部位與相同顏⾊區的內部正⽅形接觸。 

每個容器 10 分 最⾼ 40 分 

回收容器被放到正確的正⽅形內，凸點的⼀⾯不是朝陽

的，且容器的任意部位與相同顏⾊區的內部正⽅形接觸。 

每個容器 5 分 最⾼ 20 分 

機械⼈結束任務時完全停靠在維護區內。機械⼈的任何部

位都沒有接觸六邊形內及紅⾊多邊形之外的場地。 

 20 分 

機械⼈結束任務時完全停靠在維護區內。機械⼈的某些部

位接觸六邊形內的紅⾊多邊形，但某些部位接觸了紅⾊多

邊形之外的場地。 

 5 分 

⽐賽最⾼分  300 分 

 
如果給分的情況有兩種，那麼將根據分數⾼的情況給分。 
 
賽台尺⼨： 

賽台的內部尺⼨為 2362 mm x 1143 mm。 
邊框的⾼度為： 70 ± 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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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地圖的規格： 

 
1. 所有的⿊線寬度為 20 ± 1 mm. 
2. 尺⼨的誤差範圍是 ± 10 mm. 
3. 如果賽台⼤了，那麼⽐賽的地墊放到賽臺上時，應與賽台底部和右側的邊緣

對⿑（即上圖右下⾓）。 
 
⽐賽物體規格： 

⼀共有 8 種不同的可回收垃圾（樂⾼積⽊塊） 
1 個⼤的紅⾊積⽊塊；1 個⼩的紅⾊積⽊塊 
1 個⼤的藍⾊積⽊塊；1 個⼩的藍⾊積⽊塊 
1 個⼤的綠⾊積⽊塊；1 個⼩的綠⾊積⽊塊 
1 個⼤的⿈⾊積⽊塊；1 個⼩的⿈⾊積⽊塊 
 
回收容器： 

     
第⼀步 第⼆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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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池 

  

第⼀步 第⼆步 

 
備選規則建議 

有些國家的主辦⽅可能會希望修改規則，從⽽降低⽐賽的難度。以下是⼀些建議： 
1. 有些主辦⽅可能想刪掉再⽣池，從⽽降低挑戰難度。機械⼈的任務將是把回

收容器放到五邊形上的指定位置中。每個容器的位置可以通過在⿈⾊正⽅形
中放置⼀個彩⾊的紙⽚來表⽰。 

2. 有些主辦⽅可能想將回收容器放在與容器顏⾊相同的回收區內。這樣，參賽
者就會知道紅⾊的回收容器放在紅⾊的回收區中，綠⾊的容器放在綠⾊的回
收區中。 

3. 有些主辦⽅希望把再⽣池放在每個五邊形頂點的中間位置上，從⽽降低在五
邊形上尋找的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