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空之旅 



FLL简介 

       FLL是一个针对9-16岁孩子的国际比赛项
目，每年9月份， FIRST LEGO League向全
球参赛队伍公布年度挑战项目，这个项目鼓
励孩子们用科学的方式去调查研究以及自己
动手设计机器人。孩子们使用LEGO 

MINDSTORMS 产品和LEGO积木在辅导员
的指导下为机器人进行设计、搭建、编程工
作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赛季的高潮是
举办一个运动会式的比赛。 

 



FLL竞赛史 

1998 引领未来   1999 第一次接触   2000 火山恐慌    2001 北极印象    2002 城市风光 



FLL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是FIRST的基本理念。接受核心价值，参与者会了解到，友好竞赛和

相互得益是不可分割的目标，互相帮助是团队合作的基础。你们队要审视新的 

FIRST 核心价值观，如有必要，对核心价值要进行讨论。 

通过核心价值，我们要表达的是虔诚的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的  FIRST 理念： 

 发现:  我们探索新的技能和观念。 

 创新：我们用创造力和毅力来解决问题。 

 影响：我们运用所学的知识来推动世界的进步。 

 包容：我们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团队精神：共同努力会使我们更强。 

 乐趣：我们享受并欢庆我们所做的一切！ 



FLL赛事介绍 
国际比赛信息 

»FLL世锦赛美国路易斯（4月） 

»FLL欧洲锦标赛（5月） 

»澳大利亚FLL锦标赛（7月） 

 
国内比赛信息 

»FLL世锦赛中国选拔赛 

»装备技术中心 

（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科学技术协会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2019年规则的变化及重点说明 

 
主要 

– 中断机器人：如果受到中断处罚，机器人最近一次从基地出发时携
带的得分物品，你可以继续使用。 

微小变化 

– 边界线永远属于其定义区域的一部分。 

– 疑问从无：与线的粗细相关的争议（如基地的边线），会向队伍 

有利的方向判罚。. 

– 需要遵循当地赛事的标准，关于物体（机器人、策略物品或得 

分物品）存放的形式和方法。 

– 如果机器人完成预期的任务，可以关闭机器人并停放在没有处 

罚的位置。 





模型放置 
载荷 – 将补给和乘员载荷放在基地内的任意位置，

将车辆载荷放在轨道的橙色平台上，面向东并向
西倾斜。 

宇航员 – 将生活舱模型固定在场地膜上的标记处，

白色梁指向北方。如图所示，在白色梁中插入
“宇航员”模型，面罩放下，双脚向下，手臂水
平，软环与场地膜相对垂直 



模型放置 
取样器 + 岩芯 – 将取样器模型固定在场地膜上的

标记处，芯轴指向东。将岩芯套在轴上，凸点朝
东。顺序如图所示：从左到右依次为风化 

岩芯、含气岩芯、含水岩芯、风化岩芯。 

基地 – 基地内自由放置了6个
模型： 

• 补给载荷 

• 乘员载荷 

• 一颗流星 

• 卫星V 

• 卫星C 

• 管状模块。 



模型放置 
任务模型 

经常整理和紧固模型的连接部分保持其原始状态，检查转轴，更换弯
曲的元件，确保转轴能自由转动。经常检查和修复弯曲和损坏的软 

环 



任务 
M01—启动太空旅行（限定方法） 
难以置信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渐渐进入我们 

的生活，比如太空旅行。在我们能够永远离开地球、活着去讲述它之前，许多巨大的、进

步的子目标需要被满足。 

机器人要让火箭的有效载荷（小车）滑下太空之旅轨道。第一个载荷是预先放好的，但机

器人要把另外两个载荷装到基座上。 

得分要求： 

启动每个有效载荷，使之明显地从太空之旅坡道向下滑动。 

对于每一次滑动，✱ 在到达第一个轨道连接处时，小车必须是独立 

行进的。 

• 车辆载荷：22分 

• 补给载荷：14分 

• 乘员载荷：10分 

只要求载荷小车明显地独立滑动并通过第一个轨道连接处，不要 

求它一直滚向东面。 



任务 

M02–调整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板是太阳系内太空空间站的一个巨大能量来源，但由于
太空中的物体总是在移动，所以需要调整太阳能板的角度以提供能
量。太阳能板是偏向还是背向你，取决于你的策略和状态。 

得分要求： 

机器人太阳能电池板从居中位置拨到偏向对方场地或偏向本队场地。 

比赛结束时，本队的太阳能电池板偏向外（即偏向北），本队记 18 分。 



任务 
M03— 3D打印（限定方法） 
把建筑材料之类的较重物体送入太空，开销是非常大的，因此科学家和工程
师们正在研究利用可用的太空元素3D打印出他们在太空中所需的东西。 

机器人需要获取一个风化岩芯并将其放置到3D打印机中，使2X4砖块弹出。
弹出的2X4砖块可以在其它任务中获得额外分数。 

得分要求： 

• 机器人在3D打印机中放一个岩芯样品，弹出2X4砖块，并运送至东北部星
星区域。 

• 2X4砖块被弹出，且完全在东北部行星区内：22分 

• 2X4砖块被弹出，但不完全在东北部行星区内：18分 



任务 
M04— 穿越陨石坑（限定方法） 

对于太空探测器来说，被卡住是绝对不行的！ 

不同的探测器之间可以互相帮助，但单独一个探测器就需要非常小心了。 

机器人及其辅助装置，都需要直接、完全通过陨石坑模型。不能从它附近绕过。 

得分要求： 

• 机器人及其携带的所有物品，必须从东到西完全从塔架之间通过。 

• 比赛结束时，如果闸门被通过陨石坑的机器人“辗平”，记20分。 



任务 

M05— 取样 
为了在远离地球的地方生存，如果我们善于探测和挖掘其它行星、卫星、小
行星甚至彗星表面上的资源，是大有益处的。 

机器人需要把所有的岩芯从取样点模型中移出，然后它可以选择处理它们的
办法，如任务M03所述。 

得分要求： 

• 移动所有四个岩芯，使它们不再接触取样点模型中固定它们的 

轴：16分 

• 放置含气岩芯，使它接触场地膜，并且完全在着陆器目标区 

中：12分 

• 或将含气岩芯完全置于基地中：10分 

• 放置含水岩芯，使其仅由食品生长室支撑：8分 



任务 

M06— 更换空间站模块 
空间站使我们能在太空中学习和生活，但为了改进技术和引入新的国际合作
伙伴，空间站的模块应能方便地更换。 
机器人需要在生活舱的端口中拆除和插入模块。 
得分要求： 
• 除生活舱外，插入的模块不能接触任何东西。 
• 将锥状模块完全移动到基地：16分 
• 将管状模块型插入生活舱西侧：16分 
• 将对接模块转移到生活舱东侧：14分 



任务 

M07— 太空紧急行走 

太空世界安静而美丽，但几乎没有热量、空气，也没有空气压力，那里可能极
度寒冷，令人窒息，也可能将你煮沸！帮助我们的太空行走宇航员“格哈德”
安全到达。 
机器人需要把格哈德的身体放进气密室。 
得分要求： 
• 移动格哈德，使他的身体至少部分插入到生活舱的气密室。 
• 完全进入：22分 
• 或部分进入：18分 
对于这个任务，“身体”一词指的是环以外的所有部分。 



任务 

M08—有氧运动（限定方法） 
虽然宇宙飞船飞得很快，但即使是短期旅行也会使宇航员缺乏身体运动和娱乐
活动，这对心脏和肺都是有害的。 

机器人需要反复推动健身器的一个或两个手柄，使指针前进。 

得分要求： 

• 通过推动一个或两个手柄，使健身器的指针沿其刻度盘前进。 

• 指针顶端完全在橙色区，或者部分覆盖橙色区的末端边界：22分 

• 或指针顶端完全在白色区：20分 

• 或指针顶端完全在灰色区，或者部分覆盖灰色区的末端边界：18分 

手柄是健身器的一部分，但为了清楚起见，下图最左边的图片仅显 

示出手柄。 



任务 
M09— 力量锻炼（限定方法） 
在零重力下，一切都很容易移动，即使你有意为之也不会跌倒，所以宇航
员为了保持肌肉和骨密度需要进行力量练习。每天两小时。 

机器人需要抬起加力杆达到得分高度。 

得分要求： 

• 抬起加力杆，使齿条的第四个孔至少部分可见，如图所示：16分  



任务 
M10— 生产食品（限定方法） 

园艺很简单，对吧？你只需要一卡车肥沃的土壤、一些雨水、阳光、化肥、

益虫、二氧化碳和耙子。但是如果你在海王星轨道上，在一个小型货车大小

的房间呢？ 

把推杆以正确的速度移动到正确的位置，进入绿色得分范围。 

得分要求： 

• ✱ 只通过移动推杆，旋转食品生长室的颜色块，使灰色、褐色和绿色颜色

块按顺序旋转，绿色颜色块处于顶部得分区域：16 



任务 
M11— 达到逃逸速度（限定方法） 

火箭发射后不久，火箭发动机通常要脱离航天器，但这是远在飞船失重之前。

那么飞船为什么不会掉回地球呢？ 

机器人需要对冲击板产生足够的冲击力，使航天器向上运动。 

得分要求： 

• ✱ 按压或击打冲击板，使航天器获取足够的速度和高度，让它停在发射架的

顶端：24分 



任务 

M12— 入轨 

如果卫星没有正确的速度和与地球间的距离，它会下降、偏移，失去作用或

被碎片摧毁。卫星的推进和调整需要精确地进行。 

机器人需要将一个或多个卫星移动到外轨道。 

得分要求： 

• 将卫星的任何部分移动到外轨道的两条线之间或上方的区域：8分/个 



任务 
M13— 使用望远镜 
天文望远镜具有令人惊讶的性能，但是与科技馆或专科学院等处的望远镜相比，
它不易使用也不常见。对于专业天文望远镜来讲，你需要研究其使用和定位方
法。 

把天文望远镜旋转到一个精确的方向。 

得分要求： 

• 指针顶端完全处于橙色区，或者部分覆盖橙色的末端边界：20分 

• 或指针顶端完全处于白色区：18分 

• 或指针顶端完全处于灰色区，或者部分覆盖灰色的末端边界：16分 



任务 
M14—捕捉流星体（限定方法） 

在我们的一生中，“毁灭性”的流星撞击地球事件的几率非常低，但并不为零，

这可能造成人类的毁灭。那么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如何保护我们的安全？ 

在自由线的西侧，发送一颗或两颗流星进入流星捕捉器。 

得分要求： 

• 发送流星越过自由线，进入流星捕捉器并与接触场地膜。 

• 只能击打或释放明显且完全在自由线西侧的流星。 

• 在击打/释放和得分位置之间，流星必须保持独立状态。 

• 流星在捕捉器中心处：12/颗 

• 流星在捕捉器边侧处：8/颗 

如果流星脱离了它的定位环，你可以用手把环从场地上移开（这是规则的一个特

殊例外）。 



任务 
M15— 着陆 

我们的着陆器没有装备工作降落伞、推进器、或缓冲垫，但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现

实的…它是非常脆弱的。 

让着陆器完好无损地进入目标区，或者至少将其带回基地。 

得分要求： 

• 移动着陆器，使其完好无损地与场地膜接触，并完全进入着陆器目标区：22分 

• 或移动着陆器，使其完好无损地与场地膜接触，并完全进入东北部行星区：20分 

• 或将着陆器的两部分完全移动到基地：16分 

着陆器是“完好无损”的定义为：至少有两个（共四个）黄褐色定位轴与其连接。 



1，2，3，4，

5，6，7，8，

9，10，11，

12，13，14，

15 

组合任务 

1，2，3，4，

5，6，7，8，

9，10，11，

12，13，14，

15 

1.不指定顺序 

2.按抽签顺序正序 

3.按抽签顺序倒序 

4.按距离由近及远 

5.按距离由远到近 

第一次抽签 第二次抽签 第三次抽签 



FIRST 工程挑战赛的任务需要通过你的机器人的程序和辅助结构来完成。可

以用手拯救你的机器人，但这会导致受到中断处罚。 

一定要格外注意规则中 “中断”的定义。 

罚分： 

• 中断✱ 机器人: -3/次 

判罚时，裁判员将在东南方三角区域放置一个处罚物品作为标记。 

你最多可能得到6次这样的处罚。 

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