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WER-工程挑战赛 
 





   

2019赛季主题——人工智能 



能力风暴WER科协赛 



场地任务 

比赛任务：16个 

预设任务：14个 

附加任务：2个 



基地：是机器人准备、出发及维修的地方，是一个长30cm、宽30cm的面积范围。 

 

基地出发：是指机器人在基地出发时，机器人本身大小不能超出基地面积范围。 

 

返回基地：机器人的任意驱动轮与场地的接触点在基地内。 

 

基地外接触机器人：是指机器人完全离开基地后，参赛选手碰触小车或任务模型。 

 

重启：机器人重新出发。 

术    语 



材料名词 

钢珠--->数据 彩瓶--->信息 小方块-->样本 



任务1-出发 

机器人必须从一层基地出发，进入二

层场地，否则不可进行二层场地的任

务。 

A.完成标志：进入二层场地，并正投

影完全在二层场地内。 

B.得分：40分。 

一层基地 

二层场地 



任务1：出发 



任务2-信息采集 

A.完成标志：将‘信息’取下， 

使其与任务模型没有任何接触，

则每个‘信息’可得 20 分； 

 

将其带回基地，每个加记10分。 

B.得分：【（20+10）×2】分。 

 
模型初始状态 模型完成状态 



任务2：信息采集 



任务3— 
获取深度学习样本 

A.完成标志：必须触碰底部摆

锤，使‘样本’完全脱离任务

模型，每个可得 20 分； 

 

将其带回基地，每个加记10分。 

B.得分：【（20+10）×2】分。 

 
模型初始状态 模型完成状态 

样 本 摆 锤 



任务3：获取深度学习样本 



任务4-抽取信息 

A.完成标志：转柄垂直于地面，

将防火墙脱离模型，可得20分； 

 

通过转柄，使‘信息’完全脱离

模型，每个可得20分； 

 

将其带回基地，每个加记10分。 

B.得分：20+【（20+10）×2】

分。 

模型完成状态 

模型初始状态 

转 柄 

信 息 防火墙 



任务4：抽取信息—脱离防火墙 



任务4：抽取信息 



任务5-特征匹配 

A.完成标志：转动任务装置

至工作状态（插头与插座接

触），将‘信息’吸附在模

型上，每个可得20分； 

 

若匹配成功，加记40分。 

B.得分：（20×2）+40分。 

信
息
吸
附
处 

插 头 

插 座 

模
型
初
始
状
态 

匹
配
不
成
功 

匹
配
成
功 



任务5：特征匹配—转动 



任务5：特征匹配—匹配 



任务6-无人驾驶 

A.完成标志：将‘汽车’

带回基地，每辆得30分。 

B.得分：30×2分。 

模型分离状态 模型初始状态 

平 台 

无人汽车 



任务6：无人驾驶 



任务7-车库泊车 

A.完成标志—小学、初中：

‘汽车’可停放在任何一层。 

B.得分：（30/40/60）分。 

 

A+.完成标志—高中组：

‘汽车’只能放在二层、三

层，放置在一层无效。 

B+.得分：（40/60）分。 

备注：‘汽车’正投影完
全在得分区域内，且轮子
必须接触停车台。 

模型初始状态 

模型完成状态 

停车台 



任务7：立体车库泊车 



数 据 

转 柄 

存储器 

存档框 

任务8-剔除重复数据 

A.完成标志：转柄垂直地面， 

通过转动转柄，使其任何一

个‘数据’掉入存档框内； 

 

若两‘数据’都脱离存储器

或‘数据’掉落到模型外，

不得分。 

B.得分：40分。 

模型初始状态 模型完成状态 



任务8：剔除重复数据 



任务9-加载能源反应堆 

A.完成标志：推开舱门，将

“搬运能量块”任务中获得

的“能量块”放入反应堆内。

放入成功，每个40分。 

B.得分：（40×2）分。 
模型初始状态 模型完成状态 

舱 门 



任务9：加载能源反应堆—开舱门 



任务9：加载能源反应堆—放能量 



机械抓手 能量块 转 柄 能量装置 

运输框 

任务10-搬运能量块 

模
型
初
始
状
态 



任务10-搬运能量块 

A.完成标志：转柄处于水平，

启动机械臂抓起“能量装置”

送至运输框内，得40分。 

 

将其带回基地，加记20分。 

B.得分：（40+20）分。 

运输框 



任务10：搬运能量—抓取 



任务10：搬运能量—搬运 



任务11-智能拾取 

推 柄 存储装置 

灵巧手 

信 息 

转 柄 

模
型
初
始
状
态 



模型完成状态 

任务11-智能拾取 

A.完成标志：转柄垂直地面，

推动推柄还原装置，通过转

动转柄，使灵巧手吸起‘信

息’，且‘信息’与模型没

有任何接触，每个20分。 

B.得分：（20×2）分。 



任务11：智能拾取—还原装置 



任务11：智能拾取—吸附拾取 



数 据 

解码装置 

密码锁 

数据锁 

数据通道 

锁 扣 

锁 芯  

数据收集装置 

任务12-完成图灵鸟 
模型初始状态 



任务12-完成图灵鸟 

A.完成标志： 

压下数据通道，使通道与密码锁

不接触，可得 40 分； 

         

随后启动解密装置，使‘数据’

进入数据收集装置，可得 40 分。 

B.得分：（40+40）分。 

注意：不可通过触碰数据锁的方式来

打开锁扣，否则无效。 

模型完成状态 



任务12：图灵鸟—压通道 



任务12：图灵鸟—解锁 



任务13-处置概率模型 

A.完成标志：触发拨动装置，使‘数据’

经过筛选落入地址框，落入左、右地址

框得20分，中间地址框40分； 

 

将获得的‘样本’放入‘数据’所在的

框内，每个20分；若不在同一地址，

‘样本’不得分，样本模型垂直投影需

完全在框内。 

B.得分：（20+20×2/40+20×2）分。 
地址框 

拨动装置 数 据 

左地址 右地址 

中间地址 

样本筛选器 



筛选完成状态 样本完成状态 

任务13-处置概率模型 



任务13：处置概率模型-筛选 



任务13：处置概率模型-样本放置 



任务14-返回 
A.完成标志： 

1、比赛结束前，机器人自主回到基地（至少完成一个任务）且静止不动。 

2、机器人的任一驱动轮与场地的接触点在基地内。 

B.得分：20分/辆--->（20×2）分。 



附加任务1-智能运输 

基地范围：32cm×32cm 

运  输 框：8个 

方  块 数：4个 

（1号框上有一个1.5倍销） 

转 柄 

安全门 

运输框 

方 块 

方式： 

抽签选定其中4个运输框，以顺时针

方向从2至8为依次框号。 

任务： 

转动转柄使摩天轮转动并将4个方块

通过安全门分别放置于4个运输框内，

每成功放置一个得40分。 

备注： 

 1号框初始在摩天轮最低端，且位

于安全门正中央； 

 一个框多个方块，算一个方块； 

 起初机器人不可与任务模型接触； 

 中途选手不可给机器人添加方块。 

方块放置状态 

模型初始状态 





模型初始状态 

附加任务2-智能分拣 

方形环 收集装置 



附加任务2-智能分拣 

模型完成状态 

方式： 

抽签决定方形环初始状态。 

任务： 

将方形环进行分拣，使方形环与所在收集装置的颜色相同； 

计分从收集装置底部方形环开始，依次往上计算，直到方

形环颜色与该装置颜色不同或符合条件的方形环数量达到 

备注： 

3个为止； 

当符合条件的方形环数量分别为1、2、3时，参赛选手在该颜色装置的得分分别为30分、50分、80分； 

参赛选手在单个收集装置最多得分为80分，三种颜色收集装置的得分之和为该任务总得分，总得分最

高为240分。 

 



附加任务2-智能分拣 

模型完成状态 

备注： 

 每次只可移动一个方形环； 

 单个收集装置上的方形环数量不得超过5

个，否则比赛立即结束； 

 若在分拣过程中方形环掉落至场地上，参

赛选手可举手示意裁判员将该方形环复位； 

 机器人不能将方形环运回基地； 





*二层空间 

*白底黑线 

*14个场地任务 

*2个附加任务 

*2轮预设比赛 

*2轮附加比赛 

*150秒一轮 

1-2台机器人 

四肢：每台机器人不超过6
个电机或舵机 

眼睛：传感器 
（不能使用集成传感器） 

躯体：拼插结构 
（不能使用螺钉、铆钉、
胶水、胶带等辅助连接

材料） 

 
能源：独立电源，电
源电压不得高于9V。 

 

规则要求 

重启：0次重启奖励40分； 
重启一次扣10分，扣完为止 



2019年规则细节部分 

1、两块比赛场地颠倒合并在一起，合并出用2根木条作为隔断，防止机器人冲到对面场地。 

木条 

木条 



2、附加任务：省赛及以下比赛，附加任务为智能分拣和智能运输；国赛中，附加任务为2个，  

     另一个为智能分拣，另一个由竞赛组委会现场公布。 

3、比赛过程中，下层、上层基地中的机器人及机器人带回基地的比赛物品可以相互交换。 

4、调试时间：预设任务比赛前有2小时的准备时间，附加任务比赛前有1.5小时的准备时间。 

5、自主运行奖励分：机器人在至少完成一个任务且得分有效的情况下才可获得。 

6、总分：2轮预设任务比赛成绩和2轮附加任务比赛成绩总和。 

2019年规则细节部分 





控制器 Ccon102 



Ccon102的参数： 
左、右两侧为12路I/O口，顶端为4路电机口，底端依次为电源口、下载口和蜂鸣

器，正面是128*64点阵液晶显示屏和4个按键，背面是电池盒。 

   *I/O口：支持模拟输入、数字输入、数字输出、计数器、舵机等功能。 

   *电机口：支持普通直流电机和闭环电机，输出电压为电池电压，单路支持最大   

    电流为1.5A。 

   *能源：自带8.4V 1A外接适配器，专用锂电池为8.4V 1500MAH，最大放电电 

    流为6.5A，自带保护电路。 

   *其它：采用U盘方式下载，3.96M的程序存储空间。 



电机：闭环电机、直流电机 



灰度传感器 



搭建小车 

闭环电机 
 
 
灰度传感器 
 
 
控制器 



编程软件 VJC4.3 



巡线模块库 



初始化：初始化是巡线机器人的配置模块，定义电机的接线配置和输出功率及

转向、灰度传感器的接线配置。 



环境采集：环境采集模块前必须要有初始化模块，否则将不能采集到正确的黑

白颜色值。 



路口巡线： 
Y字路口只能选择左侧或者右侧。 





转弯：转弯是通过两个电机的速度差来实现的。 





左转： 



右转： 



按时巡线：当没有路口或参考点时，可以使

用时间来控制其前进距离。 



启动马达：用于控制电机，可以按时间和传

感器触发来实现。 



按钮：当程序运行到按钮模块时会暂停，只有

按一下“ENTER”键后才会继续执行后面的程序。 



控制器 •显示无法连接控
制器 
•下载后找不到程
序 

•控制器需要格式化操作 
•检查下载线是否接好 

•黑屏、死机 •断电，重新开机 
•控制器固件需要升级 
 

登录官网下载相关固件进
行升级 

常见问题解决 



电机 •电机速度
无法控制 

闭环电机 
•检查电机线是否为6pin连接线（扁
平状） 
•在“电机”界面下测试闭环电机，
观察编码器是否有反馈。若无反馈，
返厂维修。 

直流电机 
•检查在“初始化”模块中是否勾选
了“闭环电机”。若勾选，取消。 

•丢线、不
巡线 
 

•临界值问题：重新进行环境采集 
•硬件问题：在“AI”界面下检测灰
度传感器的性能以及接线顺序；在
“电机”界面下检测电机的性能以及
接线顺序。 
•程序问题：根据出错点找到程序中
对应模块，检查参数设置。 



舵机 •舵机不转
动 

•开机，在进入“AI”界面时，观
察舵机上的指示灯是否有闪亮，
若不亮则可能是连接线故障。 
 
•在“舵机”界面下观察是否能采
集到ID，若没有，尝试修改舵机
的通讯频率（应为1M）。 
 
•若在“舵机”界面下可以控制舵
机的转动，那就检查程序，看在
程序开始处是否有“485端口”
模块。若没有，应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