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Challenge 国际机器人挑战赛-相扑赛

机器人挑战 – 机器人相扑比赛规则
简介：像在传统的日本武术中一样，机器人要尝试把对手推出拳击场。
组别：初级组、高级组、成人组（含大学生）

1. 相扑比赛定义
1.1. 定义
这是两支队伍互相竞技的比赛。在进行比赛时，只有一位队员可以靠近比赛场地；
其他队员必须在隔离区观看比赛。每支队伍需要制作出符合本规则第 2 部分的要
求的机器人，用于在相扑赛场中竞技。

2. 对机器人的要求
2.1．基本机器人规格要求
A. 下面的是对所有机器人的规格要求。针对乐高相扑机器人附加的规格要求在
第 2.2 部分，针对人形相扑机器人的在第 2.3 部分，针对巨型相扑机器人的
在第 2.4 部分。
B. 机器人必须能够放在针对特定组别的制作的恰当大小的方形容器内。
C. 机器人的总重在比赛开始时必须小于对其特定组别的指定重量。
组别

高度

宽度

长度

重量

巨型相扑赛

不限

20cm

20cm

3,000g

小型相扑赛

不限

10cm

10cm

500g

微型相扑赛

5cm

5cm

5cm

100g

纳米相扑赛

2.5cm

2.5cm

2.5cm

25g

乐高相扑赛

不限

15cm

15cm

1,000g

人形相扑赛

50cm

20cm

20cm

3,000g

D. 机器人可以在比赛开始后展开，但是不可以分散成不同部件，而且必须一直
保持为一个紧凑的机器人。机器人的足部比赛中不可展开。违反这些限制的
机器人会被判负。从机器人上掉落的螺丝，螺母和其他零件总重多于 5g 则
会被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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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所有的机器人必须是自动的。任意控制器都可以被使用，但控制器系统不得
和任何的外部控制系统接触（例如人和其他机器）。
F.

机器人会得到一个注册数字。把这个数字粘贴你的机器人上以便于观众和裁
判辨认你的机器。

G. 纳米型组所要求的尺寸及重量要求，不包含启动模块。

2.2． 针对于乐高相扑机器人的要求
A. 机器人必须只能由乐高（LEGO）的材料制造出。包含：
a) 乐高公司制造和生产的部件或得到乐高公司许可的第三方生产部件。
b) 裁判有权决定所使用的部件是否被比赛允许。

2.3.

对于人形相扑机器人的要求

A. 机器人必须是依靠双腿的走路人形双足机器人，并且必须在走路时转移重心
以保持它的平衡。
B. 当走路时，一只脚必须抬起离开地面，另一条腿用来保持机器人的平衡。
C. 当走路时，保持机器人平衡的脚必须有一个大于 90 度的膝关节弯曲角。如
果任何一瞬间违反了规定，机器人则不被当做在走路。
D. 足部可以是任何的形状，只要符合以下的所有规定：
a．机器人的脚被定义为机器人接触场地的部分。
b．脚的最大边长必须小于机器人展开的腿长的 50%。腿长定义为机器人接
触地面的足部到机器人连接腿和上半身的连接轴的距离。
c．脚的最大边长必须小于 20cm。
E. 当机器人站立或走路时，双脚的矩形轮廓不可重叠即不可以使用交叉足。
F.

机器人必须有两条胳膊。每条胳膊的展开长度不可以超过腿的展开长度。

G. 机器人必须有一个头。

2.4.

对于巨型相扑机器人的要求

A. 为了安全，机器人必须有一个红外停机开关由裁判掌控。当裁判发出了停机
信号后，马达的电源需要被切断。机器的搭建者有责任在机器人上加上这个
停机开关。参赛队需向组委会订购指定的启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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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机器人的限制

A. 干扰设备是不被允许的，例如使用红外发光二极管干扰对方的红外线传感器。
B. 可能会损坏场地的零件是不被允许的。不可以使用故意破坏对方机器人或操
控者的部件。正常的推动和重击不会被考虑为故意破坏。
C. 可以存储液体、粉末、气体或其他，但是以扔向对手为目的是不被允许的。
D. 任何燃烧的设备是不被允许的。
E. 向对手投掷物体的设备是不被允许的。
F.

为了增强牵引力的粘性物质是不被允许的。接触比赛场地的轮胎和其他机器
人部件不可以捡起一张 A4 纸（80g/m2）并保持 2 秒以上。

G. 增加压力的设备，例如真空泵和磁铁，只在巨型相扑赛组别中允许。这些设
备在其他所有组别中不被允许。
H. 所有的边，包括但不仅仅是正面的铲子，必须不能锋利到可以擦伤或者破坏
场地、其他机器人，或者参赛者。一般来说，从 0.2mm 未被打磨的厚金属条
中加工出来的半径大于 0.1mm 的边是被允许的。裁判或者比赛官方人员可以
要求他们认为太锋利的边被一片胶带覆盖。

3. 相扑场的要求
3.1.

相扑场内沿

相扑场的内沿被规定为边线及其内部的比赛空间。其他在这外的区域都被叫做相
扑场外部空间。

3.2.

相扑场规格要求

A. 相扑场形状应该是圆形的，并且是在给定组下合适的大小。
B. 边界线是给定组下合适宽度的白色的正圆形环。边界线在比赛场地的最外边
界。边界线面积超过这条圆形线的最外边。
C. 所有的比赛场规格允许 5%的误差。
组别

直径

边宽

材料

最小外部空间

巨型

154cm

5cm

钢铁

100cm

小型/乐高

77cm

2.5cm

木头

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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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

38.5cm

1.25cm

木头

25cm

纳米

19.25cm

0.625cm

丙烯醛基

25cm

人形

154cm

5cm

钢铁

100cm

3.3 比赛场外部
在给定组别下，相扑场外应有适当的空间。这些空间可以是任何颜色，任何材料，
或者任何形状，只要这些规则的基本概念不被违反。以相扑场为中心的这片区域，
被称为“相扑场区域”。任何在最小尺寸外的拳击场平台的标记或部分，也会被认
为是相扑场区域的一部分。

3.4 如何进行相扑比赛
A. 一场比赛有 3 局，总时间为 3 分钟，除非裁判判定加时。
B. 在限时之内，率先夺得两局胜利，即获得两点“Yuhkoh”分，的队伍赢得当场
比赛。当一支队伍赢了一局比赛时，这支队伍获得一点 Yuhkoh 分。如果时
间限制之内，没有队伍获得 2 点 Yuhkoh 分，而且其中一支队伍获得了 1 点
Yuhkoh 分，则拥有 1 点 Yuhkoh 分的该支队伍获胜。
C. 当限时结束时，如果没有队伍取得胜利，加时赛是允许的，并且在加时赛中
获得第一点 Yuhkoh 分的队伍获胜。或者，按照抓阄或者重赛，裁判可以决
定获胜方和失败方。
D. 当裁判作出决定或者抓阄后，1 点 Yuhkoh 分可以给予给获胜者。

4. 开始，暂停，继续，和结束一场比赛
4.1． 放置机器人
依照裁判的指示，两支队伍靠近拳击场将他们的机器人放在拳击场上。一个在中
心的十字将比赛场分为四等份。机器人总会被放置在相对的两个四分圆中。每一
个机器人可以朝任何方向放置在四分圆内的任何地方但必须与边线接触。裁判会
在机器人放置好后撤掉中心十字箭头。放置好后，机器人不可以被以任何方式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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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始
A. 在巨型，小型，微型和纳米组别，裁判开始比赛使用红外线发射器发出开始
信号。当机器人收到信号时，比赛立即开始，没有任何的延迟。参赛者必须
使用组委会指定的红外接收器（启动模块）。
B. 在其他所有组别中，由裁判宣布比赛开始。每支队伍随即启动各自的机器人，
并且在 5 秒的间歇后机器人方可运转。在这 5 秒内，选手们需要立即离开拳
击场区域。

4.3． 暂停，继续
比赛会依照裁判指示暂停或继续。

4.4． 结束
比赛会依照裁判指示结束。两支队伍需要将机器人从拳击场区域拿走。

5. 比赛时间
5.1.

持续时间

一场比赛将会持续到 3 分钟，并按照裁判的指令开始或结束。

5.2.

加时

如果裁判要求，一场加时赛应该持续最多 3 分钟。

5.3.

计时

以下时间不会被算在比赛时间中：
A. 在裁判宣布 Yuhkoh 得分后，在比赛继续之前的时间段。在比赛继续前的标
准延时应该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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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裁判宣布暂停比赛至比赛再续的一段时间。

6. 得分
6.1.

非人形机器人得分规则

以下情况可以给予 1 点 Yuhkoh 分：
A. 一支队伍合法地迫使对手机器人触碰包括拳击场边界及其以外的空间。
B. 对手机器人自己触碰了拳击场以外的空间。
C. 上述的任一情况在比赛宣布结束的同时发生。
D. 当一台轮式的机器人在拳击场中翻倒或者相似状态时，Yuhkoh 分值不会被计
算并且比赛继续。
当需要裁判决定获胜者时，下面的分值会被考虑：
A. 移动的技术价值和机器运转方式
B. 比赛时的处罚
C. 比赛时选手们的态度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比赛应该停止并且开始一场重赛：
A. 机器人纠缠在一起或者绕着互相转，以至于 5 秒之内没有可察觉的比赛进程。
如果比赛进程是否存在是不清晰的，裁判可以宣布观察进程的限时放宽到 30
秒。
B. 当双方机器都在移动却没有推进比赛进程，或者（恰好同时）停止并停止 5
秒钟没有互相触碰。但是，如果一个机器人先停止了运动，5 秒过后它会被
判为不想继续对战。这种情况下，对手会获得 1 点 Yuhkoh 分，即使对方机
器也停止了。如果双方机器都在移动，并且不清楚是否在推进比赛进程，裁
判可以将判定时间延长至 30 秒。
C. 如果双方机器同时触碰了相扑场界外，并且不能判断哪一方先接触，则进行
重赛。

6.2.

人形机器得分规则

A. 击倒
a.

当一个机器人被对手击倒在地时，判为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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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手会得到 2 分
B. 滑倒
a． 当一个机器人自己摔倒时，判为滑倒。
b.

对手会得到 1 分

C. 推出界外
a.

当一个机器接触到比赛场以外的表面时，判为推出界外

b.

对手会得到 3 分

c.

该支队伍的机器可以在裁判批准的情况下将他们的机器面朝下放置在比
赛场内。这样做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惩罚，并且得到 10 秒钟的倒计时。

D. 淘汰
a.

当一个机器人在 10 秒钟内没有站起时，判为淘汰

b． 直到裁判在宣读 10 秒倒计时结束时，机器人一直无法移动或者行走，判
为淘汰
c.

当淘汰被宣布时，比赛立即结束，并且该场比赛的获胜者给予给对手

E. 每局比赛的所有分数都会累计给对手
F.

当双方机器在 15 秒内没有互相接触，则比赛立即停止。该时间限制可被裁
判延长为 45 秒来观察双方的战斗意愿是否存在。

G. 决定胜利方
a.

得到分数多的机器人会被判定为比赛的胜利方

b． 如果存在平局，裁判会依照战术，侵略性，和活跃度来投票决定胜利方。
如果双方都为 0 分，则裁判可以决定本场比赛没有胜利方

7. 违规
7.1.

违规

选手出现任何在第 2.5、7.2 或 7.3 部分说明的举动，被判为对这些规则的违规。

7.2.

侮辱

与对手或裁判对话时使用侮辱性词汇，或者在机器人中安装声音设备发出侮辱性
语言，或者在机器人身体上贴上侮辱性语言，或者有任何的侮辱性行为，都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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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的违规。

7.3.

小违规

如果选手出现以下行为，会被判为小违规
A. 在比赛时进入拳击场，除非在裁判宣布 Yuhkoh 得分或停止比赛时，选手将
机器带出拳击场。进入拳击场代表着：
a) 选手的一部分在拳击场内，或者
b) 选手使用任何放进拳击场的器械来支撑他的身体
B. 有下列行为：
a) 要求停止比赛，却没有合适的理由
b) 在继续比赛前，使用超过 30 秒时间，除非裁判宣布延时
c) 在裁判宣布开始比赛的 5 秒钟内使机器人启动运转
d) 做出的行为或说出的话语会是比赛公平性失衡

8. 惩罚
8.1.

惩罚

A. 因为做出了第 2.5 或 7.2 部分说明的举动而判违规的选手会输掉比赛。裁判
会给对手加上 2 点 Yuhkoh 分，并且命令违规者离开场地。违规者不会给予
任何权利。
B. 每一次在第 7.3 部分说明的违规会累积。两次小违规会为对手加上 1 分。
C. 第 7.3 部分说明的违规会在一场比赛中累积。

9. 比赛时受伤和事故
9.1． 请求停止比赛
当一位选手受伤，或者他的机器人出现事故，导致比赛不可继续时，他可以申请
停止比赛。

9.2． 不能继续比赛
当一场比赛因为选手的受伤或者机器的事故不能继续时，导致此次受伤或事故的
选手输掉比赛。当不清楚是哪一只队伍导致的时候，不能继续比赛的选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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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停止比赛的选手，会被宣布为失败方。

9.3． 解决受伤或事故所需时间
裁判和委员会委员将决定是否继续一场因为受伤或事故而暂停的比赛。这个决定
过程不应该超过 5 分钟。

9.4． 给予不能继续比赛的选手的 Yuhkoh 分
获胜方像在第 9.2 部分所示获得 2 点 Yuhkoh 分。失败方已经获得了的 1 点 Yuhkoh
分将被记录下来。当在第 9.2 部分提到的情况在加时赛中出现时，获胜者得到 1
点 Yuhkoh 分。

10. 提出异议
10.1． 提出异议
A. 对于裁判的决定不允许宣称异议
B. 如果有任何对于这些规则执行的疑惑，在比赛结束之前，每支队伍的领队可
以向委员会提出异议。如果当时没有委员会人员在场，异议可以在比赛结束之前
向裁判提出。

11．杂项
11.1.

规则的灵活性

只要这些规则的概念和基础是被遵守的，这些规则应当足够灵活来适应选手的人
数改变以及比赛的内容。当地的活动组织者对可以这些规则修改或废除，只要它
们在活动之前公示，并且在正常活动时被保持。

12. 责任
A. 参赛队伍总是对他们的机器人的安全性和他们队员或机器导致的事故负责。
B. RobotChallenge 组委会和组委会成员不会被任何参赛队伍或他们的器械导致
的事故指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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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遥控开启和停机开关
在巨型，小型，微型和纳米相扑组别，每局比赛由裁判通过红外线发射器发送开
始信号开始。当机器人接收到信号时，比赛开始。
（这种方式使比赛更加公平，
因为它剔除了错误开始并且节省时间因为减少了重新开始的次数。）参赛者必须
使用组委会指定的模块。

停机开关
停机开关被用来切断机器人马达的供电。这是为了安全预防措施，并且只在巨型
相扑组别使用。当裁判发送停止命令后，马达的电源必须被切断。机器的搭建者
自己有责任在机器上添加这样的一个停机开关。预制的模板能够提供激活停机开
关的信号。

启动模块
模块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功能，而且非常容易使用。机器人只需要等待模块上的开
始针升高，接着它就可以启动。模块可以接受电压（VCC）为 3.3-5V。VCC GND
开始是标准的 2.54mm。
模块需要向组委会订购。

运行模式
下面的图像阐释了模块的运行模式。为了对噪音和干扰更不敏感，模块会减少它
的电流状态数量变成不易失的记忆存储。如果它被重置，它会还原到最近的已知
状态。这代表着每场比赛都会以裁判的停止信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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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裁判发送开始信号前，如果木板上的 LED 灯是开启的，这代表着模板
在“开启”状态。那么停止信号需要被发出，并且模板需要重新开启来返回“电源
开启”状态。
为了能让多场邻近的比赛正常运行，每一个拳击场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标志。模块
能够重新编译而接受新的标志。这个过程是通过裁判发送特殊的编译指令来更新
这个标志。
比赛使用基于 38Khz 发射器，以便将干扰的风险最小化。
使用说明
你可以找到关于开始模板使用方法的详细信息在：
http://www.startmodule.com
推荐的停机开关开始：
如何使用继电器实现停机开关电路：
http://www.startmodule.com/kill-switch-relay/
如何使用光耦合器实现提及开关电路：
http://www.startmodule.com/kill-switch-oc/
常见问题
关于开始系统的常见问题的答案：

RobotChallenge 国际机器人挑战赛-相扑赛
http://www.startmodule.com/fa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