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Com
国际公开赛组委会文件
Document of RoboCom International Open Committee
联字办（2017）03 号

关于举办 2017 世界机器人大赛——
RoboCom 国际公开赛的补充通知
2017 年 8 月 23-27 日 中国·北京
各参赛队伍学校：
现将 2017 世界机器人大赛——RoboCom 国际公开赛的赛事补充通知如下：
一、 地点
比赛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报到地点：各队伍实际入住酒店

二、 赛项介绍
项目名称
“攻城大师”

“博思威龙”

“工业时代”

所含分项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攻城大
师”

参赛组别
小学、初中、高中
中学(含小初）、高中、
大学
小学、初中
小学、初中、高中
小学、初中、高中
小学、初中

“步步为营”工程挑战赛
“环环相扣”工程挑战赛
能力风暴 WER 能力挑战赛
能力风暴 WER 工程创新赛
能力风暴 WER 普及赛

“智造大挑战” 智造大挑战

中学(含小初）、高中

“未来世界”

WRO 常规赛

小学、初中、高中

“创客生存挑
战赛”

“创客生存挑战赛”

小学、初中

指定合作企业
深圳市创客工场科
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思电子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未来伙伴机器
人有限公司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西觅亚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乐智机器人有
限公司

备注：所有分项的详细规则、视频等信息请在 RoboCom 官方网站或者 QQ 群文件中下载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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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赛日程安排
大赛期间所有赛项具体日程安排如下：
时间
2017/8/21
（星期一）

2017/8/22
（星期二）

2017/8/23
（星期三）

2017/8/24
（星期四）

项目
场馆布置

08:30-17:00 进行赛事场馆搭建

未来世界

WRO 常规赛（小、初、高）参赛选手报到。

攻城大师
智造大挑战
未来世界
攻城大师
智造大挑战
未来世界
攻城大师
智造大挑战
选手报到

工业时代
2017/8/25
（星期五）

博思威龙
创客生存挑
战赛
工业时代

2017/8/26
（星期六）

博思威龙
创客生存挑
战赛
工业时代

2017/8/27
（星期日）

内容

博思威龙
创客生存挑
战赛
闭幕式

8:30-12:00 在侯赛区进行“攻城大师”项目的
校园文化展示布置
13：00-17:00 为“攻城大师”资格赛
侯赛区校园文化展示布置与机器人检录
WRO 常规赛（小、初、高）竞赛
全天进行“攻城大师”项目的资格赛
智能分拣赛
WRO 常规赛（小、初、高）竞赛与颁奖。
08：30-12：00 进行“攻城大师”项目的决赛。
搬运接力赛
工业时代、创客生存挑战赛、博思威龙，参赛
选手报到。
08：30-12：00 进行检录与侯赛区布置。13：
00-17：00 正式比赛（含普及赛、能力挑战赛
和工程创新赛）
08：30-12：00 进行检录与侯赛区布置。13：
00-17：00 进行“环环相扣”和“步步为营”
资格赛。
8:30-12:00 为机器人检录和练习赛，
13:00-17:00 为资格赛。
全天进行普及赛、能力挑战赛和工程创新赛的
正式比赛。
全天进行“环环相扣”和“步步为营”项目的
资格赛。

地点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四楼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四楼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四楼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四楼

各队伍实际入住酒店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四楼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四楼

全天进行“创客生存挑战赛”项目的资格赛。
08：30-12：00 进行普及赛、能力挑战赛和工
程创新赛的复赛。
08：30-12：00 进行“环环相扣”和“步步为
营”项目的决赛。
08：30-12：00 进行“创客生存挑战赛”项目
的决赛。
13：00-15：00

注：1、请注意报到时间及调试时间
2、请裁判员、教练员、志愿者准时出席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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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四楼

三、参赛报名
（一）参赛要求
我们在 RoboCom 国际公开赛前期，已经做了 RoboCom 全国总决赛的选拔赛工作，因此组
委会对国际公开赛中的所有项目均设有参赛资格和队伍数量限制要求。所以请参赛队伍详
细咨询“国际公开赛”总通知中各赛项的相关项目负责人。
（二） 报名须知
参赛报名流程如下：
1.联系“国际公开赛”各个赛项的报名负责人，成功索取相应的项目注册码。
2.登录 RoboCom 官方网站：www.robocom.com.cn 或者：ss.robocom.com.cn
点击报名链接。
3.请按照报名页面中的内容，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4.每条注册码仅有效使用 1 次。请严格、谨慎的填写信息。一旦提交，将不再做修改。
5.注册资料填写完整，经组委会审核通过后，会在 RoboCom 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四、注意事项
（一）关于收费
因为本次比赛规模大、赛项多、参与人数众多，且大赛场馆附近的酒店分布零散、承
载能力有限。为了比赛的顺利进行，比赛期间的饮食、住宿与交通由组委会统一安排。
所以由组委会统一收取参赛费。
其中“未来世界”WRO 常规赛收费标准为：RMB：1900 元/人（含食宿），含在北京比
赛期间（三天二晚）的餐饮、住宿、酒店与赛场之间的大巴摆渡费、赛事资料等费用。
若因其他特殊原因，不需要组委会安排住宿的收费标准为：900 元/人。含在北京比赛
期间每天的中餐、赛事资料等费用。
（本次大赛不含参赛接送费用，若有单独需要机场、车站到场馆的接送，组委会可提
供车队信息，供参赛队伍选择）
缴费流程如下：
1、 联系项目的收费负责人。
“未来世界”项目的参赛交费联系人
联系人：曾令勇

158 9994 8376

2、 提供在线报名后的队伍编码，核实参赛队伍是否报名成功。并核实参赛人数。
3、 支付参赛费
付款对公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工道动力机器人技术研究院
开户银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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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号：313100022226
银行账号：410100203296687
备注：赛事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15 日，缴费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18 日，超时
视为报名失败，组委会不再做名额保留！
（二）参赛事项
1、此次竞赛规则以网站上的公布为准，不同之处以文件和最新通知、及裁判员的现场裁
决为准。
2、本次赛事的时间安排详见“竞赛安排”，各参赛队根据流程安排信息准备相应赛事活
动，赛事的具体时间节点，可能微调。
3、参赛队员必须带好学生证（或其他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以备裁判员（工作人员）
核实。
4、比赛期间，在比赛开始前，参赛队员必须服从裁判员或相关工作人员对机器人的摆放
处理；比赛期间，指导教师不得进入参赛选手调试区域或比赛区域。
5、比赛使用自备且规则所允许的电池、电压，比赛当天大赛组委会不提供备用电池。
6、各参赛队除自带笔记本电脑以外，必须自带一个 3 米长的拖线板及封箱带。
7、规则中的数据、形状、颜色、位置、可能仍略有变化，以实际比赛场地为准。
8、为了保持场地的清洁，请注意场地内卫生，请不要携带含糖份饮料入场，废旧纸张不
可以乱扔。
9、比赛期间，各参赛队员应负责看管好自己的设备及其他相关财物。请注意用电安全，
避免发生事故。
10、竞赛的意义体现在团队的合作精神，旨在互相交流学习，请参赛队互相关爱、互相帮
助。
11、比赛期间，凡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最终裁定。
12、任何违反规则、及影响裁判员（工作人员工作）的现象都有可能影响到比赛的最终成
绩。
13、各个参赛队伍均有一块自己的候赛区域。请进行相应的布置，要求能体现各自的独特
校园文化。布置的形式不限。

五、交通指引
1、飞机
1)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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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1 小时。
Ø 乘坐机场大巴 1 号线(每 30 分钟一班)至潘家园站下，换乘出租车，需时约 1 小时
25 分钟。
Ø 乘坐机场快轨(每 10 分钟一班)至三元桥站下，换乘出租车，需时约 1 小时 20 分钟。
Ø 乘坐机场快轨(每 10 分钟一班)至三元桥站下，换乘地铁 10 号线(内)至宋家庄下，
再换乘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50 分钟。
2) 从北京南苑机场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35 分钟。
Ø 在南苑机场候机楼乘坐 501 路公交车至大营门站下，换乘运通 115 路公交车至地铁
旧宫站下，再换乘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30 分钟。
2、火车
1) 从北京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35 分钟。
Ø 乘坐地铁 2 号线(内)至崇文门站下，换乘地铁 5 号线至宋家庄下，再换乘地铁亦庄
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10 分钟。
2) 从北京西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50 分钟。
Ø 乘坐地铁 7 号线至菜市口站下，换乘地铁 4 号线至角门西下，换乘地铁 10 号线(外)
至宋家庄下，再换乘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20 分钟。
3) 从北京南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35 分钟。
Ø 乘坐地铁 14 号线东段至蒲黄榆站下，换乘地铁 5 号线至宋家庄站下，再换乘地铁
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4) 从北京北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55 分钟。
Ø 乘坐地铁 2 号线(外)至崇文门下，换乘地铁 5 号线至宋家庄下，再换乘地铁亦庄线
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20 分钟。
3、长途客运
1) 从六里桥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4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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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乘地铁 10 号线(外)至宋家庄下，再换乘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20 分钟。
2) 从莲花池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45 分钟。
Ø 乘坐运通 120 路公交车至莲花桥站下，换乘地铁 10 号线(外)至宋家庄下，再换乘
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30 分钟。
3) 从赵公口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30 分钟。
Ø 乘坐 525 路公交车至石榴园站下，换乘地铁 10 号线(外)至宋家庄下，再换乘地铁
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10 分钟。
4) 从丽泽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45 分钟。
Ø 乘坐地铁 480 路公交车至地铁西局站下，换乘地铁 10 号线(外)至宋家庄下，再换
乘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30 分钟。
5) 从木樨园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30 分钟。
Ø 乘坐 71 路公交车至双庙西站下，换乘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15 分钟。
6) 从八王坟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30 分钟。
Ø 乘坐地铁 1 号线至国贸站下，换乘地铁 10 号线(内)至宋家庄下，再换乘地铁亦庄
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20 分钟。
7) 从新发地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40 分钟。
Ø 乘坐运通 115 路公交车至地铁旧宫站下，换乘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
时约 1 小时 30 分钟。
8) 从永定门站出发
Ø 乘坐出租车，需时约 35 分钟。
Ø 乘坐特 12 外路公交车至蒲芳路西口站下，换乘地铁 5 号线至宋家庄下，再换乘地
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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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轨道交通
1) 从市中心出发
Ø 乘坐地铁 10 号线至宋家庄站换乘地铁亦庄线至荣昌东街(B2 口出)，需时约 1 小时。

RoboCom 国际公开赛组委会
（盖章）
2017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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