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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文件

宁青科发〔2018〕5 号

关于组织宁夏代表团参加第 18 届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 2018 世界青少年

机器人邀请赛的通知

各有关学校：

第 18 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 2018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

请赛定于 2018 年 7月 19-24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大学花溪西校

区举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宁夏代表团组成

宁夏代表团由 1 名总领队、1 名总教练员、参赛学生及每个参

赛队随队教练员 1 人组成（详见附件 1）。

本届竞赛不接收临时报名的单位和个人参赛。为加强竞赛期

间的安全管理，避免安全隐患，各参赛队不得临时调换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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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到时间和地点

宁夏代表团统一报到时间为 7 月 19 日全天，参赛学生、随队

教练员报到地点为贵州大学西校区 26、27 栋学生宿舍，总领队、

总教练报到地点为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大堂。参赛学生、随队教

练员必须按照组委会统一安排在贵州大学学生宿舍住宿。

总领队应于 7 月 19 日晚 6 点前报到，务必准时参加当天晚上

7:30 召开的领队会和竞技项目抽签。

三、报到须知

1.确认代表团报名信息

请各参赛队登录报名系统，在线确认参赛信息。在线提交的

信息将直接用于赛务组织，请确保信息准确无误。网上确认参赛

人员信息时间为 6 月 25 日至 28 日。

2．打印报到单和参赛声明

各参赛队请使用报名账号登录报名系统，打印《参赛报到单》

（每队一份）和《第十八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参赛声明》（每

人一份），报到时凭网上打印的报到单和参赛声明领取参赛证件。

3.费用

参赛人员往返交通费自理，竞赛期间住宿费到组委会统一安

排的驻地自行缴纳，参赛学生和随队教练员每人 500 元，总领队

和总教练每人 800 元，餐费、交通费等竞赛相关保障费用由组委

会承担。

四、交通

为保障出行安全，方便组委会接、送站，请各随队教练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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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本校参赛学生，按总领队要求统一往返。请各随队教练员自行

购买指定时间和车（班）次的交通工具。如有特殊原因需自行出

行，必须在 6 月 27 日前，向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提交所在学

校出示盖有公章的说明材料，材料中需说明自行出行原因，并注

明“如发生安全问题，后果自负”。

五、赛事说明及注意事项

（一）为确保宁夏代表团安全、有序参赛，请各参赛代表队

阅读《宁夏代表团参赛代表队安全责任书》（见附件 2），签字后，

将扫描版发送至邮箱 nxrobot@qq.com内。

报送截止日期：6 月 27 日

（二）请各参赛代表队随队教练员认真填写《参赛人员信息

回执表》（见附件 3），发送至邮箱 nxrobot@qq.com。

报送截止日期：6 月 27 日

（三）竞赛日程详见附件 4。如有变动以现场公布的日程为

准。

（四）总领队全面负责宁夏代表团的组织协调和安全管理工

作。7 月 19 日晚 7:30 将在群升豪生大酒店 2 层红枫厅进行赛项抽

签。总领队代表本省各参赛队抽签，领取参赛队签号

（五）参赛学生名单、竞赛规则和最新比赛信息，请随时登

陆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网站（robot.xiaoxiaotong.org）查询。

（六）为防止赛场地面损坏，所有参赛人员（包括总领队、

总教练、随队教练、参赛学生）必须自备 1 双软底无跟鞋，否则

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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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一）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联 系 人：赵加兴

地 址：银川市金凤区人民广场西路宁夏科技馆综合楼

联系电话：0951-5085155 18995071259

电子信箱：nxrobot@qq.com

网 站：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网站

(ningxia.xiaoxiaotong.org/)

（二）竞赛组委会

徐莞婷 18185566553 (贵州科技馆)

附件: 1. 宁夏代表团参赛代表队成员名单

2. 宁夏代表团参赛代表队安全责任书

3. 参赛人员信息回执表

4. 竞赛活动日程

5. 竞赛地址及交通指南

6. 竞赛报到地点方位图

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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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代表团参赛代表队成员名单

序

号

参赛

项目
参赛学生

随 队

教练员
组别 学校名称

1
FLL

挑战

赛

王凯乐 冯俊博

赵炜宸 周禹丞
王凯 小学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2
卢鑫 朱晓宇

邢超 都浩楠
李杨 初中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3
陈泽 张晓辉

刘紫玉 马犇
常亮 高中 吴忠市吴忠中学

4

VEX

挑战

赛

吴樾 康龙

杨君泽
杨雯 小学 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小学

5
马博洋 李文凯

任佳乐 巩旭哲
李振朋 初中 固原市第三中学

6
周亮 郭华

杨朔 张宇
任小蓉 高中 吴忠高级中学

7
创意

比赛

黄锦泽 马英九

杨铠鸣
何建喜 小学 银川阅海小学

8
王嘉禾 强文硕

杨凯文
白生奇 高中 平罗中学

9

综合

技能

比赛

施翔 马霄 毛富强 小学 吴忠市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10 刘蕊嘉 张昊 关奇 初中 银川市第三中学

11 刘霖 马铭哲 王新强 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12

WER

比赛

李熙林 潘一文 陈敬轩 小学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13 庞皓文 王楠 井永玲 初中 银川景博中学

14 刘琦 白晓乾 李娟 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15
WRO

常规

朱子泉 杜坤宸

包启成
陈子昂 小学 石嘴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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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夏代表团参赛代表队安全责任书

第18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2018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

定于 2018 年 7月 19-24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大学花溪西校区举办。

为维护宁夏代表团的集体荣誉和团队管理秩序，确保代表团各成员安

全、有序参赛，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要求参赛选手、教练员签订

安全责任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教练员负有本校参赛学生监护人的职责，要确保学生报到途

中、参加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返回过程中的交通安全、人身安全、财

产安全。

二、参赛选手及教练员必须严守纪律，服从管理，听从指挥，按

照统一日程和管理参加各项活动，并在竞赛结束前，不得随意离开。

三、严禁选手私自外出驻地。如因身体不适或其他原因无法参加

竞赛活动，应事先由所属随队教练员向领队请假，经同意方可自行留

住宿房间休息。未经批准私自外出者发生意外后果自负。

四、参赛选手及教练员要确保身体健康，无严重病史，能够参加

活动期间各项活动。如活动期间由于个人原因发生意外，由本人负责。

五、参赛期间，除竞赛日程安排之外，参赛选手及教练员如需离

开住宿房间在驻地自由活动，应随身携带通讯工具，以便及时联系。

六、妥善保管好自己物品，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禁止私自将易

燃、易爆物品带入住宿地和比赛场地。若发生火灾或其它爆炸事件，

由肇事者自行负责。

参赛学校：

随队教练员（签字）：

参赛选手（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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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赛人员信息回执表

学校名称：

参赛项目： 参赛组别：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去返程信息

出发
日期

火车
车次

是否接
/送站

随队教练员

1
去

返

参赛学生

1
去

返

2
去

返

3
去

返

4
去

返

发票相关

票头名称：

单张发票金额： 发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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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竞赛活动日程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机器人创意比赛：

WER 工程创新赛：

WRO 常规赛（邀请赛）：

WRO 创意赛（邀请赛）：

全球 FIRST®机器人挑战赛（邀请赛）：

新体育馆一层瑜伽馆、体操馆

新体育馆一层篮球馆

新体育馆一层篮球馆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新体育馆一层武术馆

新体育馆二层羽毛球馆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新体育馆二层羽毛球馆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7月 19日

星期四

全天 参赛队报到
贵州大学花溪西校区 26、27 栋

学生宿舍

8:00-13:00 裁判员报到 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大堂

8:00-18:00 总领队报到 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大堂

19:30-21:00 领队会、竞技项目抽签 群升豪生大酒店 2 层红枫厅

7月 20日

星期五

全天 参赛队报到
贵州大学花溪西校区 26、27 栋

学生宿舍

全天 国际参赛队报到 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大堂

上午 创意比赛评委报到 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大堂

17:00-18:30 参赛队熟悉场地 各比赛场地

19:30-20:40 开幕式暨欢迎晚会 北校区体育馆 全体参赛人员

7月 21日

星期六

8:00-17:00 创意比赛布展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7:30 入场

8:00-17:00 WER 工程创新赛（高中组） 新体育馆一层武术馆 7:20-8:00 检录

8:00-17:00 综合技能比赛（小学组） 新体育馆一层瑜伽馆、体操馆 7:20-8:00 检录

8:00-17:00
VEX 挑战赛初赛（高中、初

中、小学组）
新体育馆一层篮球馆 7:20-8:00 检录

8:00-17:00 FLL 挑战赛（小学组） 新体育馆一层篮球馆 7:20-8:00 检录

14:00-18:00 FLL 问辩（高中组） 西校区体育馆二层夹层大厅
提前 15分在问辩室

前等候

9:00-17:00 机器人企业展示区开放 新体育馆一栋东侧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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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00 省级竞赛联席会会议 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红枫厅

14:00-17:00 文化参观活动 贵州省博物馆
限 300 人，提前报

名

上午 邀请赛领队会 贵州大学花溪西校区教室

9:00-17:00
WRO 常规赛、FGC 队伍调试

设备
新体育馆二层羽毛球馆

9:00-17:00 WRO 创意赛布展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19:00-20:30 友谊之夜 西校区育贤广场

7月 22日

星期日

8:00-12:00 创意比赛封闭问辩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7:20 开始入场

8:00-17:00 WER 工程创新赛（初中组） 新体育馆一层武术馆 7:20-8:00 检录

8:00-17:00 综合技能比赛（初中组） 新体育馆一层瑜伽馆、体操馆
7:20-8:00 检录

8:00-17:00
VEX 挑战赛初赛（高中、初

中、小学组）
新体育馆一层篮球馆 7:20-8:00 检录

8:00-17:00 FLL 挑战赛（初中组） 新体育馆一层篮球馆 7:20-8:00 检录

14:00-18:00 FLL 问辩（小学组） 西校区体育馆二层夹层大厅
提前 15分在问辩室

前等候

9:00-17:00 机器人企业展示区开放 新体育馆一栋东侧广场

8:00-17:00 WRO 常规赛、FGC 比赛 新体育馆二层羽毛球馆

8:00-12:00 WRO 创意赛问辩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14:00-17:00 文化参观活动 贵阳孔学堂
限 150 人，提前报

名

14:00-15:00 科普讲座 1 机械学院报告厅
限 300 人，提前报

名

19:00-20:00 疯狂表演秀 西校区圆形报告厅
限 200 人，提前报

名

19:00-20:00 科普讲座 2 机械学院报告厅
限 300 人，提前报

名

7月 23日

星期一

8:00-17:00 创意比赛开放展示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7:20 开始入场

8:00-12:00 FLL 问辩（初中组） 新体育馆二层夹层大厅

8:00-17:00 WER 工程创新赛（小学组） 新体育馆一层武术馆 7:20-8:00 检录

8:00-17:00 综合技能比赛（高中组） 新体育馆一层瑜伽馆、体操馆 7:20-8:00 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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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7:00 VEX 挑战赛复赛（各组别） 新体育馆一层篮球馆 7:20-8:00 检录

8:00-17:00 FLL 挑战赛（高中组） 新体育馆一层篮球馆 7:20-8:00 检录

13:30-17:30 创意比赛答辩 新体育馆二层夹层大厅
提前 15分在问辩室

前等候

13:00-16:00 创意比赛撤展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9:00-17:00 机器人企业展示区开放 新体育馆一栋东侧广场

8:00-17:00 WRO 常规赛、FGC 比赛 新体育馆二层羽毛球馆

8:00-17:00 WRO 创意赛公开展示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17:00-17:30 WRO 创意赛撤展 新体育馆二层排球馆

13:30-16:30 文化参观活动 东方科幻谷
限 300 人，提前报

名

20:00-21:30 颁奖典礼暨闭幕式 北校区体育馆 全体参赛人员

7月 24日

星期二
全天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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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竞赛地址及交通指南

一、竞赛报到地址

贵州大学花溪西校区

二、接驳车安排

7 月 19、20 日 8:00-23:00，组委会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贵阳

高铁北站、贵阳高铁东站、贵阳火车站安排接驳车辆至贵州大学花溪

西校区，每 40 分钟一班车。

三、自行前往贵州大学花溪西校区

1．自贵阳龙洞堡机场公交站：乘机场巴士 5 号线，到达贵阳市区，

然后乘出租车前往贵州大学西校区，距离约 8 公里；或乘机场巴士 5

号线到达孔学堂公交站换乘花溪 9 路至贵大招呼站，然后乘出租车前

往贵州大学西校区，距离约 8 公里。

2．自贵阳火车站：乘坐 203 路直达贵州大学公交站，然后乘出租

车前往贵州大学西校区，距离约 8 公里。

3．自贵阳北站：贵阳北站公交站乘 B267 路，到达花溪（溪北路）

公交站，乘出租车前往贵州大学西校区，距离约 8 公里。

4．自贵阳东站：东站广场公交站乘 K271(大站快车)到达贵州医

科大学公交站换乘 248 到贵州大学公交站，换乘出租车前往贵州大学

西校区，距离约 1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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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竞赛报到地点方位图

注：参赛学生、随队教练员报到地址为贵州大学花溪西校区 26、27 栋

学生宿舍。

注：总领队、总教练报到地址为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贵州省贵安新

区思雅路思孟路交叉口，花溪大学城内），电话：0851—88919999。

抄送：各地市科协、教育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办公室 2018年6月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