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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此规则的制定只针对第 12 届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WRO 常规赛初中组，与 2020WRO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

常规赛不同之处用红色字体标记，提醒大家注意！！！ 

简介： 

机器人技术是学习 21 世纪技能的绝佳平台。解决机器人挑战可以培

养学生创新、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由于机器人跨越多个课程科目，

学生必须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计算机编程知识。 

设计机器人最大意义在于，学生们从中获得了乐趣。学生们作为一个

团队，合作制定解决方案。教练引导他们一路前行，然后退居幕后，让他

们迎接胜利和失败。学生在这种支持性的沉浸式环境中茁壮成长，像呼吸

空气一样自然掌握知识。 

最后，在公平竞赛结束时，学生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学到了知识，并获得了乐趣。 

WRO 2020 常规赛重要变更： 

规则 变更 

2.1 

该条规则变得更加通用，并允许使用所有 LEGO® Education 平台，电机和传

感器参加比赛。 因此，不再需要旧规则（2.13，带有电动机和传感器的列表）。 

唯一允许的第三方传感器是 HiTechnic 颜色传感器。 

2.7 
重新定义了规则 2.7. 及 2.8. 中的说明、指南以及队伍可以携带

到比赛场地的东西（只可以带程序） 

3.2 关于使用设备启动机器人的新规则 

3.4 增加了一条关于控制器应如何安装到机器人上的规则 

4.1/4.2 
更新了有关场地垫/赛台尺寸的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场地垫的

尺寸没有变化！）。 

5.9 说明在机器人上使用一个程序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其他编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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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更新了关于起始区域的措辞 

5.14 更新了关于一轮运行结束的场景说明 

常规赛规则： 

比赛规则由河北省第 12 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组委会根据河北省实际情

况，并参照 WRO 世界青少年奥林匹克机器人竞赛规则制定本规则。 

1、特殊规则： 

   1.1.  无特殊规则。 

2、材料： 

  2.1. 用于搭建机器人的控制器、电机及传感器必须来自 LEGO® Education 

机器人平台的 NXT、EV3 或 SPIKE PRIME。 HiTechnic 的颜色传感器是唯一

一个可以使用的第三方零件。其他产品均不能使用。队伍不可修改任何 

LEGO 零件。 

2.2. 只限使用乐高品牌积木件搭建机器人其余部分。 

建议使用 LEGO®MINDSTORM 教育版本。 

2.3. 参赛队伍应准备并携带比赛期间所需的所有设备、软件和笔记本电

脑。 

2.4. 参赛队伍应带足够的备件。发生任何事故或设备故障，组委会不负

责维修或更换。 

2.5. 比赛期间教练不得进入赛场提供任何指导和说明。 

2.6. 正式比赛开始前队员携带搭建好的机器人进入赛场，进行机器人场

地测试，测试结束后进行机器人尺寸、程序检测，检测无误后，进行机器

人封存。 

2.7. 禁止使用螺丝、胶水、胶带或任何其他非乐高材料将任何部件固定

在机器人身上。否则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2.8. 所有年龄组（小学、初中）的控制软件可以是在 NXT 或 EV3 控制

器上使用任何软件和固件。 

2.9. 比赛当天，参赛队伍不得共享笔记本电脑或机器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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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机器人的规定： 

3.1. 在启动“任务”之前，机器人的最大尺寸必须在 250 毫米×250 毫

米×250 毫米以内。机器人启动后尺寸无限制。 

3.2. 如果队伍要使用任何设备来在起始区域进行校准，则必须使用乐

高零件搭建的设备，设备大小必须小于 250 mm x 250 mm x 250 mm ，并在

程序启动之前将该设备移开。 

3.3. 参赛队伍仅能使用一个控制器（SPIKE、NXT 或 EV3）。参赛队伍

可携带一个以上的控制器（以防控制器损坏），但在练习时间或机器人运行

期间，仅能使用一个控制器。队伍必须将备用控制器交给教练，需要时联

系裁判。 

3.4. 控制器 (SPIKE、EV3、NXT) 在机器人上的安装位置必须便于裁判

检查程序并停止机器人。 

3.5. 电机和传感器使用数量不受限制。然而，仅允许使用官方 LEGO®

材料连接电机和传感器。 

3.6. 在机器人启动动作（程序运行或按下中央按钮以激活机器人）完

成后，参赛队不得执行任何干扰或协助机器人的动作。违规队伍将在比赛

中获得 0 分。 

3.7. 机器人必须是自主独立完成“任务”。机器人运行过程中，不允许

使用任何无线电通信、遥控和有线控制系统。违规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立即退出比赛。 

3.8. 如果需要，可将机器人中不包含主要装置（控制器、电机、传感

器）的任何部分留在场地。一旦零件接触到场地或比赛元件，且没有与该

机器人接触，将认为该零件是不属于该机器人的自由乐高元件。 

3.9. 蓝牙和 Wi-Fi 功能必须一直保持关闭状态。这意味着整个程序需

要在控制器上运行。 

3.10. 允许使用 SD 卡存储程序。在检查机器人之前，必须插入 SD 卡，

一旦检查完成，在比赛期间不得取出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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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赛台和地垫规格： 

4.1. 各年龄组别中 WRO 场地垫的尺寸是 2362 mm x 1143 mm. 

4.2. 赛台的内部尺寸应与地垫尺寸相同，为 2362 mm x 1143 mm ，或

各维度最大不得超过+ / - 5mm 误差。 

4.3. 边界高度为 70±20 毫米。 

4.4. 黑线宽度至少为 20 毫米。 

4.5. 比赛地垫：按照第二十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WRO 常规赛官方

指定处购买使用。 

4.6. 如果各地市比赛中设置不同（赛台尺寸、边界等），比赛主办方需

提前通知参赛队。 

5、比赛： 

5.1. 比赛设置两轮、每轮比赛前组委会安排每支参赛队 5 分钟×两轮的

测试，测试结束后，进行机器人尺寸、程序检测，检测无误后，进行机器

人封存。机器人封存完成后，等待每轮比赛开始。 

5.2. 如果各年龄组比赛规则没有特别说明，比赛场地物品的随机化会在

每一轮比赛之前完成。（在队伍交出机器人之后）。 

5.3. 参赛者不得在规定的测试时间之外搭建或编程机器人。 

5.4. 每轮比赛前，队伍将获得 5 分钟×两轮的机器人测试、调试时间。 

5.5. 正式宣布调试时间开始，参赛队即可按顺序号排队开始测试运行。 

5.6. 如果想要进行测试，参赛队队员需要带着机器人排队，但不应该把

笔记本电脑带到赛台上。 

5.7. 当调试时间结束后，队伍必须将机器人放在指定的检查区域，之后

裁判将评估机器人是否符合所有规定。只有通过检查的机器人才可参加比

赛。 

5.8. 如果在检查中发现违规行为，裁判会给队伍三分钟时间来纠正违规

行为。然而，如果在要求时间内违规行为没有得到纠正，该队不能参加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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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在将机器人放入隔离区进行检查之前，必须只有一个可执行的程序，

并且必须让裁判有机会清楚的看见机器人上只有一个程序。如果你的编程

环境允许，需将改程序命名为“runWRO”。如果你可以创建程序文件夹，

则将其命名为“WRO”。如果你的编程环境不允许命名，请提前通知裁判你

的程序名称（如将程序名写在纸上并放在隔离区中你的队伍名称旁边）。如

其他文件，例如 子程序，允许在同一目录中，但不允许执行。 如果机器

人上没有程序，则机器人无法参与当前运行。 

5.10. 机器人将有 120 秒的时间完成挑战。当裁判发出开始信号时，开

始计时。如果规则没有额外说明，机器人必须放置在起始区域，以便检查

机器人在比赛垫上的投影是否完全在起始区域内。参与者可以在起始区域

对机器人进行物理调整。然而，不允许通过改变机器人部件位置或方向向

程序输入数据，也不允许对机器人进行任何传感器校准。如果裁判认定这

一点，该队可能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5.11. 一旦物理调整达到参赛者满意的程度，裁判将发出启动 EV3 或 

NXT 程序块（控制器）的信号，并选择一个程序（但不运行）。之后，裁判

将询问队员如何运行机器人。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a. 运行程序后，机器人立即开始移动。 

b. 机器人在按下中央按钮后开始移动， 其他按钮和传感器不能用来启动。 

如果使用选项 a)，裁判会发出启动信号，队员会运行程序。如果使用选项 b)，

团队成员运行程序并等待其启动。此时，不允许改变机器人或其部件的位

置。然后，裁判发出启动信号，队员按下中央按钮启动机器人。 

5.12. 如果任务中存在任何不确定性因素，裁判将做出最终决定。裁判

将根据情况的不同选择偏向于最坏结果的决定。 

5.13. 如果队伍意外提前开始运行（没有任何战术原因，例如由于紧张

的情况），裁判可以判定重新开始比赛。 

5.14. 发生以下情况，挑战和计时将结束： 

a. 挑战时间（2 分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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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运行过程中，任何队员触碰机器人或台上的任何任务物品。 

c. 机器人已经完全离开赛台。 

d. 违反比赛规则。 

e. 一名队员喊出“停止（STOP）”并且机器人结束运行。如果机器人不再继

续移动，裁判则会停止计时并开始计分。 

5.15. 裁判将在每轮比赛结束时计算分数。如无合理投诉，参赛队伍必

须在计分表上签字确认。 

5.16. 参赛队伍排名取两轮比赛的单场最高分。如果参赛队伍得分相同，

排名由时间记录决定（时间不计入分数计算）。如果参赛队仍然保持平局，

排名将通过前几轮比赛中得分高低决定。 

5.17. 不会出现负分。如果在罚分情况下出现负分，则得分为 0，例如：

某队任务得到 5 分，罚分 10 分，然后该队得分为 0 分。如果队伍任务得

分 10 分，但是罚 10 分，得分为 0 分。 

5.18. 不得在规定的维护和测试时间之外修改或更换机器人。（例如，在

检查期间，不允许团队将程序下载到机器人上或更换电池）。然而，允许在

指定的检查时间内对电池充电。队伍不能请求暂停。 

6、禁止事项： 

6.1. 毁坏比赛场地或桌子、其他队伍的材料或机器人。 

6.2. 使用危险物品或可能干扰比赛的危险行为。 

6.3. 针对其他同队队员、其他队伍、观众、裁判或工作人员做出不当言

语或行为。 

6.4. 将手机、移动电话或有线、无线通信工具带入比赛区域。 

6.5. 将食物或饮料带入竞赛区域。 

6.6. 比赛期间，禁止参赛队伍使用任何通信工具和方法。竞赛区之外任

何人禁止与比赛中的学生进行交流。违者将取消比赛资格并立即退出比赛。

如果确实有必要进行交流，则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让参赛队员与场外人员

进行交流，或经裁判允许传递纸条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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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其他裁判认为可能干扰或违反比赛精神的任何情况。 

 

7、2020WRO 常规赛初中组介绍： 

   暴风雪刚刚袭击了一座从未经历过寒冷冬季的城市。城市的居民还没来

得及做好准备，冰雪使街道变得湿滑，车辆被困在街道上。市政府刚刚致

电你们的气候小队寻求帮助，希望尽快帮助城市恢复正常。 

今年，初中组的任务是设计一个有助于恢复城市正常运转的机器人。机

器人将要扫除积雪，拖走两辆卡住的汽车，并在结冰的街道上投放防滑剂。 

注意不要在途中损坏任何树木。 

8、2020WRO 常规赛初中组比赛场地： 

下图显示了比赛场地中的各个区域： 

如果赛台比场地纸大，则把场地纸靠近两个起始区域一侧的墙壁，并

且另一个维度上保持居中，赛台及场地纸的规格介绍请参考规则“4、赛台

和地垫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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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二进制代码： 

城市包括四条主要的街道（蓝色、绿色、黄色及红色）。机器人需要将

其中两条街道上的积雪和两辆车辆移除。在另外两条街道上，机器人需要

投放防滑剂从而避免车辆被困。机器人需通过短信系统（二进制代码）来

判断每条街道的任务。 

开始时，机器人需要读取二进制代码来判断应该做什么。二进制代码

是在每条街道上使用两个数字来指示该条街道是需要清除积雪还是需要投

放防滑剂。每个数字是 0 （黑色 ）或 1 （白色），代码的背景是黑色表

示全是 0 。两个白色砖块将随机放置形成二进制代码。 

代码 每条街道的任务 

0-0 清除积雪 

0-1 播撒蓝色防滑剂 

1-0 播撒黑色防滑剂 

1-1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不会出现） 

始终会有两条街道上的积雪需要清除，还有两条街道需要投放防滑剂

（每条投放一种）。 

上图的二进制代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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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蓝色街道和黄色街道上的积雪。这些街道上的车辆也要被移走（具

体请参考任务介绍）。 

 绿色街道上需要播撒蓝色防滑剂， 

红色街道上需要播撒黑色防滑剂。 

10、场地任务物品随机设置： 

  白色砖块 

 

将这个两个白色砖块随机放置到密

码中完成二进制代码，查看第 10 页。

砖块不会放到相同颜色的街道上（每

个颜色的街道最多放一块） 使用两个白色砖块来制作二进制

代码（代码如上文表格） 

积雪 

  

使用 12 块 2x4 的乐高积木块 

代表雪 

代表雪的积木将被放在街道上的小

地方，等待被清除（二进制代码为

0-0，每条街道 6 块积木） 

树木 

街上还有三棵完好的树木，不能被移动或破坏。下方有三种不同的树木

模型 A，B，C。组委会可以决定在比赛中使用哪一种模型（可能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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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这些树木被放在树木区里面的深灰色区域。 

车辆 

街道上停靠了四辆车，每条街道一辆。下方有三种不同的车辆模型 A, B, 

C。组委会可以决定在比赛中使用哪一种模型（可能混合使用）。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车辆在3种可能的车辆位置选择一个

随机放置，每条街上一辆，汽车的前

部朝向场地图上汽车图标的方向。 

防滑剂分配器： 

  

场地上有两个分配器 

两个防滑剂分配器分别放在分配器

区域内浅灰色方形中的黑色位置/蓝

色位置（按颜色放） 

 

注意：搭建防滑剂分配器时，除了 

WRO 竞赛套装之外，还会需要用到 

EV3 套装中的一些零件。详情请查看

搭建指南 推杆后，防滑剂会从分配器中掉出 

防滑剂： 

分配器有两种类型的防滑剂。 1 号防滑剂（4 件）由矿物碎石（蓝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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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 2 号防滑剂（4 件）由木屑（黑色）制成，这是一种更具可持续性和

生态性的解决方案。初始状态，蓝色防滑剂会装入蓝色的分配器中，黑色

防滑剂会装入黑色的分配器中。 

  

蓝色防滑剂（矿物碎石） 黑色防滑剂（木屑） 

边框： 

由于天气恶劣，在一些街道上很难看到交通线。 有 6 个边框可以用作指引。 

边框不会安装到场地纸上。 

  

6 个边框，3 个红色，3 个黄色 
边框放在街道中间的区域中—黄色边框放

在黄色区域中，红色边框放在红色区域中。 

  

黄色边框的正确摆放 红色边框的正确摆放 

高架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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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雪场 
一个高架雪场安装在雪场区域中的

红色标记的方框中。 

 

场地上的两个起始区域： 

场地中有两个起始区域。场地左侧起始区域为比赛当天所有队伍机器

人指定起始区，并且在整个比赛日都将保持不变。队伍只能在这个特定的

起始区域开始比赛。 

在比赛开始前，机器人必须完全从左侧起始区域内开始，周围的线条

不算为起始区域。开始时，连接线将被计入机器人的最大尺寸，所以也需

要在起始区域内。 

11、 机器人任务： 

为便于了解，机器人任务将分不同小节来介绍。 

但是， 队伍仍可以决定完成任务的顺序。 

11.1 清除积雪并将积雪带到雪场 

街道上（代码为 0-0）的积雪需要清除并带到雪场。如果积雪被抬起并投入

高架雪场中，则可获最高分。 

11.2  投放防滑剂 

将防滑剂投放到街道上： 

 蓝色防滑剂（矿物碎石）需要投放到代码为 0-1 的街道上 

黑色防滑剂（木屑）需要投放到代码为 1-0 的街道上。 

防滑剂应在街道上均匀散布，街道的每一个区域至少有一块材料接触。用

彩色的细线来分隔街道，每个街道被分成三段。每一段区域仅可获得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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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得分（计算得分最高的材料）。 

11.3  将车辆拖到停车场 

四条街道上各有一辆车。 在必须清除积雪（0-0 代码）的街道上，车辆必

须被拖到停车场。另外两条街道上的车辆不得移动或损坏。 

11.4 停靠机器人 

当机器人返回 2 个起始区域的其中一个并停止（返回出发的那个起始

区方为有效停靠），机器人的底盘从俯视角度看完全在起始区域内（连接线

允许在起始区域之外），方可认为完成此任务，并且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时

才获得该项的分。 

11.5 加分及罚分 

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项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如果边框、

车辆（非 0-0 街道）及分配器没有被移动或被破坏时，将会得到加分）。如

果移动或破坏树木，则会被扣分。如果树木接触到浅灰色框以外的区域，

则认为被移动。罚分也不会让队伍获得负分（参考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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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计分： 

计分的定义： “完全”的意思是任务品只接触相应的区域（不包括黑线部

分）。“部分”的意思是任务品至少有一个部分接触该区域。 

请注意：街道的每一段只能有一个防滑剂得分（记录得分最高的材料） 

任务 每个得分 合计 

清除积雪并将积雪带到雪场 

代表雪的积木在高架雪场中 5 60 

代表雪的积木 完全在雪场区域但没有进入高架雪场 3 36 

投放防滑剂 

黑色防滑剂（木屑）与 1-0 街道的各个部分接触 9 27 

蓝色防滑剂（碎石）与 1-0 街道的各个部分接触 4 12 

蓝色防滑剂（碎石）与 0-1 街道的各个部分接触 9 27 

黑色防滑剂（木屑）与 0-1 街道的各个部分接触 4 12 

将车辆拖到市政停车场 

车辆完全停放到市政停车场内 20 40 

车辆部分停放到市政停车场内 15 30 

停靠机器人 

机器人完全在起始&结束区域内停止（只有在获得其

他任务得分，不含加分项，方可获得此项任务分） 
14 14 

加分及罚分（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项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边框没有被移动或损坏 2 12 

分配器没有被移动或损坏 4 8 

0-1 或 1-0 的街道上的车辆没有被移动（不再接触初始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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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边框）或损坏 

树木被移动（接触到浅灰色方框以外的区域）或被损

坏（至少一块被损坏） 
-8 -24 

最高得分  200 

计分表 
队名：                                           第       轮 

任  务 
每个 

得分 

最高 

得分 

个

数 

总

分 

清除积雪并将积雪带到雪场 

代表雪的积木在高架雪场中 5 60   

代表雪的积木完全在雪场区域但没有进入高架雪场 3 36   

投放防滑剂 

黑色防滑剂（木屑）与 1-0 街道的各个部分接触 9 27   

蓝色防滑剂（碎石）与 1-0 街道的各个部分接触 4 12   

蓝色防滑剂（碎石）与 0-1 街道的各个部分接触 9 27   

黑色防滑剂（木屑）与 0-1 街道的各个部分接触 4 12   

将车辆拖到市政停车场 

车辆完全停放到市政停车场内 20 41   

车辆部分停放到市政停车场内 15 30   

停靠机器人 

机器人完全在起始&结束区域内停止（只有在获得其他任务

得分，不含加分项，方可获得此项任务分） 
14 14   

加分及罚分（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项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边框没有被移动或损坏 2 12   

分配器没有被移动或损坏 4 8   

0-1 或 1-0 的街道上的车辆没有被移动 

（不再接触初始位置的边框）或损坏 
6 12   

树木被移动（接触到浅灰色方框以外的区域） 

或被损坏（至少一块被损坏） 
-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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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得分  200   

本轮总分  

本轮时间  

队员签字：             、                 裁判签字：              

13、计分说明： 

13.1. 代表雪的积木完全在红色区域内的高架雪场中 

且高架雪场未被破坏➔5 分 

   

3 个雪，15 分 

3 个雪完全在区域内，

一个（在边框上）没有

完全进入红色长方形 

内。3x5 + 1x3 = 18 分 

如果赛台比场地纸大的

话，高架雪场可以被移

动到靠边框放置。仍可

获得 15 分 

   

高架雪场可以在绿色区

域内被移动，但是不能

移到绿色区域外 

雪场被移动，一个雪仍

在红色区域（1 x 5 = 5 

分）两个在外面/没有完

全在红色区域。（2x 3 = 6 

分） 

雪场被移出绿色区域，

只有两个雪仍在绿色区

域内且不完全在红色区

域内（可获得 2 x 3 =6 

分） 

13.2.代表雪的积木在雪场区域但没有进入高架雪场➔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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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雪在绿色区域内（不

论朝上还是朝下），15

分 

4 个雪在绿色区域内，而

第 5 个没有完全进入绿

色区域 

绿色线条也属于绿色区

域。这里的第 5 个雪也

可视为完全进入绿色区

域，因为它没有触碰黑

色线 

13.3.投放防滑剂 

黑色和蓝色防滑剂，我们以其中一种来举例，评分时在 0-1 的街道或

1-0 的街道上都是相同的。下图中，蓝色街道是一个 1-0 的街道，投放黑色

防滑剂每段可获得 9 分，投放蓝色防滑剂每段可以获得 4 分。每条街道被

不同的彩色线条分成三段，下图中展示街道的第 1 段，第 2 段和第 3 段。 

  

蓝色街道是 1-0 的街道，投放黑色防

滑剂每段可获得 9 分，投放蓝色防滑

剂每段可以获得 4 分。此时所有黑色

防滑剂都在街道第 1 段中，可获得一

个防滑剂的分数：9 分×1 个= 9 分 

蓝色街道是 1-0 的街道，街道的每一

段都有一个黑色防滑剂 9 分×3 个= 

27 分 

  

蓝色街道是 1-0 的街道，在蓝色街道

的中间街道上，同时出现了黑色防滑

剂和蓝色防滑剂，此时中间街道只有

一块黑色防滑剂计 9 分，蓝色防滑剂

不计分，另外两段街道各有一块黑色

防滑剂计 9 分实际得分：9 分×3=27

蓝色街道是 1-0 的街道，蓝色街道的

1、3 段街道中各有一块黑色防滑剂计

分，中间 2 街道有两个蓝色防滑剂在

错误的区域只算一个防滑剂的分数 9

分×2 个 +4 分×1 个=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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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规则 11.2：防滑剂应在街道上均匀散布，街道的每一个区域至少有一块材

料接触。用彩色的细线来分隔街道，每个街道被分成三段。每一段区域仅

可获得一块材料的得分（计算得分最高的材料）。  

   

防滑剂只接触左侧区域 

防滑剂接触两个区域，但是

只能获得一个区的分数，即

分数较高一侧的分数 

防滑剂不用完全在街道里

面，但至少要接触到街道 

  

防滑剂仍在蓝色街道上（由上面的蓝 

线决定） 

防滑剂已经不在蓝色街道中了，不能 

得分 

13.4. 车辆完全停放到市政停车场内➔20 分 

   

两辆车均完全停靠在停车

场内 

车辆停在停车场内（蓝线也

视为该区域一部分） 
车辆也可以侧面着地 

13.5.车辆部分停放到市政停车场内➔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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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车完全在停车场内，另一 

辆车部分停在停车场内 
车辆部分停在停车辆内 

       

13.6. 机器人完全停靠在起始&结束区域内 分 

（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项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机器人的垂直投影完     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     如果机器人垂直投影 

在起始&结束区域内      在区域内，连接线在    没有在起始&结束区域

外面，也得分。         内则不得分。 

13.7. 边框没有被移动或损坏➔2 分 

  

没被移动得 2 分 

（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

移动但仍在浅灰色区域内，仍可获 

得 2 分（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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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足加分项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被移出浅灰色区域，0 分 被损坏，0 分 

 

13.8.分配器没有被移动或损坏➔4 分 

  

没被移动，每个 4 分 

（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项

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移动但仍在浅灰色区域内，每个仍可得 4

分，（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

项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被移出浅灰色区域，0 分 被损坏，0 分 

13.9. 0-1 或 1-0 的街道上的车辆没有被移动（不再接触初始位置的边框）或

损坏➔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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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被移动，6 分 

（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项

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移动仍接触灰色长方形，6 分 

（只有在获得其它任务得分，满足加分项

规则 后才可以获得加分） 

  

被移出灰色长方形，0 分 被损坏，0 分 

 

13.10. 树木被移动或被损坏➔-8 分 

   

移动，但仍在浅灰色区域

内，不扣分 

接触到浅灰色以外的区

域-8 分 
被损坏-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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