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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是機械人比賽的地方。
 ĥ 包含一個場地墊，放在一個有框的賽枱上。賽枱上擺放了任務模型。

 ĥ 場地搭建套裝包含場地墊和搭建任務模型的樂高零件

 ĥ 搭建任務模型的說明書可以在以下網址找到：http://www.firstlegoleague.org/missionmodelbuildinginstructions

 ĥ 如何搭建賽枱以及如何擺放賽枱上的模型請見下文…

賽枱搭建
機械人比賽在專門設計的賽枱上進行，因此你需要搭建一個賽枱進行練習。考慮到成本、安全性、高度和重量，我們設計了一個簡單的賽
台，但是只要你的表面平整、界牆的大小和位置適當，底座結構可以隨意搭建。搭建很簡單，但是需要一些木工技能。

在比賽中，兩張賽北邊對北邊的放置，但你只在一張賽枱上進行比賽，所以你只需搭建一張練習賽枱進行練習即可。

仿製牆

歷年機械人挑戰部份，最少有一個「共同的」任務模型，一部分在你的賽台上，另一部分在對手的賽枱上。所以除了搭建自己的賽台之外，
還有搭建一部分對手的賽台，這樣才能支撐共同的任務模型。
以下是搭建一張練習賽枱加上一道仿製牆的指南：

材料

材料 數量

場地安裝套裝（任務模型樂高零件、和Dual Lock™) 1

砂光膠合板（或其他平滑的板子）尺寸為 96」 X 48」 X 至少3/8」 (2438mm X 1219mm X 10mm) 1

夾板, 8’ (2438mm)  [實際橫截面 = 1-1/2」 X 2-1/2」 (38mm X 64mm)] 6

啞黑漆 1品脫 (1/2升)

粗的鋼牙螺絲, 2-1/2」 (64mm) 1/2 磅 (1/4 千克)

鋸木架，大約高 24」 (610mm)，寬為36」 (914mm) 2

Parts
零件 來自 尺寸 油漆 數量

賽台表面 (A) 膠合板 96」 X 48」(2438mm X 1219mm) 否 1

長邊框 (B) 夾板 96」 (2438mm) 是 3

短邊框(C) 夾板 45」 (1143mm) 是 2

加固物 (D) 夾板 48」 (1219mm) 否 4

鋸木架 購買   H= 24」 W =36」   (610mm) (914mm) 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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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
步驟1 – 決定膠合板(A) 的哪一面最不光滑，將其作為底面。在底面上，定位、固定並擰上加固物(D) (每個大約18」 或457mm)。確定
螺絲頭齊平，如果有碎片則要用砂紙磨掉。 

步驟2 – 在膠合板的頂面，沿著頂部的周長定位、固定並擰上邊框(B,C) 。
 ĥ 裝好的邊框的尺寸必須為W=93±1/8」 X  L=45±1/8」 (2362±3mm X 1143±3mm)

 ĥ B和C的高度必須為，最大：3又15/16英寸（100毫米），最小：2又1/2英寸（64毫米）

 ĥ 同一個比賽中，所有賽台的所有的邊框必須有相同高度， 而這高度與你的練習賽台的高度可能有所不同。

步驟3 – 在另一個人的幫助下，將賽台放在一個短的鋸木架上（或者板條箱或任意短小而堅固的東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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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墊的放置
步驟1 - 用真空吸塵器清掃賽枱表面。墊子下有任何小顆粒都會造成麻煩。清掃後，用手撫摸賽枱表面，磨掉或挫平任何突出的部分。然
後再次用真空吸塵器清掃。 

步驟2 - 在清掃過的表面（不要在可能沾上顆粒的地方展開地墊），展開場地墊讓圖案朝向，北部邊緣靠近北部/雙邊框，防止場地墊因
卷起而變曲。 

步驟3 - 場地墊的設計比場地的表面小。滑動地墊，確保在場地墊的南部邊緣和南邊的邊框之間沒有空隙。按照東、西方向固定場地墊
的中心（左右保持相等的空隙）。 

步驟4 -在他人的幫助下，拉住地墊的另一端，將摺痕處撫平，並再次檢查步驟3的要求。地墊可能還會起摺痕，但是長時間後就會鬆弛。
一些隊伍會使用吹風機加速撫平摺痕的速度。 

步驟 5 - (非必需) - 可以在東、西兩邊使用黑色細膠帶以固定場地墊。在貼上膠帶時，膠帶只能夠張貼在場地墊的黑色邊線上，以及賽
枱上的水平面，不能張貼在邊框上。 

步驟 6 - 在設置一個完整的比賽場地時，兩張賽枱北對北地固定，不需要使用虛擬牆壁。兩個賽枱之間的邊框總寬度必須在3" 
(76mm) 至 3-15⁄16" (100mm)之間。 

場地維護
製作任務模型
使用場地套裝中的LEGO零件和本節的說明搭建任務模型。 一個人大概要花四到五小時，所以由一個小組來做。如果隊員少有或沒有
用LEGO零件搭建的經驗，製作任務模型是學習的好方法。這一步也是新隊員們相互瞭解的好機會。

品質
模型必須是完全按指示搭建，沒有任何錯誤。 「幾乎完全正確」是不夠好的。 很多參賽隊在搭建模型時有一些錯誤，用了不正確的模
型練習。這些參賽隊以後在有正確模型的場地上比賽時，機械人失誤了。參賽隊伍因此為失敗而錯誤地抱怨機械人、賽事組織者或運氣
不佳。最佳的估法應是幾位隊員一同檢查場件。

練習枱設置 比賽枱設置



FIRST® LEGO® League  ||  2018/2019 機械人競賽 場地設置  ||  Page 5

任務模型的放置

子母扣
有些模型要固定在場地紙上，另一些則只是間單地放在場地紙上。在需要固定模型的地方，有一個內含「X」標記的方框。模型是用3M公
司可重複使用的緊固材料（稱為「子母扣」）來固定在場地紙上的，它們與LEGO元件一起放在場地套裝中的半透明包裝袋中。子母扣的
兩面壓在一起時，它們就粘住或「鎖」住了，但是，為了便於運輸和存放，你也可以解開它們。在模型上運用子母扣只需要一次。以後，模
型能簡單地鎖在場地紙上或解開。使用子母扣的方法是： 
 
步驟1 – 把方形子母扣膠面向下粘在場地紙上每個帶 標記的方框中。若果是半格的方框，把方形子
母扣剪成一半。

步驟2 – 在每個粘好的子母扣上面壓一個膠面向上的方形子母扣，把它們「鎖」住。

步驟3 – 把模型對準標記，下壓到方形子母扣上。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注意：
 ĥ 有些模型看起來是對稱的，但它在某些地方是個有方向性的模型。

 ĥ 確保每個方形子母扣準確地粘在場地紙的方框裡，每個模型準確地覆蓋住它在場地紙上的標記。

 ĥ 向下按壓模型時，要按壓它最下面的穩固結構，不要把整個模型壓碎！如果以後要把模型從場地紙上
分離，也是向上拉那個結構。

任務模型

太空旅遊斜坡 + 你們隊伍的太陽能板– 這兩組模型是搭建在一起，並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把你們隊伍的太陽能板移至中間位置，不要
傾斜至任何一個方向。

         太空旅遊斜坡 及 你們隊伍的太陽能板               你們隊伍的太陽能板              你們隊伍的太陽能板的預備狀態

飛船裝備 (小車)  – 把補給品及機組人員放在基地，並將太空載具放到太空旅遊斜坡 的橙色部份。它需要面向東方，向西方後傾。

 補給品 機組人員 太空載具 

 提示

用方形子母扣自帶的蠟

紙而不是用手指。

 提示 

對於大型和/或柔軟的模型，

每次可以按壓一至兩組子

母扣，你不需要一次過按

壓所有子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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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星 – 把衞星V及衞星C放在基地，並把衞星X沒有固定的放在標記上，如下圖一樣。

 衞星 V 衞星 C 衞星 X

流星體 + 流星體的環 + 流星體收集器 – 把流星體的環放在標記上，把其中一個流星體放上去。另一個流星體則放在基地。把流星體收
集器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

 流星體的環 流星體 流星體收集器

居住艙 + 居住艙組件 + 太空人 – 把居住艙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而居住艙的白色延伸部份需要向北邊延伸。把太空人如圖放在白色
部份，他的面罩需要放下，腳向下，手臂向上至指定水平，而圈則以場地墊為參考直立著。把插座組件插入南方端口，LEGO顆粒(stud)向
上。把圓錐體組件插入東方端口。把管道組件放到基地。

 居住艙 太空人: “格哈德” 如圖放好

 插座組件   圓錐體組件 管道組件 居住艙的預備狀態

核心樣本位置 + 核心樣本 – 把核心樣本位置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把軸心指向東方。把核心樣本穿到軸心上，LEGO顆粒(stud)向東，
次序如下: 表岩屑，氣體，水，最後表岩屑。 
 

 核心樣本位置 表岩屑核心樣本 氣體核心樣本 水核心樣本 核心樣本位置的預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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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機 + 2X4 樂高磚 – 把3D 打印機 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然後把2X4樂高磚載到東方的托盤，再完全推入打印機中。 
 
 

 3D 打印機 2X4 樂高磚 3D 打印機的預備狀態

懲罰圓磚 – 把六塊懲罰圓磚放到東南邊的白色三角形範圍，讓裁判取得。 
 

 懲罰圓磚

天文台 – 把天文台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並轉動指針使它指著黑色圓點的中心，如下圖一樣。 

 天文台 天文台的預備狀態 

發射台及太空船 – 把發射台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而太空船在倒下來的位置。 
 

 發射台的預備狀態

隕石坑 – 把隕石坑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並把閘升到最高位置。 

 隕石坑 閘 隕石坑的預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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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生產室 – 把食物生產室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它的推杆面向南方並向南方推至盡頭。 
 

 食物生產室的推杆 食物生產室的預備狀態

登陸器 – 把登陸器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把登陸器部件如圖組裝好，它的卡其色軸心需要在灰色洞內。把登陸器如圖夾在機關內，並把
安全鎖按下。

 登陸器機關 登陸器部件 登陸器 夾好的登陸器 Lock Lever Down/East 登陸器的預備狀態

運動機 – 把運動機固定在場地墊的標記上。把指針向東北方向推至盡頭。把力量杆向下推至最盡頭。 

 指針 力量杆 運動機的預備狀態

基地 – 如上述的描述，把六樣物件放到基地的任何地方：管道組件、一個流星體、機組人員、補給品、衛星V及衛星C。 

 Base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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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的預備狀態

場地維護
邊框
將所有碎片移走並蓋住洞口。

場地紙
確保場地紙貼緊南方牆，東、西置中。不要用會遺留殘渣的東西清理場地紙。任何殘留物、粘或滑的物品會影響機械人的性能（很多錦標
賽會使用新的場地紙）。使用吸塵器和/或濕布清除膜上和膜下的灰塵和碎屑。如要清除標記，可嘗試用白色橡皮。如果為了運輸和存放
而移動場地紙時，要保證不使它折彎，否則會影響機械人的運動。錦標賽使用新場地紙時，應在賽前盡可能早地把它展開鋪平。為了控制
場地紙東西兩邊的捲曲，可以使用黑色膠帶，膠帶與場地紙的最大重疊不得超過0.25"」（6 mm）。發泡膠帶不允許使用。子母扣不得放
在場地紙下面，除用它固定模型外，不得把它挪作他用。

任務模型 
經常整理和緊固模型的連接部分保持其原始狀態，檢查轉軸，更換彎曲的元件，確保轉軸能自由轉動。經常檢查繩圈沒有變型，如有，把它

矯正過來。
 
 

 U型繩圈  下垂繩圈  鐘型繩圈 

 良好 變型 變型

北

南

西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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