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校内赛管理制度 

 

一、项目简介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校内赛是大疆创新在校园推出的工程思维培养计划，学生

在学校里学的各方面知识，需要通过一个实践的方式去学会应用，而科技竞赛恰好能

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相比起 RoboMaster 机甲大师大赛，校内赛是一个人数较

少，投入较少，任务量更为紧凑的项目。让学生把课堂上刚学到的知识转化成为一个

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更清楚自己是否适合做技术，不适合做技

术的人会很快重新选择定位，避免毕业后做了自己不适合的工作。乐于做技术的人会

在此提高自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团队意识，学会进度把控，这对于今后

参加大型竞赛都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在毕业或者科研的时候，他们才能更好的适应社

会中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快速进入解决问题的模式，找准矛盾点。 

 

二、申请条件 

1、 以学校或是院系为单位通过发送邮件至组委会官方邮箱：robomaster@dji.com

申请举办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校内赛，需要有赛事负责人（该校在职教师）、赛

事项目管理、赛事宣传各一名； 

2、 校内赛参赛人数不少于 150 人； 

3、 若多校联盟举办校内赛，则需要以一个学校主办，负责比赛的申请，场地的搭建、

比赛的筹办以及比赛结果反馈等。 

 

三、申请流程 



 

登录RM官网

（www.robomaster.com）
点击“校园生态”板块下的

“校内赛”

下载官方提供资料
（申请表格、管理制
度、官方规则），认

真阅读

打包申请资料（申请
表格、计划书、规

则），命名为“2018

校内赛申请+校名”
邮件发送至

robomaster@dji.com

主办学校可以直接采用组委会的官方规
则（每年都会更新），也可以根据官方
规则做小幅度修改。但学校修改的规则
需要上传通过组委会审核是否可以使
用，如果不通过，则需要采用官方规则

（可在报名页下载查看）

组委会审核

驳回申请

通过申请

举办RoboMaster机

甲大师校内赛

组委会收到申请后会对校内赛的方案进
行审核，审核主要方面如下：举办的规
模，规则方案，整体安排等；一周内会
联系举办学校，告知是否通过审核，如
若通过审核，将确定细节后签订校内赛

合作合同，合同需盖学校或院系公章；

RoboMaster机甲大师

校内赛申请流程

 

四、举办流程 

前期方案完善、筹备 

线上、线下宣传报名

报名阶段

报名截止、公布名单

安排多次培训、

节点考核

参赛基数大的可以进

行多轮预赛等筛选

RoboMaster机甲大师

校内赛举办流程

比赛宣传

最后比赛阶段 颁奖/闭幕仪式

资料回收

（方案、规则、素材）

总结文案、

新闻稿发布
 



 

五、合作形式 

RoboMaster 组委会方： 

1、 授权冠名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校内赛品牌 

2、 开放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比赛物资及大疆创新全新列产品教育折扣 

3、 现金 10000 元或者 RoboMaster 机甲大师等值比赛物资，同时根据举办效果给予

0-6000 元的额外校内赛费用报销额度 

4、 前期招生的宣传物资支持，比赛期间官方平台的同步宣传等 

5、 必要的技术支持 

学校方： 

1、 制定详尽的比赛安排以及规则修改（如适用） 

2、 组织校内赛的前期宣传及宣讲会、培训及考核 

3、 比赛场地的制作及相应物资的准备 

4、 整个比赛的安排和执行 

5、 人才的选拔、资料的整理和反馈 

 

六、比赛反馈 

校内赛举办结束后，需在两周内打包如下资料交与组委会进行反馈： 

1、 宣讲会、招新、培训、备赛、正式比赛等环节的照片（可以从举办方、观众等多渠

道收集活动照片，但必须提供 10 张以上清晰优质照片供官网展出使用，希望负责

人安排同学负责照片拍摄工作）； 

2、 正式比赛环节的录像视频； 

3、 选拔出的学生名单，信息及评价； 



 

4、 校内赛的整体报告，包括报名情况，分组安排，培训内容，比赛结果，效果评估及

改进意见等； 

5、 校内外影响力表现（如有），包括但不限于校方自媒体平台的点赞量或转发量、校

内外媒体报道、校方官网推送等； 

6、 在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论坛的“校园生态”版块里发帖，更新这届校内赛的整

体活动安排。 

 

七、考核评估 

组委会会以积分制的形式，根据校方提交的资料反馈以及现场效果进行考核，来

决定下一年是否继续授权该校主办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校内赛，并且根据考核结果

来给予积分奖励与额外奖励。 

校内赛考核评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数是否达到要求，或者有超出预期的参与学生数； 

2、 整个校内赛在学校的影响力大小（校内外媒体报道、校方官网推送、自媒体平台转

发量等）； 

3、 整个比赛流程安排是否合理，比赛是否顺利完成； 

4、 赛后资料的反馈是否用心与完整（比赛照片、视频、相关报告）； 

5、 最终双选后进入 RoboMaster 机甲大师参赛队的人数及质量。 

 

(一) 积分奖励（将根据积分结果决定） 

每所申办成功的学校将获得组委会赞助 10000 元现金或等额物资，同时将根据每

所学校举办的效果计算所得积分，不同的积分等级将获得不同的额外报销金额奖励： 

项目 加分 



 

首次（未经组委会审核驳回）申请资料完善 +1 

首次校内赛计划书

内容完善 

含活动策划（方案拟定、日程安排、活动流程、人

员安排、风险评估等） 

+2 

含宣传推广方式（宣传方案、宣传时间节点、渠道

规划、预估规模等） 

+2 

含经费预算（物资清单、经费估算、支出付款方式

等） 

+2 

规则方案 

首次提交即通过组委会审批 +1 

首次提交直接使用官方规则 +1 

校方修改官方规则优秀方案加分 +1~2 

赛前推广 

*赛前全部推

广结束后向组

委会提交加分

申请，附推广

证明链接、照

片、视频等 

线

上 

每采取 2 种线上宣传渠道（微信、微博、QQ、学

院大群推广等） 

+1 

每 2 个校级有影响力大号协助推广 +1 

每 2 篇推文阅读量高于 1500 +1 

线上推广创意加分 +1~2 

线

下 

每采取 2 种线下宣传渠道（摆摊、扫楼、班级宣

传、人流密集处张贴海报等） 

+1 

每 2 次参与人数足够、宣传画面佳的线下推广活

动成功举办 

+1 

线下推广创意加分 +1~2 

成功报名并参赛人数每 200 人 +1 

赛制完善加分 

设有笔试/方案答辩等非比赛形式等考核机制 +1 

设有初赛/预选赛/热身赛等比赛形式考核机制 +1 

每安排 2 次校内赛技术相关的公开培训课程 +1 

决赛（最终比赛） 

现场观众热闹程度加分 +1~2 

整个比赛流程安排加分（合理、流畅、创新等） +1~2 

场地布置加分（大气、用心、RMlogo 及二维码露

出） 

+1~2 

现场设平台播放 RM 大赛、动画的宣传片并附讲

解 

+1 

资料数据回收 
宣传活动、培训、比赛现场等校内赛相关照片、视

频（质量、多样化、数量）加分 

+1~5 



 

活动总结文案、新闻稿质量加分（内容、排版、阅

读量）总结内容需要包括：承办校内赛的流程、成

功举办的攻略、举办后收获的东西等干货分享 

+1~5 

总结文案多渠道推广（微信、微博、论坛等）加分 +1 

对校内赛选拔的优秀学生信息整理并作出评价，反

馈最终被选入校内 RoboMaster 机甲大师参赛队

的人数及质量 

+1 

 

分数 奖励 

分≤20 没有达标，不继续授权该校主办校内赛资格且不发放校内赛额外

奖励 

20<分≤24 基础分，除基础赞助金额 10000 元（或等额物资物资）外，再提

供 1000 元上限的校内赛费用报销额度（需开具符合组委会要求

的增值税发票），并根据实际评估发放额外奖励（额外奖励见下方） 

24<分≤28 表现良好，除基础赞助金额 10000 元（或等额物资物资）外，再

提供 2000 元上限的校内赛费用报销额度，并根据实际评估发放

额外奖励 

28<分≤32 表现优秀，除基础赞助金额 10000 元（或等额物资物资）外，再

提供 3000 元上限的校内赛费用报销额度，并根据实际评估发放

额外奖励 

>32 表现超群，除基础赞助金额 10000 元（或等额物资物资）外，再

提供 6000 元上限的校内赛费用报销额度，并根据实际评估发放

额外奖励 

年度奖励 年底根据各校举办校内赛获得的分数高低评选年度校内赛举办优

秀典范奖，奖励 DJI 产品（具体产品每年会做出相应合理调整） 

第一名：Phantom4 Pro 一台 

第二名：Mavic 套装一个 

第三名：Spark 套装一个 

优秀奖：Osmo mobile 一台 

 

(二) 额外奖励（将根据评估结果决定） 



 

1、 对于优秀的获奖学生，组委会将颁发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校内赛的官方证书； 

2、 对于优秀的获奖学生给予大疆创新的产品作为奖励； 

3、 开放 RoboMaster 机甲大师夏/冬令营或实习优先推荐名额给予校方； 

4、 将校方作为 RoboMaster 机甲大师产品的第一批使用方，包括但不限于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新产品或是新开发的教学用具等。 

 

八、组委会权益保障 

RoboMaster 官方组委会为符合条件举办校内赛的队伍提供物资和其他支持，承办

队伍也需相应保证官方在校内赛宣传中的以下权益： 

1、 校内赛名称中需包含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比如：XX 大学 RoboMaster 机甲大

师校内赛、XX 大学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步兵对抗赛等，如比赛有其他主题，需

在后面加上“暨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校内赛”或在副主题中出现，并保证和比赛

名称的同时出现； 

2、 RoboMaster 组委会应出现在“合作单位”、“协办单位”等栏； 

3、 所有校内赛的宣传物资均需出现 RoboMaster 机甲大师名称及官方 logo； 

4、 在进行校内赛宣传时，应对 RoboMaster 机甲大师有相应介绍，比如：RoboMaster

机甲大师比赛赛制、规则、参赛队伍、2018 年比赛、历届比赛情况、官方宣传片、

纪录片等； 

5、 在提及 RoboMaster 组委会提供的研发及宣传物资时应注明出处，“由

RoboMaster 组委会提供”； 

6、 在对学校或队伍二维码进行推广时，需附上 RoboMaster 官方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7、 比赛场地中需要有 RMlogo 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