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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VEX亚洲公开赛深圳分区赛

2017-2018VEX 亚洲公开赛深圳分区赛专题报道

       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教育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发展科技创新型教育是时代的趋势。
机器人教育是进行信息技术教育的有效载体，秉承着STEM教育理念，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于2017
年11月18日-19日在深圳市育新学校举办了深圳分区赛。

      2017-2018 赛季VEX 世界锦标赛将于2018 年4 月在美国路易斯维尔举行。爱因斯坦联盟作为
VEX亚洲地区的赛事组委会及赛事承办方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年都会向世锦赛输送多支
中国区的优秀队伍。

原创 2017-11-26 iSTEMn 爱因斯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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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区赛开幕式现场

竞赛主题

VEX IQ 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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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区赛开幕式现场

竞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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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Mster 比赛的场地如图所示，此竞赛适合小学&初中的学生参赛，在VEX IQ 团队协作挑
战赛中，需要由两台机操作手控制的机器人组成联队一起完成任务。在机器人技能挑战赛中，一个

几人尝试尽可能多的得分。

              此次VEX亚洲公开赛深圳分区赛中
IQ组联赛冠军为

深圳福田园岭小学27273C&272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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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Mster 比赛的场地如图所示，此竞赛适合小学&初中的学生参赛，在VEX IQ 团队协作挑
战赛中，需要由两台机操作手控制的机器人组成联队一起完成任务。在机器人技能挑战赛中，一个

几人尝试尽可能多的得分。

              此次VEX亚洲公开赛深圳分区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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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分区赛IQ联赛季军
香港廠商會学校10863A

   深圳福田园岭小学27273B

 此次分区赛IQ联赛季军为
深圳福田园岭小学27273D

深圳黉园儒子创新教育中心7683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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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分区赛EDR联赛冠军为

香港廠商會学校7984A

Free Union 1690 X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865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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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廠商會学校7984C

搭搭乐乐机器人活动中心3322C

深圳外国语学校东海附属小学17002A

28/11/2017 ��11:372017-2018VEX����
��	


�� 1/13http://mp.weixin.qq.com/s/mb2ndHQC4IqItrajaq-jzA

2017-2018VEX亚洲公开赛深圳分区赛

2017-2018VEX 亚洲公开赛深圳分区赛专题报道

       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教育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发展科技创新型教育是时代的趋势。
机器人教育是进行信息技术教育的有效载体，秉承着STEM教育理念，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于2017
年11月18日-19日在深圳市育新学校举办了深圳分区赛。

      2017-2018 赛季VEX 世界锦标赛将于2018 年4 月在美国路易斯维尔举行。爱因斯坦联盟作为
VEX亚洲地区的赛事组委会及赛事承办方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年都会向世锦赛输送多支
中国区的优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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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  Robot  Skills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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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  EDR 步步为营

       in  the  zone 比赛在有金属和塑料板围栏的12英尺发泡塑料场地上进行，场上有80个得分
物，可以堆放在10个得分体上，一些的分体可以放置在得分区中得分，队伍也可以通过搭建不同种
类的最高栈和比赛最终将车停在停车区来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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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R Robot  Skills Champion

Free Union  169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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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VEX亚洲公开赛深圳分区赛

2017-2018VEX 亚洲公开赛深圳分区赛专题报道

       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教育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发展科技创新型教育是时代的趋势。
机器人教育是进行信息技术教育的有效载体，秉承着STEM教育理念，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于2017
年11月18日-19日在深圳市育新学校举办了深圳分区赛。

      2017-2018 赛季VEX 世界锦标赛将于2018 年4 月在美国路易斯维尔举行。爱因斯坦联盟作为
VEX亚洲地区的赛事组委会及赛事承办方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年都会向世锦赛输送多支
中国区的优秀队伍。

原创 2017-11-26 iSTEMn 爱因斯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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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 亚洲公开赛预告

2017-2018赛季VEX机器人亚洲公开赛预告
中国·苏州
1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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