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集现代制造技术、新型材料技术和信息控

制技术为一体，是智能制造的代表性产品。习近平总

书记曾评价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这

也体现出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成为我国打造“制造强

国”的一个有力抓手。少年强则国强，所以我认为一

本能够贴近孩子的机器人杂志对于影响和启发未来国

家的科技人才十分重要。     
 

 

             
        —

中国工程院院士

机器人主题涉及当今许多前沿领域的科学，是机械、

电子、传感器、计算机、通信、材料、人工智能等众多交

叉学科的研发与应用综合载体，能够展现相关技术的最新

研发成果与趋势。所以，机器人技术领域的科普刊物《爱

上机器人》恰逢其时，以“机器人”为科普宣传的切入点，

打造机器人技术的应用、教育与交流平台，推动创新与交

流，广泛传播新兴科学，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引导及培养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未来人才。

—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 张

建伟

机器人是机械、结构、电路、编程、设计和控制等多学科融合的产物，

学习机器人是开发孩子智力，锻炼动手动脑能力的优秀科目。通过机器

人的制作、调试、训练和比赛，孩子可以学会与机器打交道，培养和机

器的亲近感，建立人机共生的意识。这些都是未来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

生存技能。

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每一种兴趣爱好都值得尝试，播下机器

人的种子，收获的将是整个世界。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翁恺

祝福《爱上机器人》杂志，引领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融合人工智能和各种不同的新技术，共同探索科学的道路，

改善人类的生活。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与创新业务部总监 徐茂容

到 2050 年，没准会有机器人可以独立思考，

可以生孩子，这种物种会带着人类所追求的自

由、平等、博爱这些几十万年积累的生存经验，

在宇宙中传播开来——与其他的硅基生命共同构

成宇宙机器人联盟。祝福《爱上机器人》杂志越

办越好！

—北京景山学校创客名师  吴俊杰

机器人是孩子们最好的学习伙伴，也是实施创客教育、STEAM 教育

的最好载体。正是出于对机器人的酷爱，我带着学生做了很多有趣的跨学

科学习的项目研究。我相信《爱上机器人》杂志将会成为学校创客空间中

必备的杂志之一。

—温州中学创客名师、教育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研制项目组成员 谢作如

《爱上机器人》充满创意的机器人项目让

人沉浸，由浅入深的制作过程不但能学，还能

亲自做，机器人的魅力尽在其中。

—
DFRobot 创

始人 /CEO 叶琛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度需要培育科技创新文化底

层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积极培育科技创造性人才。

机器人格斗这项运动的社会意义，在于引发民众对

青年创造力新一轮的关注热潮，让科技创新成为主

流的青年文化。祝福《爱上机器人》越办越好！

—
创客星球创始人、KOB 机器人格斗

大赛创办人 茹晨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

发展，机器人逐渐成为

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伙伴，

同时它也将成为众多新

科技（例如智能感知、

自动控制、机器学习、自然

语言处理、新能源、新材料）的承载平台。因此，让小朋友从小就

开始接触机器人、学习机器人、研究机器人甚至喜欢上机器人，对儿童

成长和社会进步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系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  郑征

机器人融合了多个学科知识，也能够让青少年轻松动

手实践，是学习知识和锻炼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的

非常好的载体，很高兴看到国内有专门的针对青少年的机

器人杂志出现，希望这本杂志能够引领更多的青少年进入

机器人领域。

                 —Makeblock 创始人  王建军

创科导航，
激发

潜能，培育精
英，

兴国利群。

—中国香港

《无线电技术》

杂志主编 

陆明机

这是一本围绕机器人展开的人工智能科普杂志，欢迎未来的发明家！

启迪心灵，智创未来。真诚祝愿《爱上机器人》

成为孩子、家长、老师喜爱的科普读物！  —盛通股份  杨浩

—
机器人创客先驱、

《机器人制作入门》实力作者  臧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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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5 日，身为插

画作者的我通过《尚漫》

杂志美女主编的举荐，承接了

《爱上机器人》杂志封面创作的

任务，有关封面插画和杂志形象

设计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编辑部对杂志封面的最初

设想是：杂志定位于向青少年读

者介绍机器人相关资讯，插画

主题为少年少女 + 巨大机器人。

我们围绕插画中的机器人形象

开始讨论。我邀请了资深高达爱

好者、高达中国版连载漫画的主

笔之一陈岳加盟设计，杂志形象

A 型系列出炉（见图 1）。

经过讨论，大家初步确定了

图 1 中第二款方案作为设计蓝

本。确定了形象，封面草图——

初号机器人和小女孩在超市疯狂

购物也随之出炉（见图 2）。

由于创刊号的专题确定为

机器人竞赛，编辑部重新把插

画主题确定为一个男孩或女孩

控制小机器人进行格斗比赛（见

图 3）。鉴于现实的比赛中用得

最多的是车型机器人，我把擂台

上的机器人的腿换成了轮胎和

履带。

  杨飞

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又激

发了新的创意火花：从中国古

代文物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

元素，彰显文化自信。编辑们

推荐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

陶鹰尊作为设计原型，我设计

出了新的机器人形象（见图 4）。

机器人外壳有青铜器纹饰，头

顶还有龙纹装饰，颇有古代神

秘装置的感觉。

后来，有人提到鹰在中国

并不是很有代表性的动物，而最

能代表中国的，自然就是国宝大

熊猫了。很快，我有了新的设计

方案（见图 5）。

大家看过之后希望这个熊

猫机器人再瘦一点，头大身子小

比较可爱。为了体现机器人元

1

2 3

机器熊猫
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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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我国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出台，机器

人竞赛成为了一个热门词。而机器人竞赛对于很多

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最近几年经常会在

各种媒体，包括互联网上，看到各种机器人比赛的

信息；陌生的是，怎么参与机器人比赛，机器人比

赛到底比什么，哪些比赛的水准更高，以及比赛的

模式是怎样的等。

机器人竞赛，看似是机器人的一场比赛，但其

实背后除了是一个国家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状况的展示之外，也是一个国家对未来教育方向的

一种研判，还是一个国家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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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概述

2003 年 11 月， 中 国、 日 本、 韩 国 和 新

加坡等国家的机器人教育机构联合发起并成

立了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World 

Robot Olympiad，以下简称 WRO）委员会，

旨在组织世界各地青少年以友好的方式参与机

器人竞赛，培养机器人爱好者思考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WRO 是国际上最具有知名度的机器人竞

赛之一，其主要影响范围为亚太地区。

◎赞助商

WRO 赛事起初是由乐高 (LEGO) 公司和

本地的教育机构联合举办的，因此该赛事的项

目所用器材上自然而然地偏重乐高器材。随着

赛事连年举办，其影响力逐步增加，吸引了其

他多个机器人领域的知名企业加入。

◎奖项设立

比赛按参赛项目和年龄组分别设立冠亚季

军。各单项赛事设多个荣誉奖项。一般来说，

协办企业、单位设立若干专项奖。

World Robot Olympiad（WRO）

WRO竞赛中文官方网站：http://www.wroboto.cn/

  韦文潮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

◎参赛对象

凡竞赛前在校就读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均

可参加。参赛队伍一般以学校或培训机构为单

位申报和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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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文潮

竞赛概述

FIRST LEGO League（FLL），译为 FIRST 乐高联赛，是 FIRST 组织和乐高集团的一个合作项

目。FLL 是一个针对 9~16 岁孩子的国际比赛项目，每年 8 月， FLL 向全球参赛队伍公布年度挑战项

目，这些项目鼓励孩子们用科学的方式去调查、研究以及自己动手设计、制作机器人。孩子们使用乐高 

MINDSTORMS 产品和乐高积木在辅导员的指导下对机器人进行设计、搭建、编程来模拟解决现实世

界中的问题。同时，主办方还设有一个适合 6~9 岁儿童参加的小型赛事——FIRST 少儿乐高联赛。

比赛过程中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有学习、互助、良性竞争和共同成长，这些都是团队合作的基础，

同时也是 FLL 项目的基石。

主办单位

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ST) 是发明家迪安·卡蒙于 1989 年创立的一

个国际性青少年组织，它组织并举办 FIRST 机器人竞赛、FIRST

乐高联赛、FIRST 少儿乐高联赛、FIRST 科技挑战赛，它的目标

是激发青少年对科技的热情，并激励他们在工程领域和科技领域

方面不断拓展。
FIRST 创始人迪安·卡蒙（Dean Kamen）

FIRST 乐高联赛
FIRST LEGO League, FLL

历史沿革

FLL 作为 FIRST 成立之初就开始策划

的赛事之一，于 1998 年启动，首届比赛于

1999 年正式举办。至今（2018 年），其

比赛形式和参赛方式都没有根本性变化。但

随着比赛影响力扩大，赛事规模从最初只有

2 个国家的 975 支队伍参加，至 2018 年，

已增加到 88 个国家、超过 32000 支队伍

的 255000 多名选手参加。右图列出了历年

比赛项目的主题。其比赛赛台的样式尺寸不

变，但每年的主题和竞赛物品均有变化。 FLL 历年比赛项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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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教育体系中，各国都在不断寻找具有成本效益、令人兴奋的方式来实现学科与技术的整合，为

新时代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奠定基石。世界需要今天的学生成为明天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解决问题的

领导人，并且在众多领域创造出用技术来解决问题的丰腴机会。 

对所有社会成员来说，了解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技术是很重要的，机器人技术不仅在各个教学领域具有独特

而广泛的吸引力，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技术领域。如今，大部分学校为了做出自身的校本特色，

往往会选取有价值的项目来充实课程，以满足学生不断提高的学习水平。目前，极被倡导的 STEM（Science

科学、Technology 技术、Engineering 工程、Mathematics 数学）教育核心就在于机器人教育，机器人教育

为 STEM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组合，已成为可以直接用来教学的可行工具，其课程优势正在被部分教育工作者

挖掘并发现着，它能让学生像工程师、艺术家、技术人员一样，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去创造不一样的未来。

VEX 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

VEX系统的起源概述

系统的 VEX 课程

VEX 课程是卡耐基·梅隆大学（CMU）历时 5 年、投资 400 万美元为学校教育编写的一门机

器人实践课程 , 它是一门基于 VEX 机器人设计系统供学生进行创新活动且饱含 STEM 教育理念的实

践课程。VEX 课程计划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 , 主要包括 : 移动机器人、机械臂、机械化自动、装配生

产线、机械系统、人工智能、安防系统的模拟装置、封闭环境下的大气控制、小型住宅结构设计、小

型城市控制系统模型等。

REC Foundation——美国机器人教育与竞赛基金会

备受全球关注的 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由全球最大的机器人赛事平台 RECF（美国机器人教育

与竞赛基金会）主办，常年得到 NASA、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高校、企业的赞助和协办，赛事宗旨是：

以科技为本，给所有青少年提供获得科技和交流以及展现自己才能的平台，激发他们的科技潜能，成

就他们的科技梦想。

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

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于 2003 年在美国创

办，每年吸引着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万

青少年参与选拔，针对不同组别有不同等级的竞

赛项目。每年获得大赛认可并取得奖项的学生，

在申请世界级学府的简历上占有一定优势。目前，

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

证为全球参加人数最多的机器人赛事。2017 年

度 VEX 机器人世锦赛在参赛地区、人数和影响力

  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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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竞赛概述

参赛方式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CARC）创办于 2001 年，是中国科协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的一项将知

识积累、技能培养、探究性学习融为一体的普及性科技教育活动。竞赛为广大青少年机器人爱好者在电

子信息、自动控制以及机器人高新科技领域进行学习、探索、研究、实践搭建成果展示和竞技交流的平

台，旨在通过富有挑战性的比赛项目，将学生在课程中学到的多学科知识和技能融入竞赛过程中，激发

学生对工程技术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动手实践能力和团队精神，提高科学素质。CARC

自 2001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举办 17 届。经过十多年发展，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普及机

器人工程技术知识、推动机器人教育活动开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国内面向青少年机器人爱

好者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管理规范、认可度高、影响广泛的竞赛活动。

第 17 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现场

参赛对象：凡竞赛前在校就读的中小学生均可参加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 ) 举办的竞赛活动。参

赛队伍一般以学校为单位申报和组队。

组队方式：参赛队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组建，不允许跨组别，不允许一个人参加多项比赛。

每支队伍的组队人数根据具体项目而定，2~5 人不等。一名指导老师可兼顾指导多个队伍。

申报方式 : 除申报书需书面填写外，其余材料一律网上申报。

申报流程 : 登录 robot.xiaoxiaotong.org 网站，进行网上申报。

  韦文潮

China Adolescent Robotics Competition
（C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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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空翻的机器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2017 年 11 月 17 日早上，人形机器人 Atlas

的后空翻打破了寂静的朋友圈。看到它灵活的动作、

优美的姿态，一些科技圈内的朋友叹服“波士顿动

力”的强大实力，还有一些科技圈外的朋友也为之

震惊，甚至感觉到一丝恐惧。其实，这个机器人的

出现并不是平地一声雷，研发它们的公司——波士

顿动力制造仿生机器人由来已久，这篇文章就将揭

开它们的神秘面纱。

我们先来看看机器人 Atlas 的前世今生。20

世纪 80 年代，Atlas 创始人马克·雷波特在卡内

基·梅隆大学的实验室里研发了一款只有一条腿的

机器人“3DOne-Leg Hopper”，当时它只会在

地上蹦。之后，他在单腿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可以保

持奔跑时的稳定性的四足机器人“Quadruped”，

再之后将其进化为双腿机器人“3D Biped”，这

时的双腿机器人已经可以稳定地跑跳而且会玩后空

翻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带着这些成功，马

克·雷波特创办了波士顿动力公司，此时的波士顿

动力公司以承接一些军事项目为主，也研发了诸如

猎豹（Cheetah）、大狗（Big Dog）等机器人。

之后，波士顿公司开始研发类人机器人。时间来到

2011 年，机器人“Petman”正式发布，它拥有

和普通人一样的身高，可以像人一样行走，它当时

的特长可能就是做俯卧撑了。之后 Petman 完成

了它的初衷，身着防护服深入到生化地带接受测验，

此时的 Petman 不仅外形与行走动作都酷似人类，

还能模仿人的生理特征，比如具有人的体温、湿度，

还会出汗。2013 年，在 Petman 的基础上，第一

版 Atlas 正式发布，身高 1.8m、重达 150kg，但

此时的 Atlas 并不能独立行走，必须由一根长长的

FRONTIER 前沿



PLAYER玩家

 48

  石斧创客 飞鱼（BH1JSS）

物联网时代的小精英
程小奔玩法初探

除了和人类沟通，小程还能和外界的设
备产生联系，比如和其他程小奔交流、
控制电器等，这些功能都离不开小程两
个尖耳朵里的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小
程的脑袋里还有光线传感器、声音传感
器，让它能像我们一样感受到光照的强
度和声音的大小。

小程是一个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机器人，它不仅会通过一
个 16×8的 LED点阵屏——也就是它的脸显示各种表
情，和大家表达它的喜怒哀乐，还会通过下巴右下角的
扬声器——它的嘴发出声音。

同时，小程也很喜欢“倾听”并和大家互动，它的下巴
上有A、B、C这 3个按钮，大家可以用 3个按钮向小
程传递信息。

拿到程小奔众筹版很久了，它的样子很 Cute，相信大家迫不及待地想和它“交

朋友”，现在我就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它。

认识小程和小奔——硬件方面

程小奔其实是小程和小奔的合体。首先隆重介绍一下小程，因为它是程小奔的脑袋，几乎集合了英国 BBC

专为青少年推出的微型电脑开发板 micro:bit 的所有功能，非常聪明。

“程小奔”是一款适合6岁以上孩子操作的普及型编程教育机器人，

编程后可以支持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AI）。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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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看着科幻电影长大，电影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和机器人小车都是我的最爱。比如

电影《星球大战》里的R2-D2，就是一台有一定智能的机器人。它有可爱的外观、

出色的机动性，深受广大星战迷和机器人爱好者的喜爱。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制作一台智能机器人小车，让它在家里四处自主游走，可以作为电子宠物和家里的小朋友

玩耍，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平台用来学习机器人技术。

车轮篇

  温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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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知数
 金从军

自然数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数字顺序，1、2、

3……直至无穷，然而就是这些看似寻常的数字，

却蕴藏了许多不寻常的特性。如果把数学家比作厨

师，那么这些数字就是食材，它们首先被分类，然

后被加工和处理，最后以某种奇异的形态呈现在我

们面前。给数字分类的方式可以说有无穷多种，例

如素数与和数、奇数与偶数、完美数与半完美数等。

就像一束阳光穿过一个三棱镜，会呈现出美丽的彩

虹色，那么按照不同方式分类的数字，也将呈现出

令人着迷的结果。

以前数学家们研究这些数字，使用的演算工具

是笔和纸，而今天，除了笔和纸，我们还有计算机。

计算机最初的用途就是做数学运算，不过要想让计

算机为我们服务，就必须学会它们的语言，也就是

程序语言。如果你学习并使用过某一门程序语言，

你会发现这种语言其实远比人类的自然语言简单，

比学习语言本身更为复杂的是学会思考，用计算机

的逻辑进行思考，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计算思维。

本文尝试用编程的方法来解决一道经典的数学

问题——物不知数。这个问题出自《孙子算经》，

题目如下：“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

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问题

说的是：有一个整数，除以 3 余 2，除以 5 余 3，

除以 7 余 2，求这个整数。

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叫枚举法，就是对所有

可能的结果逐一加以验证，最后排除掉那些错误的结

果，从而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恰好是计算机最擅长、

也是最惯用的方法。我们来描述一下解决问题的思路。

我们用 N 来代表这个答案，假设 N 在 1000

以内（你也可以假设 N 在 100 或 10000 以内），

从问题中得知 N 除以 7 余 2，那么 N 一定大于或

等于 9，因此我们就从 9 开始一直到 1000，逐个

测试其中的每一个自然数，看它是否符合题目的要

求，并最终给出答案。

数学编程实验室

关于数学编程实验室 作者介绍
金 从 军， 程 序 员 兼 教 师， 

17coding 网站创始人之一，主张人

人学会编程，微信公众号：老巫婆

的程序世界 (lwpdcxsj)。

用计算机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一条

可行的路径就是：首先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转

化为数学问题，再将数学问题转化为程序

问题。数学编程实验室试图通过一些具体的

案例，讲解如何从现实问题中提取数学概念，

用数学语言表述现实问题的本质，进而用程

序语言解决问题。



GETTING STARTED学堂

 72

  高凯

深度学习的概念源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研究。

其最大的特点是可自动将数据群的特征从输

入数据中提取出来。深度学习不需要过度地人为干

预，而是由含多层感知器的深度学习结构自动提取

特征，其训练需要大量数据作为支持。几年来，随

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深度

学习也有了更多的数据和相关需求，使得人工智能

如果有人问这两年科技界最热门的词汇是什么，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都是人工智能。伴随着国务院

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及教育部印发新课标，编程和人工智能的技能培养一下子被推到

了风口浪尖。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要求，当今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享受人工智能红利的主力军。那么，

什么是人工智能，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人工智能将会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人工智能会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变革呢？

▎克劳德·香农

▎马文·明斯基 

Q1
A

Q2

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起源是什么？

Q3人工智能的特点是什么？

人工智能的英文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

写为 AI）。简而言之，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

具备人的思维，或者说就是生物（人、动物）的自

然智能在计算机上得到实现。目前，我们看到的人

工智能大多为“问题特定型”人工智能，或者叫作

“专用型”人工智能。前不久震惊世界的“阿尔法

狗（AlphaGo）”就属于这种。虽然“阿尔法狗”

能够在围棋领域打败世界冠军，但是它不能够完成

其他工作。

人 工 智 能 一 词

早 在 1956 年

就已经被提出，在当

时看来是一群不食人

间烟火的人讨论着那

些遥不可及的事情。

而这些人中的代表人

物是马文·明斯基和

克劳德·香农。马文

·明斯基被人们称为

“人工智能”之父，而香农则是信息论的创始人。

当年的达特茅斯的会议也被人们认为在人工智能的

发展史上具有起源和里程碑的意义。在那次会议中，

一个 10 人小组就人工智能技术所涵盖的内容范围

进行初步的定型，他们确定人工智能技术的目标是

让机器能够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并尝试让机器解

决一些只有人类具备的智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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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木 BLOCKS

我们用一套
世界上最伟
大的玩具

 雷诺实验室

我们用一套
世界上最伟
大的玩具

乐高玩具自 1947 年面世以来，一直被

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玩具”，陪伴了一代

又一代人成长。在孩子和家长的心目中，乐

高代表的是纯真的快乐 , 是无限的想象 , 是

创意的未来。

带你找回童年
最美好的时光

在电子数码类游戏层出不穷、竞争激烈的今天，

乐高依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乐高并不是一堆平凡的方块，它仿佛有一

种令人着迷的神奇魔法。对于粉丝们来说，乐高既

不是将成品展示在柜子里的装饰物，也不是买回一

个套装按照设计师图纸逐颗拼砌的任务，而是激发

创意并付诸实践的原动力。乐高拼砌本身具有无穷

无尽的可能性和奇思妙想的设计，每一个看到它的

小孩都抵挡不了如此巨大的诱惑，甚至，就算是大

人也忍不住想要拼拼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

们更好地体验到除了手机等电子产品以外的乐趣。

我们常见的乐高玩法是模仿现实生活进行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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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WORKS-ICEMAN

高达模型
制作入门

本次示范的主要目的为使用最低限度的工具，并利用套

件本身的成形色来完成一台钢普拉（GUNPLA，即塑

料高达模型的缩写）——BANDAI出品的RE/100级别高达

Mk-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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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20 号姜杰文化大厦 B 座 6A  姜向东 010-82603318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2088 号 902 室 亢园园 021-60342866
成都 成都市武侯区新光路 1 号观南上域 5 栋 1101 范斌 028-85329664
杭州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昌地火炬大厦 2 号楼 301 室 谭杏运 0571-86906781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10 号康宁大厦 B 座 603 室 李辉 0225-60772106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217 号龙吟广场 707 室乐博机器人学校 郭欢欢 025-86654707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 25 号高新商务大楼 5 层 王福龙 029-88823091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中州大道航海路富田太阳城东方国际商务中心三楼 307 张盼盼 0371-55981726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一号华晟大厦 A 栋 17 楼 05-07 单元 陈德江 020-38094671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彩虹南路 11 号嘉汇国贸中心 A 座 801-804 欧春良 0574-87746266
济南 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 228 号齐鲁软件大厦 A516 张齐林 0531—82358235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 90 号广荣大厦 1402 室 张兆君 0411-83734628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与南新路交口田厦商业大厦 A401-2 刘明刚 0755-86215843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杨桥东路 3 号三友大厦 10 楼 B.C 室 冯金亮 0591-83386059

乐博乐博机器人教育中心培训机构线下门店订阅购买联系方式（部分）

《无线电》青少版

激发探索兴趣 掌握科技之钥
未来机器人大师的启蒙读物

● 微店购买：扫描《爱上机器人》杂志二维码，进店购买

●淘宝店购买：店铺名称：无线电 爱上机器人

● 乐博乐博机器人教育中心线下门店订阅

● 杂志铺、当当、京东、天猫网络订阅

●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邮电出版大厦

● 购买咨询电话：010-81055310 

● 联系人：李佳

2018 年如何购买

《爱上机器人》微店 《爱上机器人》淘宝店

双月刊，单期定价：30 元

180 元 （共 6 期）全年订阅价 

全国发行商联系方式（部分）
广州 傅经理 13726872508 广州越秀电子科技书店
山西 刘经理 0351-7060129 太原市思好达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辽宁 李经理 024-2388356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内蒙 古 庞经理 15849184762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融联书店

重庆  陈经理 13618210696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云南 张经理 13708870136  昆明盛世滇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杭州 陈经理 13588151166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深圳 黄经理 13823361973 深圳市圣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 黄经理 13980084433 青羊区今晨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