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 13 号，公布第 13 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速赛

比赛规则 

原创  2017-11-13 秘书处 TsinghuaJoking 

在 11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组委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第

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全国高校自动化大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前任、

现任领导；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各分赛区、省赛区、总决赛承办学校老师；秘书

处成员；NXP 公司代表等。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各承办学校分别是： 

a. 全国总决赛：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b. 东北赛区：长春理工大学 

c. 华北赛区：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d. 华东赛区：（努力联系确认中） 

e. 华南赛区：湖北工程学院 

f. 西部赛区：重庆邮电大学 

g. 安徽赛区：阜阳师范学院 

h. 山东赛区：山东师范大学 

i. 浙江赛区：浙江万里学院 

会议对于新的一届的智能车竞赛重要的相关文档进行了审议，其中包括《竞速比

赛细则》《竞赛通知》《比赛事宜说明》《报名通知》等。 

 

会议认真听取了各分赛区、省赛区以及全国总决赛承办学校对于明年暑期比赛的

承办细节情况汇报，包括比赛场地、参赛师生的吃住行条件、学校对于赛事支持

以及赛事组织创新等，并对于具体情况进行了讨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QyNjc2NQ==&mid=2452211333&idx=1&sn=f64b3c2770b6abb07d1ea348e4bfe26b&chksm=876d28e7b01aa1f1c00b2fa7f77bd75eda50bc14f9c5a8ef7d717a0c5a2b1b6a221c00b52d41&scene=38&key=cf192bba2f919fcb95cf357f1d9f4df2c62d66b8f42d543b08979254b280bdb9c5ef03d79047a7c1a69be3cb9ab6de730ebe09c31a60ed08c7b3e48aa8689cf1d6240744935f10b25016fdfeb514748f&ascene=7&uin=MTI0MDU4NTY4MQ%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60028&pass_ticket=tN6luEKWtjDhGWNpHmrtaiioXo6UkmeYiac%2BXUOhhSkfmhv4yueKOH26fRkmD4wq&winzoom=1##


 

会议对于《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励管理条件（征求意见稿）》

进行了讨论。该条例对于促进专业工程认证师资队伍，稳定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

竞赛指导教师队伍，开展“新工科”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培养工匠人才提供

了有利的支持。 

 

按照前十二届对于比赛分赛区，华东赛区（包括江苏、上海、江西）尚未最终落

实承办学校。因此，竞赛通知和比赛事宜等相关文档尚不具备发布条件，将会推

迟两周进行发布。此期间，竞赛秘书处配合自动化教指委继续落实承办学校事宜。

竞速赛比赛内容经过会议讨论，确定下比赛的各个细节。这次推文后面分为七个

子文档分别将竞速比赛细则进行公布。 

 

第十三届比赛将仍然设立创意比赛。相关创意比赛文档将会在明年四月份之前进

行公布。 

 

今年，大赛所采用的比赛车模平台，两家车模供应商都对原有的车模进行了更新

和设计，相应的车模将会在十一月底陆续可以批量购买。比赛器材购买信息也会

陆续发布。 



 

智能车竞赛网站现在仍在审批恢复过程中，新一届的比赛网页内容建设和报名功

能的开发也在进行当中。将来比赛文档将会在竞赛官方网站正式发布。 

 

本公众号与微信平台链接的端口也在今天获得解禁。因此大家可以通过在公众号

中输入 zz,xx,cc,qq 等进入相应的智能车、教学、分享以及查询模块。通过输入

m,或者更多得到 m，可以查询留言提问以及以往发布的图文信息。 

 

将来，在比赛中，大家仍然可以通过本公众号获得比赛现场成绩以及排名等相关

比赛实时信息。 

 

 

 

 

今天后面七个推文中对于第十三届竞速赛细则进行了描述，将来参赛老师和同学

们的反馈之后，还会陆续进行修改。竞赛组委会将会在竞赛网站和本公众号汇总

相应的竞赛补充文档进行公布。希望参赛同学能够及时关注竞赛网站和公众号中

的信息。 欢迎老师和同学对于智能车竞赛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让全国大学

生智能汽车竞赛平台继续健康发展。 



13 届竞速比赛规则 

2017-11-13 秘书处 TsinghuaJokin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QyNjc2NQ==&mid=2452211333&idx=2&sn=d69075c6c61a6122952057dadaa2dc69&chksm=876d28e7b01aa1f1320f02f9cb435ca37daf9abad2b58611e9360c7da06f16dba5066fac7060&scene=38&key=352aec6a62eb7f7c7c553dcebd7a737221852ac55ec23d3e0e9d0246da5c0e0523bb06742675d004859e22d768ba9af9d88372427dfe66101e70a78b2ccfebf0765418cf2a421e30621fb84713129cc0&ascene=7&uin=MTI0MDU4NTY4MQ%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60028&pass_ticket=tN6luEKWtjDhGWNpHmrtaiioXo6UkmeYiac%2BXUOhhSkfmhv4yueKOH26fRkmD4wq&winzoom=1##


第十三届竞赛规则导读 

 

参加过往届比赛的队员可以通过下面内容了解第十三届规则主要变化。如果第一

次参加比赛，则建议对于本文进行全文阅读。 

 

1. 竞速比赛共分为为六个组别。详细情况参加文档第一节中的介绍。不再划分比赛

大类。相比于以往的规则，比赛组别中不再区分光电、摄像头组别； 

2. 无线电磁节能组允许选手自行设计制作车模参加比赛，车模获取电能采用无线感

应充电的方式从起跑区域内获取。 

3. 信标组在增加了声音信号的基础上，又重新回到竞速比赛组别。双轮直立组、信

标对抗组都采用预赛排位，决赛对抗的形式。 

4. 创意赛，允许参赛队伍直接向全国组委会报名。如果赛区内报名队伍数量超过一

定限制，将会安排赛区资格预选赛。具体情况将会根据创意比赛队伍的数量确定。 

5. 比赛控制芯片允许使用恩智浦公司的任意一款单片机，数量不限。三轮电磁、两

轮直立、无线充电组将只允许使用 KEA 系列的单片机。 

6. 如下比赛细则相关文档将会在十二月份陆续发布。 

i. 《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信标比赛系统说明》 

ii. 《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无线充电系统》 

iii. 《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比赛裁判系统说明》 

iv. 《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自动裁判系统和比赛流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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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智能车竞赛是从 2006 开始，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高等学校自动化类教学指

导委员会举办的旨在加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培养团队精神的一项创意性科技

竞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在继承和总结前十二届比赛实践的基础上，

竞赛组委会努力拓展新的竞赛内涵，设计新的竞赛内容，创造新的比赛模式，使

得围绕该比赛所产生的竞赛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实现竞赛的"立足培养、重在参与、鼓励探索、追求卓越"的指导思想，竞赛

内容设置需要能够面向大学本科阶段的学生和教学内容，同时又能够兼顾当今时

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比赛形式包括有竞速比赛与创意比赛两大类。竞速比赛中

包含不同的组别，难度适合本科不同阶段学生参赛。在竞速赛基础上，适当增加

挑战性，形成创意比赛的内容，适合部分有条件、能力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

创意比赛。 

 

参赛选手须使用竞赛秘书处统一指定的竞赛车模套件，采用恩智浦公司的 8 位、

16 位、32 位微控制器作为核心控制单元，自主构思控制方案进行系统设计，包

括传感器信号采集处理、电机驱动、转向舵机控制以及控制算法软件开发等，完

成智能车工程制作及调试，于指定日期与地点参加各分（省）赛区的场地比赛.

在获得决赛资格后，参加全国总决赛区比赛。参赛队伍的名次（成绩）由赛车现

场成功完成赛道比赛时间来决定，参加全国总决赛的队伍同时必须提交车模技术

报告。 

 

竞赛秘书处制定如下比赛规则适用于各分/省赛区比赛以及全国总决赛，在实际

可操作性基础上，实现竞赛的公开、公平与公正。 



 

总结第十二届比赛规则与经验，为了兼顾现在比赛规模的要求，同时避免同组别

内出现克隆车的情况，能够便于参赛学校在有限的场地内使用兼容的赛道完成比

赛准备，竞速比赛将按六个组别进行设置，具体包括有：A. 四轮光电组；B. 三

轮电磁组；C. 二轮直立组；D. 双车会车组；E. 无线节能组；F. 信标对抗组。

各组别的具体要求请参见此文档后面的具体描述。 

 

除了六个组别普通竞赛组织之外，将设立两个组别的创意组。具体比赛规则将另

行发布。 

 

每个学校在每个小组最多只允许报名一支队伍参赛。省赛区报名每组报名队伍数

量请按照各省组委会发布的规则确定。创意类别的队伍将直接向全国组委会报名

参赛。如果分赛区、省赛区报名参加创意类比赛的队伍超过一定数量，将可能在

分赛区比赛期间安排预选赛。 

 



 

二、比赛器材 

 

1、车模 

（1）车模的种类 

本届比赛指定采用四种标准车模，分别用于六个竞速组和两个创意组。四种车模

中包括两种四轮车模和两种两轮直立车模。 

具体车模信息如下： 

 

1. B 型车模: 电机：540，舵机：S-D5 

 

2. C 型车模：电机 RN-260，舵机 S3010 

 

3. D 型车模：电机 RN-260 

 

4. E 型车模： 电机 RS-380 



 

5. F 型车模：电机 RN-260 

 

其中，B,E 车模由北京科宇通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C,D,F 型车模由东莞市博思

电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B 型车模用于四轮光电组；C（新）型车模用于双车会车组；D 型车模、E 型车

模用于两轮直立组；F 型车模 用于三轮电磁组。以上车模均可用于无线节能组

和信标对抗组。 

 

说明 1：东莞博思公司对于 C,D 两种车型都进行了改进增强，在第 13 届比赛中，

双车会车组只允许使用新版 C 车模。旧版 C 车模只能够在节能组、信标对抗组

以及创意组中使用。新旧 D 车模可以同时使用。 

说明 2：北京科宇通博科技有限公司对于 B 车模进行了改进。在第 13 届比赛中，

允许新旧版 B 车模同时使用。 

 

 

（2）车模修改要求 

五种车模作为比赛统一平台，对于车模的机械的调整与修改有着严格要求。具体

要求参见附录 1：车模修改规定。 

 

 

 

 

2、电子元器件 

（1）微控制器 



a. 采用恩智浦公司的 8 位、16 位、32 位系列微控制器作为车模中唯一可编程处理

器件。 

b. 在三轮电磁组，二轮直立组以及无线节能组只允许使用恩智浦公司的 KEA 系列

的单片机。其它组别对于单片机系列不限制。 

c. 使用微控制器的数量没有限制。 

d. 如果所选用的传感器或者其它电子部件中也包含有微处理器，对此微处理器的种

类和数量不做限制，但其不得参与对于赛道信息识别和处理、不参与车模运动决

策与控制。 

 

（2）传感器 

传感器的种类需要根据不同竞赛组别而进行的选用。具体请参见"比赛任务"中关

于各比赛组别所允许使用的传感器类型说明。 

 

传感器数量不超过 16 个。传感器数量统计规则如下： 

a. 光电传感器接收单元计为 1 个传感器，发射单元不算； 

b. CCD（线阵、面阵）传感器计为 1 个传感器； 

c. 磁场传感器在同一位置的不同方向的传感器统一计为一个传感器。不同位置的磁

场传感器、线圈则分别统计。 

d. 用于检测起跑线下永磁铁的干簧管或者霍尔传感器，无论多少个，统一计为一个

传感器； 

e. 对于车模速度、姿态进行检测的传感器也计算在内。 

 

传感器型号限制 

a. 如果单独选用加速度器，则必须选择恩智浦公司的系列加速度器产品； 

b. 如果选用陀螺仪传感器，对于型号没有限制； 

c. 如果选用加速度、陀螺仪一体化的传感器，对于型号没有限制。 

 

（3）伺服电机 

 定义 

车模上的伺服电机是指除了车模原有驱动车轮的电机之外的电机，包括舵机、步

进电机或者其它种类的电机。 



 

图 1 车模上的伺服电机 

 

 数量限制 

车模上的伺服电机数量不能够超过三个，其中包括转向控制舵机。转向舵机只允

许使用原车模配的舵机型号，而且只允许使用一个舵机。 

 

功能限制 

车模上的伺服电机只能用于控制车模上的传感器的方位，或者改变车模底盘姿态。

不允许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车模的转向、改变车模车轮速度。 

 

 

 

3、电路板 

 

竞赛智能车中，除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核心子板、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集成电路板、

摄像头、舵机自身内置电路外，所有电路均要求为自行设计制作，禁止购买现成

的功能模块。购买的单片机最小核心子板上，只允许带有单片机、时钟、电源以

及单片机调试接口。自制的 PCB 板包括但不限于传感器及信号调理、电源管理、

电机驱动、主控电路、调试电路等。 

 

如果自制电路采用工厂加工的 PCB 印制电路板，必须在铜层（TopLayer 或

BottomLayer）醒目位置放置本参赛队伍所在学校名称、队伍名称、参赛年份，

对于非常小的电路板可以使用名称缩写，名称在车模技术检查时直接可见。（如

果电路板的面积小于 1 平方厘米，可以不用带有队伍特有信息。） 

 

为了便于实现现场自助式比赛，可能要求电路板上需要额外制作报名时唯一指定

的二维码。关于这方面的要求将会另行公布相应文档。 

 



三、比赛环境 

 

 

1、赛道 

 

 

（1）赛道材质 

赛道采用 PVC 耐磨塑胶地板材料制作，材料与第十、十一、十二届比赛相同。 

 

（2）赛道尺寸、形状、间距 

赛道宽度不小于 45cm。预赛阶段的赛场形状为边长约 5m×7m 长方形，决赛阶

段的赛场约为预赛阶段的两倍。两条相邻赛道中心线之间的间距不小于 60cm。

赛道中存在着直线、曲线、十字交叉路口等。曲线的曲率半径不小于 50cm。如

下图所示： 

 

图 2 赛道基本尺寸 

 

（3）赛道引导方式 

不同组别，赛道引导方式不同。分为以下三种方式： 

 

 

赛道边界线导引 

赛道两侧铺设有黑色边界线用于赛道引导。边界线的宽度为 25±5mm。如下图

所示： 



 

图 3 赛道边界引导线 

 

中心电磁导引 

赛道铺设有中心电磁引导线。引导线为一条铺设在赛道中心线上，直径为

0.1~1.0mm的漆包线，其中通有20kHz、100mA的交变电流。频率范围20k±1kHz，

电流范围 100±20mA。 

 

根据竞赛使用的 20kHz 的交变电流源的输出等效电路所示，可以使用下面建议

的测量电路测量赛道电流。如果参赛队伍所使用的电流源输出电流的波形接近方

波，则可以使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档测量电流源输出的电流值。 

 

图 4 信号源输出等效电路 

 

电磁线内嵌在赛道中心，上面使用白色胶带固定。如下图所示： 

 

图 5 电磁引导线固定方式 

 



在 PVC 赛道上刻画出固定漆包线的凹槽需要借助于一些小的工具，可以使用两

片美工刀片制作成能够刻画出 1.5mm 的双缝刀片，沿着中心线进行刻画。然后

将双缝中间的 PVC 材料表面揭开，便形成了宽度为 1.5mm 左右，深度为 1mm

左右的凹糟，可以铺设中心引导线。 

 

图 6  刻画赛道中心凹槽双缝刀片 

 

  信标导引 

在铺有蓝色广告布的平整场地内随机安放五至十左右的信标，车模在信标的导引

下做定向运动。信标四周采用有红色、红外发光二极管（LED）阵列，在信标顶

部按照有扬声器。通过比赛系统控制发光二极管发光和扬声器震动。关于信标的

具体技术参数和制作方案参见《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信标比赛系统说明》。 

 

双车对抗组的比赛中，车模可以通过光电传感器、摄像头等识别信标的红光或者

红外光进行定位，也可以通过麦克风阵列进行声源定位。由于信标采用声光组合

引导方式，所以提高了赛车识别的准确性，减少了环境光线的影响。 

 

图 7 信标引导 

 



（4）起跑线标志 

竞速比赛要求车模在比赛完毕后，能够自动停止在停车区域内。除了创意组别之

外，其它各组别的停车区都是在赛道起跑线后三米的赛道内。停止时，要求赛车

的所有轮胎都必须在赛道内。 

 

起跑线的标志有两种形式： 

 

斑马线起跑线：如下图所示，计时起始点处有一个宽度为 10cm 黑色斑马线，斑

马线使用与赛道黑色边线一样的材料制作。 

 

图 8 起跑线及其起跑区域 

对于电磁类-电磁普通组和电磁节能组，在赛道中间安装有永久磁铁。磁铁参数：

直径 7.5 - 15mm，高度 1-3mm，表面磁场强度 3000-5000 高斯。 

 

起跑线附近的永磁铁的分布是在跑道中心线两边对称分布。相应的位置如下图所

示： 

 

图 9 起跑线中间的永磁体安放位置 

 



对于信标对抗组的比赛，车模发车区域是在赛场一个边角内，边角的长宽都是

50cm。比赛完毕后，不要求车模停止在固定的停车区域。 

 

（5）赛道边界判定 

 

除了信标对抗组别之外，其它各组别都要求车模在运行过程中保持在赛道内。 

 

在赛道边缘处有可能粘贴两层黑色高密度海绵条，形成赛道路肩，作为赛道边界。

也有可能不粘贴黑色高密度海绵条。 

 

海绵条宽度为 2.5cm，两层高度 1cm。在赛道两侧相隔 25cm 粘贴，交错分布，

间隔处仍为黑色边界。如下图所示： 

 

图 10 赛道路肩 

注：上图摘抄自《新出界规则测试》报告，北京科技大学智能车队。 

 

带有路肩赛道将会使用人工进行判罚车模是否冲出赛道，判罚方式和标准与以前

比赛形式相同。不粘贴路肩赛道将会由裁判系统在随机选择的定地点出按照感应

线圈完成自动判罚，具体判罚标准将会另行发布判罚规范文档。 

 

在第十三届比赛中，将会有部分分赛区和省赛区采用自动裁判系统替代人工判罚

车模出界，届时，赛道边界可能就不再安装路肩。具体标准将会在《第十三届智

能车竞赛自动裁判系统和比赛流程》文档中公布。 

 

（6）赛道元素 

比赛赛道是一个封闭曲线赛道，具有以下表格所示赛道元素。 



注意：图例中除了赛道之外的交通标示只是用于赛道元素功能说明，在比赛现场

的赛道周围没有这些交通标示。 

 

A. 直线赛道 

 

这是赛道的基本形式。 

 

B. 曲线弯道 

 

赛道中具有多段曲线弯道。这些弯道可以形成圆形环路，圆角拐弯，S 型赛道等。

赛道中心线的曲率半径大于 50 厘米。 

 

C.十字交叉路口 

 

车辆通过十字交叉路口需要直行，不允许左转、右转。 



 

 

D.赛道障碍 

 

赛道障碍是对称楔形体，长宽高分别为 30、10、5 厘米。 

路障内侧边缘距离赛道中心线距离是 5 厘米 

电磁类赛道上没有赛道障碍。比赛组别包括了：三轮电磁、两轮直立，无线节

能。 

 

E. 坡道 

 

坡道的坡度不超过 20°。坡道可以不是对称的。坡道的过渡弧长大于 10 厘米。

坡道的长度、高度没有限制。一般情况下坡道的总长度会在 1.5 米左右。电磁组

的导引线铺设在坡道的表面。 

 



F. 环岛 

 

车模进入环岛之后，需要绕行一周，然后再出环岛继续前行。 

 

G. 颠簸路面 

 

直线区会有长度不超过 1 米的路障区域。赛道上最多出现两段路障区域。 

 

路障是由单层 KT 板裁切而成。路障的长度与赛道的宽度一样，路障的宽度为 10

厘米，高度小于 0.5 厘米，间隔为 10 厘米。具体参数见下图所示： 



 

 

以上赛道元素，在分赛区（省赛区）比赛的时候，预赛、决赛和补赛的时候赛道

元素存在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比赛各阶段赛道元素存在情况 

赛道元素 
分赛区比赛 

全国总决赛 
预赛 决赛 补赛 

直线道路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曲线弯道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十字交叉路口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赛道障碍 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坡道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圆环 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颠簸路面 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2、环境 

 

 

（1）赛道场地 

赛道场地地面平整。如果地面是平滑的水泥、水磨石、大理石地面则可以直接安

装。如果为比赛场馆的地毯地面，则会在其上首先铺设一层 KT 板材，然后再铺

设赛道。 

 

 地面颜色要求：与白色赛道有一定的色差，颜色可以根据现场底板的情况确定。

一般情况下会采用蓝色的广告布铺设赛道背景颜色。具体比赛现场的赛道背景颜

色将会在正式比赛前一个月进行正式公布。 

 

（2）环境光线 

比赛场地，一般会安排在室内场地。在比赛过程中不能有阳光直接照射，也没有

强烈的白炽灯照射，对于电磁类的两个组别，由于受到环境光线影响小，所以没

有上述限制，有可能会在室外无阳光直射的环境中。 

 

（3）赛场围挡 

在比赛场地四周铺设围挡。围挡距离赛道大于 50 厘米。围挡高度不小于 30 厘

米。围挡的材质可以使用长方体泡沫塑料块，也可以使用宣传布。 

 

 

 

3、裁判系统 

    

比赛所使用的计时裁判系统将会实时自动测量车模运行时间、判定车模出界。 

 

（1）车模计时磁标 

比赛采用磁场感应方式记录车模通过赛道起跑线的时刻，或者检测车模是否运行

在信标周围 22.5cm 范围内。感应线圈布置在赛道下面以及信标周围，对于运行

车模干扰小，同时车模也不容易冲撞计时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 11 基于磁谭颖的比赛计时系统 

 

为了能够触发计时系统，需要在车模底盘安装一块永磁铁作为标签。永磁铁距离

地面高度在 2cm 以内。由于该磁标体积很小，所以提高了车模检测位置的精确

度。具体按照方式如下图所示： 

 

图 12 车模计时磁标 

 

计时磁标可以永久粘在车模的地盘上，也可以在比赛前临时固定在车模的底盘或

者电击伤上。具体磁标固定的位置并不要求精确，计时的过程是检测该磁标前后

通过磁感应线圈的时间间隔。 

 

特别提醒，对于信标对抗组，只有车模上的磁标进入信标周围的磁感应线圈之内，

才能够触发计时系统去切换到下一个信标点亮。 

 

（2）计时系统 

比赛计时系统、信标控制系统由竞赛组委会在现场统一安置。 

 

参赛选手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可以自行设计制作简化的比赛系统辅助进行调试车

模。也可以参照竞赛组委会提供的《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比赛系统》介绍完成设

计制作。 



四、比赛任务 

 

 

本节将就各个组别所能够使用的车模、传感器以及比赛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指标进

行介绍。 

 

 

 

A、四轮光电组组 

（1）车模 

可以使用 B 型车模。该车模采用后轮单电机驱动，电机型号 540。前轮由 SD-5

舵机控制转向。 

 

（2）传感器 

允许使用各类光电传感器、摄像头、超声传感器器件进行赛道和环境检测。 

 

（3）比赛赛道 

 比赛是在 PVC 赛道上进行，赛道采用黑色边线进行导引。赛道中可能存在的元

素包括表 2 中所有的元素。 

 

（4）比赛任务 

 选手制作的车模完成赛道运行一周。比赛时间从车模冲过起跑线到重新回到起

跑线为止。如果车模没有能够停止在起跑线后三米的赛道停车区内，比赛时间加

罚一秒钟。 

 

车模在比赛时，需要安装一个计时磁标。车模制作时需要考虑安装位置。 车模

制作完成后，长度（包括传感器）不超过 40cm，宽度不超过 25cm，高度不超

过 40cm。 

 

 

 

B、三轮电磁组组 

（1）车模 



 使用 F 型三轮车模。车模行驶方向是万向轮在前，双驱动轮在后。 

 

（2）传感器 

 传感器允许电感线圈或者其它磁场检测传感器检测赛道中存在的交变磁场。 

 

禁止使用任何光电、摄像头传感器检测赛道信息。但仍然允许使用光电编码盘对

车模速度进行检测。 

 

（3）比赛赛道 

 比赛是在 PVC 赛道上进行，赛道采用电磁线进行导引。赛道中可能存在的元素

包括表 2 中除了路障之外的所有元素。 

 

（4）比赛任务 

选手制作的车模完成赛道运行一周。比赛时间从车模冲过起跑线到重新回到起跑

线为止。如果车模没有能够停止在起跑线后三米的赛道停车区内，比赛时间加罚

一秒钟。 

 

车模在比赛时，需要安装一个计时磁标。车模制作时需要考虑安装位置。 车模

制作完成后，长度（包括传感器）不超过 40cm，宽度不超过 25cm，高度不超

过 40cm。 

 

 

 

C、两轮直立组  

（1）车模 

 可以选用 D,E 型任意一款两轮车模。 

 

（2）传感器 

允许使用电感线圈或者其它磁场检测传感器检测赛道中存在的交变磁场。 

 

禁止使用任何光电、摄像头传感器检测赛道信息。但仍然允许使用光电编码盘对

车模速度进行检测。 

 

（3）比赛赛道 



比赛是在 PVC 赛道上进行，赛道采用电磁线进行引导。赛道中可能存在的元素

包括表 2 中除了"路障"之外的其它所有的元素。 

 

（4）比赛任务 

比赛分为排位预赛和对抗决赛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排位预赛。要求选手制作基于电磁传感器的直立车模完成赛道运行一

周。赛车的动力来源于车模上的蓄电池。比赛时间从车模冲过起跑线到重新回到

起跑线为止。如果车模没有能够停止在起跑线后三米的赛道停车区内，比赛时间

加罚一秒钟。 

 

第二阶段为对抗决赛。按照样式赛排名顺序，选择一定数量队伍进入决赛。决赛

采用两两对抗晋级的方式。进行对抗两个车模分别在决赛赛道对称的位置同时同

向行驶，直到产生以下情况决出胜负： 

1. 一辆车追上另外一辆车获胜； 

2. 一辆车率先跑完赛道圈数。赛道圈数一般规定为 3 圈以上，具体圈数将会在领队

会公布。 

3. 一辆车冲出赛道，另外一辆车已经完成了一圈的运行。完成运行的车模获胜； 

4. 两个车模都冲出赛道。如果两个车模行驶距离相差很大（赛道划分若干区间，行

驶距离相差一个区间以上），运行距离长的车模获胜。如果行驶距离相近（在一

个区间之内），则后冲出赛道车模获胜。 

 

车模在比赛时，需要安装一个计时磁标，车模制作时需要考虑安装位置。车模制

作完成后，长度（包括传感器）没有限制，宽度不超过 25cm，高度不超过 40cm。 

 

 

 

D、双车会车组  

（1）车模 

 使用新 C 型四轮车模，制作两辆比赛车模。 

 

（2）传感器 

传感器允许电感线圈或者其它磁场检测传感器检测赛道中存在的交变磁场。也允

许安装摄像头。车模高度（包括摄像头）距离地面不超过 10 厘米。 

 



允许车模之间使用无线通信模块完成信息交换。 

     

（3）比赛赛道 

比赛是在 PVC 赛道上进行，赛道采用电磁线进行引导。赛道两遍没有黑色边界

线。赛道中可能存在的元素包括表 2 中除了"路障"之外的其它所有的元素。 

 

（4）比赛任务 

选手制作两辆车模，在发车区左右两边相向发车，两个车在起跑线附近首次相会

后分离，向两个相反方向行驶。经过赛道中间会车后，再次回到发车线，经过汇

车后分别停在发车线左右两边三米之内。成功完成一场比赛需要至少汇车三次。 

 

比赛成绩 t 等于两车跑完一圈的时间 t1,加上两车回到比赛终点后的时间差 t2 乘

以 5。t = t1+5*t2。 

 

如果比赛过程中，只有一辆车模完成比赛，则比赛成绩等于车模运行时间加上

60 秒。 

 

 

 

E、无线节能组 

（1）车模 

 可以选用 B,C,D,E,F 车模，也可以自行制作车模。 

 

（2）传感器 

允许电磁感应线圈进行赛道引导线的检测，也允许使用摄像头传感器进行赛道检

测。车模（包括摄像头）高度小于 10 厘米，长度小于 40 厘米。 

 

（3）比赛赛道 

比赛是在 PVC 赛道上进行，赛道采用黑色边线引导。赛道中可能存在的元素包

括表 2 中除了"路障"之外的其它所有的元素。 

 

比赛赛道发车区中安放有无线发射线圈，通过交变电流，产生交变磁场。车模通

过接收线圈获得电能，对车模上的储能法拉电容进行充电。关于无线充电线圈具

体技术规格以及制作方式，将会在《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无线充电系统》中进行

说明。 



 

（4）比赛任务 

车模上不允许安装任何电池储能器件。车模运行的能源来自于无线接收线圈感应

电流提供的电能。 

 

车模在进入比赛场地前，车模上的储能电容需要经过放电，电容两端直流电压小

于 0.1V。比赛计时从无线充电线圈通电后计时。车模沿着赛道运行两圈后停止

在起跑线后三米区内。比赛成绩按照车模运行两圈的总时间计算。 

 

 

 

F、信标对抗组 

（1）车模 

可以选用 B,C,D,E,F 任何车模。 

 

（2）传感器 

允许光电管、摄像头、麦克风阵列以及超声传感器完成信标的检测定位。 

 

（3）比赛赛道 

对抗组的比赛场地设置在平整的地面上，并铺设有单一颜色的广告布或者地毯。

场地四周铺设 5cm 宽度的黄色胶带。比赛区域约为 5 米×7 米。车模发车区域位

于比赛场地一角，由 2.5 厘米黑色胶带标记区域。发车区域长宽都是 50cm。 

 

比赛区域内随机安放由 5 至 10 个左右的信标，它们统一由比赛计时系统控制，

如下图所示。 

 

图 13 信标对抗组场地示意图 

（4）比赛任务 

比赛包括排位预赛和对抗决赛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排位预赛。选手制作的车模开始位于发车区域内，此时所有的信标都

是熄灭状态。开始比赛后，比赛系统自动会启动第一个信标，信标会发送声光导

引信号。此时选手的车模能够识别确定信标的方位并做定向运动。当车模上安放

的磁标进入信标附近的感应线圈后，比赛系统会自动切换点亮到下一个信标，车

模随机前往第二个点亮的信标。此过程将会进行 10 次左右。最终比赛时间是从

当一个信标点亮，到最后一次信标熄灭为止。 

 

第二阶段是对抗决赛。 在对抗决赛中，则按照预赛成绩进行配对分组对抗比赛。

两个车队的车模同时在场内，按照熄灭信标的多少决出胜负。 

 

车模需要安装计时磁标。车模制作完成后，长度（包括传感器）没有限制，宽度

不超过 25cm，高度不超过 40cm。 

信标对抗组别中的磁标最多允许安装四个。磁标距离车模底盘或者车轮直线距离

不超过 5 厘米，距离地面高度不超过 2 厘米。如下图所示。 

 

图 14 信标对抗组磁标按照示意图 

 

五、比赛组织 

 

1、比赛阶段 

竞赛分为分赛区（省赛区）和全国总决赛两个阶段。其中，全国总决赛阶段在全

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指导下，与决赛承办学校共同成立竞赛执行委员会，下辖技

术组、裁判组和仲裁委员会，统一处理竞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全国和分赛区（省赛区）竞赛组织委员会工作人员，包括技术评判组、现场裁判

组和仲裁组成员均不得在现场比赛期间参与任何针对个别参赛队的指导或辅导

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允竞赛的信息。在现场比赛的时候，组委会可以聘请

参赛队伍带队教师作为车模检查监督人员。 



 

图 15 比赛职能机构 

 

在分赛区（省赛区）阶段中，裁判以及技术评判由各分赛区（省赛区）组委会参

照上述决赛阶段组织原则实施，仲裁由分赛区（省赛区）组委会指定的仲裁组完

成，不跨区、跨级仲裁。 

 

现场比赛一般需要四天的组织时间。这四天的基本安排如下图所示： 

 

分（省）赛区和总决赛的比赛规则相同。光电类的两个组别、追逐类的光电追逐

组原则上在同一个光线比较好场馆同时进行。电磁类的两个组别、追逐类的电磁

追逐组由于对于赛场光线环境要求不高，可以安排在副馆进行。六个赛题组所遵

循的比赛规则基本相同，但分别进行成绩排名。 

 

分赛区和总决赛的现场比赛均包括预赛与决赛两个阶段。下面列出的现场预赛、

决赛阶段的比赛规则适用于各分赛区及总决赛的六个赛题组。 

 

2、比赛流程 

（1）初赛与决赛规则 



1)初赛阶段规则 

i. 比赛场根据场地条件以及报名队伍数量可能铺设两到六条赛道。不同组

别可能会公用赛道。 

ii. 参赛队根据比赛题目分为各个组，并以抽签形式决定组内比赛次序。 

iii. 比赛分为上下午两轮，每支参赛队伍可以在每轮比赛之前有统一的现场

调整时间，时间长度为 15 分钟。在此期间，参赛队伍可以携带有维修工具，对

赛车的软件、硬件进行调整，对赛车损毁部分进行修理。 

iv. 在每轮比赛中，选手进入场地会有 60 秒准备时间。准备时间完毕后，

选手将赛车放置在起跑区域内赛道上，赛车静止在起跑区。 

v. 开始比赛后，各组车模按照各自的比赛任务完成一次场上的比赛。如果

车模在比赛过程中冲出赛道，则比赛重新开始。每支队伍总共有两次冲出赛道的

机会。 

vi. 每支参赛队伍取两次预赛成绩中最好的一个作为最终预赛成绩；根据参

赛队伍数量，由组委会根据成绩选取一定比例的队伍晋级决赛。 

vii. 全部车模在整个比赛期间都统一放置在车模的展示区内。 

 

2）决赛阶段规则 

i. 参加决赛队伍按照预赛成绩排序，比赛按照预赛成绩的倒序进行。 

ii. 决赛的比赛场地通常会共用一个赛道。决赛赛道与预赛赛道形状不同，

占地面积会增大，赛道长度会增加。电磁组可以另外单独铺设跑道。 

iii. 每支决赛队伍只有一次上场比赛机会，比赛过程与要求同预赛阶段。注

意：决赛队伍在场上比赛仍然和预赛过程一样：有两次冲出赛道的机会，但没有

维修赛车的机会。 

iv. 预赛成绩不记入决赛成绩，只决定决赛比赛顺序。没有参加决赛阶段比

赛的队伍，预赛成绩为最终成绩，参加该赛题组的排名。 

 

（2）比赛流程 

按照比赛顺序，裁判员指挥参赛队伍顺序进入场地比赛。同一时刻，一个场地上

只有一支队伍进行比赛。 

 

在裁判员点名后，每队指定一名队员持赛车进入比赛场地。参赛选手有 60 秒的

现场准备时间。准备好后，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选手将赛车放置在起跑区内，

即赛车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超过计时起跑线。比赛开始后车模应该在 30 秒内离

开发车区。沿着赛道跑完一圈。由计时起跑线传感器进行自动计时。赛车跑完一

圈且自动停止后，选手拿起赛车离开场地，将赛车放置回指定区域。 

 



如果比赛完成，由计算机评分系统自动给出比赛成绩。 

 

（3）比赛犯规与失败规则 

比赛过程中，由比赛现场主裁判根据统一的规则对于赛车是否违反赛道约束条件

进行裁定。赛车前两次冲出跑道时，由裁判员取出赛车交给比赛队员，立即在起

跑区重新开始比赛。选手也可以在赛车冲出跑道后放弃比赛。 

比赛过程中出现下面的情况，算作车模冲出跑道一次。 

 A. 裁判点名后，30 秒之内，参赛队没有能够进入比赛场地并做好比赛准备； 

 B. 开始后，赛车在 30 秒之内没有离开出发区 

 C. 双车追逐过程中，两辆赛车发生碰撞或者物理接触，也记为冲出跑道一次。 

 D. 赛车在离开出发区之后 60 秒之内没有跑完一圈； 

 

比赛过程中如果出现有如下一种情况，判为比赛失败： 

 A. 赛车冲出跑道的次数超过两次； 

 B. 比赛开始后未经裁判允许，选手接触赛车； 

 C. 决赛后，赛车没有通过现场技术检验。 

如果比赛失败，则不计成绩。 

 

比赛禁止事项： 

 A. 不允许在赛车之外安装辅助照明设备及其它辅助传感器等； 

 B. 选手进入正式比赛场地后，除了可以更换电池之外，不允许进行任何硬件电

路和软件的更换。但是可以手工改动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或者电位器等； 

 C. 比赛场地内，在比赛时除了裁判与 1 名队员之外，不允许任何其他参赛人员

进入场地；对于追逐类的两个组别，可以允许两个队员进行场地。比赛前 60 秒

准备时间内，允许参赛队员进入场地，协助对于比赛赛道进行清理。 

 D. 不允许其它干扰或者远程遥控赛车运动的行为； 

 E. 不允许赛车的任何传感器或者部件损毁跑道； 

 F.不允许车模设计方案抄袭，各个参赛队伍所设计的硬软件需要相互之间有明

显的不同。参加追逐类两个组别比赛的双车，如果来自不同队伍，硬软件也需要

有明显不同。 

 

（4）其它事宜 

1) 现场正式比赛前，每个参赛队伍都有现场环境适应性调试阶段。调试跑道与

比赛跑道形状不一定一样。 

2) 比赛开赛之前，所有车模都由比赛组委会收集并存放在同一保管区域，直到

比赛结束。 



3) 在比赛期间，大赛组委会技术组将根据情况对参赛车模进行技术检查。如果

违反了比赛规则的禁止事项，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参赛队伍的成绩。 

 

3、比赛奖项 

    比赛将按照"分赛区普及、全国赛提高"的原则，在分赛区、省赛区每个组别

分别按照相同的比例设置奖项。每个组别按照相同的队伍选拔各分赛区队伍参加

全国总决赛。 

（1）分赛区奖项设置： 

一等奖：分赛区参赛队伍前 20%队伍。 

二等奖：分赛区参赛队伍 35%。 

三等奖：正常完成比赛但未获得一、二等奖的队伍。 

优秀奖：未正常完成比赛，但通过补赛完成比赛的队伍。 

各分赛区可以根据比赛需要，修改和设置不同的奖项，并报大赛组委会审批。 

（2）全国总决赛奖项设置： 

第十三届全国总决赛奖项设置将另行发布。 

 

六、其它 

1.比赛过程中有其他作弊行为的，取消比赛成绩； 

2.参加预赛并晋级决赛的队伍人员不允许改变； 

3.参加全国总决赛的队伍中的队员最多只允许改变一名队员。 

4.本规则解释权归比赛组织委员会和竞赛秘书处所有。 

 

 

 

 

附录 1：车模修改要求 

1) 禁止不同型号车模之间互换电机、舵机和轮胎； 



2) 禁止改动车底盘结构、轮距、轮径及轮胎；如有必要可以对于车模中的零部

件进行适当删减； 

3) 禁止采用其它型号的驱动电机，禁止改动驱动电机的传动比； 

4) 禁止改造车模运动传动结构； 

5) 禁止改动舵机模块本身，但对于舵机的安装方式，输出轴的连接件没有任何

限制； 

6) 禁止改动驱动电机以及电池，车模前进动力必须来源于车模本身直流电机及

电池； 

7) 禁止增加车模地面支撑装置。在车模静止、动态运行过程中，只允许车模原

有四个车轮对车模起到支撑作用。对于电磁平衡组组，车模直立行走，在比赛过

程中，只允许原有车模两个后轮对车模起到支撑作用。 

8) 为了安装电路、传感器等，允许在底盘上打孔或安装辅助支架等。 

9) 车轮 

参赛车模的车轮需要是原车模配置的车轮和轮胎，不允许更改使用其它种类的车

轮和轮胎，不允许增加车轮防滑胶套。 

 

如果车轮损坏，则需要购买原车模提供商出售的车轮轮胎。 

允许对于车轮轮胎做适当打磨，但要求原车轮轮胎花纹痕迹依然能够分辨。不允

许对于车轮胎进行雕刻花纹。 

 

参赛队伍的轮胎表面不允许有粘性物质，检测标准如下： 

车模在进入赛场之前，车模平放在地面 A4 打印纸上，端起车模后，A4 打印纸

不被粘连离开地面。检查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 17 车轮胎 A4 纸粘性检查 

 

车模在赛道上运行之后，不能够留下可辨析的痕迹。 

 



10) 光电直立组车模电池位置 

允许更改车模电池的安装位置，但要求电池外轮廓距离车模底盘及其附属物的最

短距离不得超过 30mm。车模底盘附属物包括车轮、车轮支架、电机支架、编码

盘支架。 

 

图 18 车模底盘及其附属物示意图 

 

电池距离车模底盘最小距离的示意图如下： 

 

图 19 电池距离车模底盘最小距离示意图 

 

 

 

 

 

 

 

附录 2：赛车磁标 

在比赛中新的计时系统采用的铺设的线圈感应磁标进行计时。为了便于车模安装，

车模中可以采用以下几类钕铁硼永磁铁。 



 

图 20 用于磁标的钕铁硼永磁铁 

 

第一类扁平的长方磁铁便于直接使用胶水粘贴在车模底板，既牢靠，又距离地面

近，便于触发计时系统。推荐采用这类磁标。 

 

第二类和第三类都属于圆柱形的永磁铁，只是第三类中带有中间孔，方便利用螺

丝固定在赛车底盘上。为了可靠触发计时系统，这两类的磁铁的大小（高、直径）

应该在 7 至 10 毫米。太小不利于触发计时系统，太高则不易于安装。 

 

为了可靠触发计时系统，要求以上三种磁标安装后距离赛道表面应小于 2 厘米。

一种比较简便的固定方式就是将上述永磁铁吸附在车模电机的下面。 

 

 

 

 

 

 

 

 

 

 

 

附录 3：信标系统 

信标对抗组所使用的信标在以往两届比赛中的基础上做了以下增强： 

1. 加固信标外壳： 



信标的基座改为铝合金一体化底座，灯罩通过多圈螺纹紧固在底座上。灯罩上开

有便于声波通过的音孔。 

 

图 21 加固后的信标外壳以及带有音孔的灯罩 

 

2. 增加扬声器： 

信标内部在原有的红色、红外发光管的基础上，增加了动圈式的扬声器。能够发

射声音导引向航空。 

 

3. 改进信标底盘： 

新标底盘进一步减轻重量和厚度，便于铺设和安装。 

下图所示为前两届信标外观和亮灯的状态。第十三届的信标工作原理、实现方案

以及规格将会在《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信标比赛系统说明》进行详细叙述。 

 

图 22 往届比赛所使用信标外观 

 

 

 

 

附录 4：部分组别强制和鼓励使用的微控制器型号 

表格 1 



 

表格 2 



 



注：在第十三届普通竞速组别中，三轮电磁组、两轮直立组、无线节能组的主控

制板必须使用 KEA 系列的微控制器。其它组别可以使用任何 NXP 公司出品的微

控制器。 

 

 

 

附录 5： 比赛细则相关规范文档 

1. 《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信标比赛系统说明》 

2. 《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无线充电系统》 

3. 《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比赛裁判 s系统说明》 

4.《第十三届智能车竞赛自动裁判系统和比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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