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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是从 2006 年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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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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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年起该竞赛改为由中国自动化学会负责主办。 

我校自 2008 年开始派出参赛队参加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2012年起每年

举办北京交通大学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旨在培养我校学生创新实践氛围和能力，

为我校参加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选拔优秀参赛学生。 

参加北京交通大学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的参赛选手须使用竞赛组委会指定的

竞赛车模套件和统一提供的系统主控电路板（可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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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车模

机械结构设计、传感器信号采集处理、电机驱动与测速、转向舵机控制以及控制算

法软件开发等，初步完成智能车工程制作及调试。参赛队伍首先于指定日期参加预

选赛，完成比赛获得参加决赛资格后继续完善车模，提高车模的性能和稳定性，再

于指定日期参加决赛。竞赛组委会将根据比赛成绩评定各参赛队获得的奖项。 

2 比赛器材 

竞赛要求使用规定的比赛器材，按照一定规则制作参赛车模。凡不按要求制作

参赛车模的参赛队，将被取消参加比赛资格。 

2.1 车模 

（1）车模的种类 

所有参赛队必须在表 2-1 所示的两种车模中选择一种作为参赛车模制作平台。

可以购置全新车模，也可使用手中原有的同型号车模或购置二手车模参加比赛。 

表 2-1 车模信息 

型号 车模外观和规格 供应厂商 参考采购信息 

B 型 

车模 
 

单驱动电机 

电机：540，舵机：S-D5 

北京科宇通博 

科技有限公司 

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

m=a1z10.3-c-s.w4002-

22810592111.15.475357c2hIEMoB&id

=542642919236 

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

m=a1z10.5-c-s.w4002-

15882386853.44.3d6a60f7jAl0bU&id=

56079877752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2810592111.15.475357c2hIEMoB&id=54264291923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2810592111.15.475357c2hIEMoB&id=54264291923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2810592111.15.475357c2hIEMoB&id=54264291923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2810592111.15.475357c2hIEMoB&id=54264291923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82386853.44.3d6a60f7jAl0bU&id=56079877752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82386853.44.3d6a60f7jAl0bU&id=56079877752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82386853.44.3d6a60f7jAl0bU&id=56079877752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82386853.44.3d6a60f7jAl0bU&id=56079877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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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车模外观和规格 供应厂商 参考采购信息 

C 型 

车模  
双驱动电机 

电机 RS-380，舵机：
FUTABA3010 

东莞市博思电子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 

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

m=a1z10.5-c-s.w4002-

22810592116.33.5f38db86OWpRJt&id

=581294416478 

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

a1z10.5-c-s.w4002-

15882386853.30.706660f7tJoVEO&id

=521239508099 

 

（2）车模修改要求 

i. 车模制作完成之后的尺寸统一要求：车模在正常运行姿态下，车模的外轮

廓长度小于 30cm，宽度小于 25cm，高度小于 20cm。 

ii. 禁止不同型号车模之间互换电机、舵机和轮胎。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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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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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禁止改造车模运动传动结构。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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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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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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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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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参赛车模的车轮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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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款车轮轮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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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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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模在赛道上运行之后，不

能够留下可辨析的痕迹。检查过程如图 2-1所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2810592116.33.5f38db86OWpRJt&id=58129441647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2810592116.33.5f38db86OWpRJt&id=58129441647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2810592116.33.5f38db86OWpRJt&id=58129441647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2810592116.33.5f38db86OWpRJt&id=58129441647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82386853.30.706660f7tJoVEO&id=52123950809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82386853.30.706660f7tJoVEO&id=52123950809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82386853.30.706660f7tJoVEO&id=52123950809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882386853.30.706660f7tJoVEO&id=52123950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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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模平放在 A4 打印纸上 10秒钟        车模抬起瞬间， 打印纸不离开地面 

图 2-1 车轮胎 A4 纸粘性检查 

2.2 电子元器件 

（1）微控制器 

采用恩智浦半导体（NXP）公司的 8位、16位、32 位系列微控制器作为车模

中唯一可编程控制器件。 

使用微控制器的数量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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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使用各类电磁、光电、超声传感器、摄像头器件进行赛道和环境检测，

传感器的种类和数量由参赛队伍自行确定，不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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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2）。 

                     

舵机                     直流电机                   步进电机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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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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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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模上的额外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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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电路板 

本次竞赛允许使用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路板或自制电路板参赛。 

（1）使用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路板 

竞赛开始后，每支参赛队可在规定时间从竞赛组委会领取一套已经制作好的成

品电路板和单片机调试下载器。统一提供的电路板中已包含微控制器单元、电源管

理单元、传感器信号（同时包含光电和电磁信号）采集与调理单元、电机驱动单元、

舵机驱动单元、无线通信单元、按键输入及显示单元等电路，除传感器外基本无需

自己设计制作硬件电路。 

领取电路板时须缴纳 400 元押金，校内比赛结束后归还电路板和配套的下载

器，押金如数退还；如电路板丢失或人为损坏的，押金不退。因人为损坏需要额外

领取电路板的，需另外缴纳电路板维修成本费用。 

（2）使用自制电路板 

如参赛队选择使用自制电路板参赛，则在竞赛智能汽车中，除竞赛组委会统一

提供的电路板、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核心子板、电机驱动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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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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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直接

可见。（如果电路板的面积小于 1cm2，可以不用带有队伍特有信息。） 

3 比赛环境 

竞赛组委会在学生活动中心 706 室铺设有符合比赛要求的赛道，供各参赛队日

常调试和正式比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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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赛道 

（1）赛道材质 

赛道采用 PVC 耐磨塑胶地板材料制作。 

（2）赛道尺寸、形状、间距 

赛道宽度不小于 45cm。预选赛阶段的赛场形状为边长约 5m×7m的区域，决赛

阶段的赛场约为预赛阶段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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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3-1 所示。 

 

图 3-1 赛道基本尺寸 

（3）赛道引导方式 

本次比赛整条赛道上都具有边界线和电磁引导线。 

 赛道边界线 

赛道两侧全程铺设有黑色边界线用于赛道引导。边界线的宽度为 25±5mm。如

图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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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赛道边界引导线 

 中心电磁导引 

赛道全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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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弦波或方波）。

频率范围 20k±1kHz，电流范围 100±20mA（有效值）。 

电磁线内嵌在赛道中心，上面使用白色胶带固定。如图 3-3所示。 

 

图 3-3 电磁引导线固定方式 

（4）起跑线标志 

比赛要求车模在比赛完毕后，能够自动停止在停车区域内。停车区域为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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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斑马线起跑线：如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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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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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起跑区域 

B. 永久磁铁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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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位置如图

3-5所示。 

 

图 3-5 起跑线中间的永磁铁安放位置 

（5）赛道边界判定 

比赛要求车模在运行过程中保持在赛道内。 

在赛道边缘处粘贴两层黑色高密度海绵条，形成赛道路肩，作为赛道边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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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6所示。 



2021 年北京交通大学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比赛细则 

8 
 

 

图 3-6 赛道路肩 

（6）赛道元素 

比赛赛道是一个封闭曲线赛道，具有表 3-1所示赛道元素。  

表 3-1 赛道元素 

赛道 

元素 
图例 说明 

直线 

道路 

 

赛道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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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小于 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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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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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 

 

坡道的坡度不超过 20°。坡

道可以不是对称的。坡道的

过渡弧长不小于 10cm。坡道

的长度、高度没有限制。一

般情况下坡道的总长度会

在 1.5m 左右。电磁导引线

铺设在坡道的表面。 

环岛 

 

赛车经过环岛时需进入环

岛绕行一周后继续前行。环

岛中心线半径不小于 50 

cm。电磁导线也是在环岛绕

行一周。车模如未能绕行环

岛，则比赛成绩加罚 20秒。

绕行圈数多于一周不加时。 

车库 

 

车库赛道元素是在起跑线

旁设置的方形区域。车模出

发是从车库驶出，在运行一

周之后在驶入车库内。比赛

时间是从车模驶出车库和

返回车库之间的时间差计

算。计时线圈放置在车库门

口处。 

*注：图例中除了赛道之外的交通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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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3.2 环境 

赛道为在室内平整光滑地砖上铺设，为保证地面与白色赛道有一定色差，赛道

下方铺设有蓝色广告布。赛道上方采用为白色日光灯照明，光线良好，室内配有窗

帘，无阳光直射。赛道边缘有约 5～10cm高的护栏，以防止赛车冲出。图 3-7为赛

场环境示意，实际比赛赛道路径和元素可能与图中赛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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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赛场环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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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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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线圈布置在赛道

下面，对于运行车模干扰小，同时车模也不容易冲撞计时系统。如图 3-8所示。 

 

图 3-8 基于磁感应的比赛计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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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可靠

触发计时系统，永磁铁距离地面高度应在 2cm 以内。具体安装方式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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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车模计时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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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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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mm。太小不利于触发计时系统，太高则不易于安装。 

 

图 3-10 用于磁标的钕铁硼永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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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或者电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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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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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计时系统 

比赛计时系统由竞赛组委会在比赛现场统一安装。参赛队在平时训练时可以自

行使用秒表或车载计时装置进行计时。 

4 比赛任务 

4.1 比赛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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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选赛阶段 

此阶段赛道中仅包含直线道路、曲线弯道、十字交叉路口 3种元素，赛道难度

相对较低。 

 决赛阶段 

此阶段赛道中可能包含直线道路、曲线弯道、十字交叉、坡道、环岛、车库在

内的所有元素，赛道难度相对较高。 

4.2 比赛任务 

比赛时车模应在指定发车位置静止 2秒后自动发车，完成沿赛道运行一周后自

动停止在指定区域，比赛时间较短者为优胜。 

预选赛阶段赛道没有车库元素，车模直接从赛道斑马起跑线前方 1米区域内发

车，沿赛道运行一周后自动停止在斑马起跑线后方 3米的赛道上，比赛时间是指车

模冲出起跑线和重新回到起跑线之间的时间差。如果未能在起跑线后 3米内停车或

停车时冲出赛道，比赛时间加罚 1 秒。 

决赛阶段比赛时间是指车模驶出车库和返回车库之间的时间差；如果未能实现

车库发车和停车功能，则按从车模冲过起跑线到重新回到起跑线的时间差再加 20

秒计算。 

5 比赛流程 

5.1 比赛规则 

（1）预选赛阶段规则 

i. 比赛场地设有一条比赛赛道和一条试车赛道，两条赛道可能相同也可能不

同，试车赛道中不一定包含比赛赛道的所有元素。 

ii. 参赛队以抽签形式决定比赛次序。 

iii. 比赛分为两轮，两轮比赛车模运行方向相反，比赛顺序相同。每支参赛队

取两轮比赛成绩中最好的一个作为预选赛最终成绩。 

iv. 每支参赛队可以在每轮比赛之前有统一的现场调整时间，时间长度不超过

15 分钟。在此期间，参赛队可以在试车赛道进行试车，可携带维修工具，

对赛车的软件、硬件进行调整，对赛车损毁部分进行修理。 

v. 在每轮比赛中，参赛队员进入场地会有 60秒准备时间，在准备时间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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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队员可以在正式赛道上对车模进行试跑和调试。准备时间结束后，选手

将赛车放置在起跑区域内赛道上，赛车静止在起跑区。 

vi. 开始比赛后，车模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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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轮比赛每队总共有两次冲出赛道的机

会。所有在 180 秒内按规则跑完赛道全程的参赛队均视为成功完成比赛。 

vii. 所有成功完成预选赛比赛的参赛队均可晋级决赛。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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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赛的比赛场地与预选赛相同，但没有试车赛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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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元素种类会增加。 

iii. 参赛队比赛前可自行选择去掉或不执行某些赛道元素，包括十字交叉、坡

道、环岛、车库。每去掉或未正确执行一个赛道元素比赛成绩加罚 20s。 

iv. 比赛分为两轮，两轮比赛车模运行方向相反，比赛顺序相同。每支参赛队

取两轮比赛成绩中最好的一个作为决赛最终成绩 

v. 每轮比赛每支参赛队有 10 分钟比赛时间，必须在该时间段内完成全部比

赛任务，超出时间成绩无效。时间从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起计算。 

vi. 比赛时间内，不限制车模运行次数。每次成功完成比赛后，参赛队员自行

决定是否保留本次比赛成绩作为本轮比赛最终成绩。如确认保留则终止比

赛，记录成绩；如放弃保留成绩可继续试车或比赛。如本轮比赛时间到，

则立即终止比赛，成绩无效。 

vii. 每支参赛队在比赛期间没有专门的现场调整时间。在比赛时间内，参赛队

可以在比赛赛道上进行试车，可携带维修工具，对赛车的硬件进行调整（不

得携带电脑，不得修改软件），对赛车损毁部分进行修理，所花费的时间

全部计入比赛时间内。 

viii. 预选赛成绩不记入决赛成绩，只决定决赛比赛顺序。没有成功完成决赛阶

段比赛的队伍，预选赛成绩将作为该参赛队成绩排名的依据。 

5.2 比赛流程 

（1）预选赛阶段比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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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比赛顺序，裁判员指挥参赛队顺序进入场地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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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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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作车模冲出赛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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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后，赛车在 30秒之内没有离开出发区。 

 比赛开始后未经裁判允许，选手接触赛车。 

 赛车在离开出发区之后 180秒之内没有跑完一圈。 

 赛车同时有 2个或 2个以上车轮离开赛道。 

比赛过程中如果出现有如下一种情况，判为比赛失败： 

 赛车冲出跑道的次数超过两次。 

 赛车没有通过现场技术检验。 

如果比赛失败，则不计成绩。 

（2）决赛阶段比赛流程 

按照比赛顺序，裁判员指挥参赛队顺序进入场地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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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宣布比赛开

始后开始 10分钟计时，选手可以开始试车或直接比赛。 

如开始比赛，参赛队员将赛车放置在起跑区内，赛车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超过

计时起跑线。参赛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裁判员确认启动比赛计时系统后可以发车

并计时。赛车启动后应沿着赛道跑完一圈。由计时起跑线传感器进行自动计时，如

果比赛完成，由计算机评分系统自动给出比赛成绩。每次成功完成比赛后，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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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自行决定是否保留本次比赛成绩作为本轮比赛最终成绩。如确认保留则终止比赛，

记录成绩；如放弃保留成绩可继续试车或比赛。如本轮比赛时间到，则立即终止比

赛，成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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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内，不限制车模运行次数和冲出赛道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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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作车模冲出赛道一次。 

 赛车在离开出发区之后 180秒之内没有跑完一圈。 

 赛车同时有 2个或 2个以上车轮离开赛道。 

 比赛开始后未经裁判允许，选手接触赛车。 

比赛过程中如果出现有如下一种情况，判为比赛失败。 

 10分钟内车模未成功完成比赛，或未能记录有效成绩。 

 赛车没有通过现场技术检验。 

如果比赛失败，则不计成绩。 

5.3 比赛禁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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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选赛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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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改，但是可以手工改动电路板上的拨码

开关、按键或者电位器等。 

 决赛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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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软件修改，但是可以维修硬件，可以手工改动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

按键或者电位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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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选赛阶段比赛前 60 秒准备时间内，决赛阶段比赛正式开

始前，允许参赛队员进入场地，协助工作人员对比赛赛道进行清理。 

 不允许其它干扰或者远程遥控赛车运动的行为。 

 不允许赛车的任何传感器或者部件损毁跑道。 

 不允许车模软件设计方案抄袭，各个参赛队所设计的软件需要相互之间有

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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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非本参赛队人员参与车模设计。 

5.4 其他事宜 

（1） 比赛开赛之前，所有车模都由竞赛组委会收集并存放在同一保管区域，

直到比赛结束。 

（2） 在比赛期间，竞赛组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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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组委会有权取消参赛队伍的成绩。 

6 竞赛评奖 

6.1 奖项设置 

本次竞赛设一、二、三等奖，竞赛组委会将为所有获奖参赛队颁发获奖证书。 

6.2 选拔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参赛队员 

竞赛组委会将从在本次竞赛中获奖的参赛队员和在往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

竞赛中获奖的参赛队员中择优选拔部分同学，组队代表我校参加 2021 年全国大学

生智能汽车竞赛。 

7 组队及报名办法 

7.1 组队规定 

本次竞赛原则上面向全校各专业、各年级在校本科学生，特别是电子信息类、

计算机类、电气类和机械类专业（包括但不限于通信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轨

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智能装备与系统、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

网工程、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机械

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车辆工程等专业）学生，以及其他对电子电路技术、计算

机技术、机械与车辆技术感兴趣和有基础的学生。 

竞赛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每支参赛队由不超过 3 名学生组成，每名学生只能

在一支参赛队报名参赛。 

7.2 报名办法 

每支参赛队设队长一名，由队长登录学校教务处网站，选择“个人中心 -> 实

践教学服务平台 -> 学科竞赛管理平台 -> 竞赛参赛 -> 竞赛报名”，选择“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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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按照如下要求填写报名信息报名。 

 “参赛项目”一栏填写“通用四轮组” 

 “团队名称”一栏填写参赛队自拟的团队名称 

 “报名理由”一栏可简单说明报名理由或留空 

 “其他成员”一栏选择本参赛队其他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一栏同时选择：马庆龙（工号 8008）、王睿（工号 8723）、

谢文超（工号 9389）三位老师 

 “组长联系电话”一栏填写队长的手机号码 

 “备注”一栏详细填写所有参赛队员的个人信息，格式为“序号-姓名-学

号-学院-年级-专业-班级-手机号码”，例如“1.张三-18210000-电信-

2018-通信工程-通信 1701-13912345678、2.李四-18290000-电气-2018-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 1801-13912345678、3.王五-19220000-机电-

2019-车辆工程-车辆 1901-13912345678” 

注意：该系统必须使用谷歌 Chrome 或火狐 Firefox 浏览器方可正常使用。 

7.3 参赛咨询 

竞赛报名咨询请用 QQ扫描右侧二维码，加入“2021

年北京交通大学智能汽车竞赛群”，可在线咨询竞赛相关

信息。 

8 其他 

1.比赛过程中有作弊行为的，取消比赛成绩，情节严重的通报学校教务处及参

赛学生所在学院。 

2.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北京交通大学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组委会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