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 智能车挑战赛规则 

（2021 赛季 小学组） 

1 器材要求 

1.本届比赛可自主搭建智能车模型，智能车模型需搭载各类电子元器件辅助

自动驾驶，智能车模型外部需安装车壳。智能车模型规格限制如下:  

1) 尺寸：无人车在起始位置的垂直投影最小尺寸为 25cm×12cm×8cm（长

×宽×高），最大尺寸为 35cm×18cm×20cm（长×宽×高）。 

2) 轮胎尺寸：50mm<直径<70mm 

3) 结构：智能车模型需为 4车轮结构，智能车模型内部需搭载各类传感器，

控制板以及 4个直流减速电机，实际布局可自行设计。 

4) 外壳：智能车模型需增加车壳，将大部分元器件包裹进去，可外露部分

传感器以便于获取外部信息。车壳需预留摄像头位置。 

2.电子元器件 

1) 主板：可采用 Arduino Uno、Arduino Nano、Arduino Pro Mini、Arduino 

Mega2560或其兼容款作为智能车模型中唯一可编程控制器件。 

2) 单板电脑：可采用树莓派 3B+，或其他可搭载 Linux 操作系统的开发板

作为视觉、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计算器件。 

3) 传感器以及执行器：传感器以及执行器运行过程中不得超出车身投影，

数量种类不限制。可根据比赛需求添加合适的传感器（如：灯带，LED灯，

喇叭，测距模块等） 

  



2 场地介绍 

TAI 智能车专项挑战赛整体环境为一个由多种 EVA 赛道拼接起来的可变赛

道。其中包含的赛道模块以及尺寸如下所示： 

直行模块：44cm×44cm 

转向模块：转角 45°，宽度 44cm，转弯半径 49cm 

窄路模块：44cm×27cm 

整个比赛包含 8 种不同任务赛道，起点为一个单独的直行模块。任务赛道由

以上所述的赛道模块拼接组成，比赛中将在这 8种任务赛道中随机抽取其中的 5

种最终拼接组成比赛赛道进行比赛，比赛全程智能车不得脱离赛道模块，一旦脱

离将被裁判要求返回出发点重新开始。8种任务赛道模块如下图所示，白色线段

为车道线，线粗 2cm，车道宽 20cm：  

 

图 2.1 8种任务赛道模型 
  



3 任务说明 

TAI 智能车专项挑战赛共分为 8 种任务赛道，分别是 Z 字路口，语音播报，

左转弯，右转弯，侧方停车，倒车入库，推木块，U型路口。 

3.1 出发 

  

如上图所示，红色方框内为智能车出发区域，该区域会出现在所有任务区域

最前方。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不接触智能车，智能车自主开始运动。 20 

智能车自主行驶，垂直投影完全离开出发区域。 20 

 

3.2 Z 字路口 

 

Z 字路口任务区域是由 2 个直行模块以及 2 个窄路模块的赛道模块拼接组

成。智能车需沿车道行驶到达 Z字路口，通过平移的方式通过该段赛道，进入下

一任务模块中。 

出发区域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进入任务区域，沿赛道模块行驶，全程不脱离赛道，并完

全离开任务模块。 

40 

 

3.3 语音播报 

 

语音播报任务区域为一个单独的直行模块。当智能车到达该任务模块时（即

全车投影进入该任务模块中），需让智能车播报“欢迎来到钛星球”语音，在播

报时智能车需保持停止状态，当播报完成后即可驶离该任务点。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完全停止在任务模块中，并完整播报语音“欢迎来到钛星

球”，播报过程中不移动。最终完全离开任务模块 

30 

 



3.4 左转弯 

 

左转弯任务区域是由两个转向模块拼接组成的 90°转角路段。智能车需沿

车道线行驶，全程不得触碰车道线，最终驶离该任务点，以下示意图为从右向左

行驶。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沿车道行驶，全程不触碰车道线，完全驶离任务模块 30 

 

3.5 右转弯 

 

右转弯任务区域是由两个转向模块拼接组成的 90°转角路段。智能车需沿

车道线行驶，全程不得触碰车道线，最终驶离该任务点，以下示意图为从右向左

行驶。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沿车道行驶，全程不触碰车道线，完全驶离任务模块 30 

 



3.6 侧方停车 

 

侧方停车任务区域是由一个直行模块以及一个窄路模块拼接组成。当智能车

抵达该任务模块时，需驶入窄路模块（即全车投影完全进入该模块中），并停止

3 秒钟，即可判断停车完毕，停车结束后即可返回直行模块并驶离该任务模块。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驶入“侧方车位”后停止 3 秒以上，且停止时智能车垂直

投影部分不超出“侧方车位”区域。 

50 

 

3.7 倒车入库 

 

倒车入库任务区域是由两个直行模块拼接组成。当智能车抵达该任务模块时，

需驶入停车车位（即全车投影完全进入该停车车位中），并停止 3 秒钟，即可判

断停车完毕，停车结束后即可返回直行模块并驶离该任务模块。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驶入“倒车车位”后停止 3 秒以上，且停止时智能车垂直

投影部分不超出“倒车车位”区域。 

50 

 

停车区域 

停车区域 



3.8 推木块 

 

推木块任务区域是由 2个直行模块以及 2个窄路模块拼接组成，2个窄路模

块上均会放置一个 8cm×8cm×8cm的正方体木块。当智能车到达任务模块时，需

将两个木块分别推入两个窄路模块中（即木块投影完全进入窄路模块中），即任

务完成，可返回直行模块并驶离该任务模块。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将两块木块推入相应的窄路模块中。 2*25 

 

3.9 U 型路口 

 

U 型路口任务区域是由 2 个直行模块以及 2 个窄路模块拼接组成，2 个直行

模块中间将放置一个 30cm×20cm×0.6cm的长方形挡板。智能车需绕过挡板，全

程不得触碰挡板，继续沿车道行驶。 

木块 

挡板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进入任务区域，沿赛道模块行驶，全程不脱离赛道且不触

碰挡板，最终完全离开任务模块。 

40 

3.10 时间得分 

智能车每到达一个任务点会得到 20 秒的时间得分，最终的时间得分为到达

指定位置数量*20-所用时间。智能车必须全车投影完全进入任务点的范围内才能

得到相应的时间得分。任务点为以下 8种任务点中的随机 5种： 

1号任务点：Z 字路口。 

2号任务点：语音播报。 

3号任务点：左转弯。 

4号任务点：右转弯。 

5号任务点：侧方停车。 

6号任务点：倒车入库。 

7号任务点：推木块。 

8号任务点：U 型路口。 

  



4 术语解释与任务要求 

出发区域：第一块 EVA赛道。 

总用时：即参赛队伍完成任务的所有的时间，从智能车离开起点，中间计时

不暂停，直到比赛结束，最多 180秒。 

启动：智能车必须在“出发区域”内启动，启动前智能垂直投影不得超出“出

发区域”边界，启动后参赛选手不得触碰智能车，否则会被要求重启： 

a) 参赛选手在“出发区域”以外区域触碰智能车。 

b) 参赛选手的智能车冲出比赛赛道，裁判判定无法返回时。 

c) 启动时间超过 120秒，启动时间不计入总用时。 

到达任务点：根据 2.2中描述的每个任务点到达的标准来计算达到任务

点数量，出发不计任务点。 

d) 其他特殊情况。 

                                

结束：即比赛结束，结束情况如下： 

a) 参赛选手每轮比赛有 2次启动机会。每次启动记录一次分数。两次启动

机会用完即比赛结束。 

b) 特殊情况裁判直接宣布比赛结束，如参赛选手严重违规被红牌罚下。 

5 赛制与赛程 

参赛资格：根据赛事覆盖区域可分为市赛、省赛、国家赛和世界锦标赛，原

则上选拔机制为成绩优异者（一般取一等奖（含冠亚季军））晋级，世锦赛为邀

请赛，由组委会发出邀请，参赛队伍/单位应邀参赛。具体参赛资格标准以具体

赛事公告为准。 

赛事公告：赛事通知在比赛开始前 2个月公布，同时公布组别设置、覆盖区

域或参赛资格标准、报名渠道与截至日期、比赛日期、比赛地点等详细信息。 



报名：依据赛事公告，一般为比赛日期前 1个月截止报名。 

报道：依据赛事公告，一般为比赛日期前一天。报到时获知最终比赛场地、

出场顺序等信息，同时领取参赛资料。 

赛程： 

a) 开幕式 

b) 每个竞赛场地一般分配 25-35支队伍，场地分配和出场顺序由组委会随

机安排。 

c) 依据赛事公告确认竞赛轮次，一般为 1-2轮，各轮场地、出场顺序不变，

比赛任务会有调整。 

d) 每轮比赛按照入场→场地抽签→场地调试→机器封存→正式比赛→离

场的顺序进行。集体同时进场，然后公布本轮题目（场地确认），然后是

60-120分钟场地调试时间（期间禁止选手以外的人员通过任何途径帮助

选手），调试结束后进行机器封存，依照出场顺序依次上场比赛（1分钟

准备时间，3分钟比赛时间，1分钟整理离场时间），比赛结束的队伍直

接离场。 

e) 所有队伍比赛完成后，组委会统分与排名，并完成奖状制作，尽快公布

成绩。 

f) 闭幕式，含颁奖活动。  



6 裁决与排名 

赛事主裁判：负责赛事总体组织与协调，管理、解释比赛规则，针对明显争

议确定标准。 

区域主裁判：针对较大规模赛事设置，负责协助特定区域内场地比赛的协调，

协助赛事主裁判管理比赛。 

场地裁判：管理指定场地上的比赛，负责管理秩序、组织比赛、计分、统分，

做好规则、得分与选手的对接确认。 

处罚：比赛现场出现以下违规会影响参赛队伍的成绩。出现处罚时，需要至

少两名裁判同时签字。  

a) 不服从裁判管理，冲撞裁判，当轮成绩判为 0分。 

b) 损坏其他队伍参赛设备并未获得谅解，当轮成绩扣除 200分。 

c) 违反规定与获得场外人员（老师、家长等）协助，当轮成绩扣除 100 分

/次。 

总分：得分以队伍为单位，最终得分为各轮得分中的最高分，每轮得分=本

轮完成任务得分以及时间得分之和-处罚扣分。总分最低为 0分，无负分。 

排名：各组别单独排名，总分多者排名靠前，总分相同用时少者排名靠前，

总分相同且用时相同重启次数少者排名靠前，如总分、用时、重启次数都相同则

名次并列。原则上比赛得分为 0分的队伍不参与排名。 

奖项设置： 

奖项 数量 说明 

冠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1名 

亚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2名 

季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3名 

一等奖 总队伍数*20% 如设冠亚季军，冠亚季军名额占用一等奖名额 

二等奖 总队伍数*30% 无 



三等奖 总队伍数*40% 队伍得分为 0者不参与评奖 

参与奖 总队伍数*10% 队伍得分为 0者不参与评奖 

  



8 回避范围及方式 

（一）回避范围。 

回避是指评审专家具有法定情形，必须回避，不参与相关作品评审的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结合竞赛活动实际，如果评审专家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回

避： 

（1）是参赛选手的近亲属； 

（2）与参赛选手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 

（3）担任过参赛选手的辅导老师、指导老师的； 

（4）与参赛选手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二）回避方式。 

回避方式有自行回避与申请回避两种： 

1.自行回避。 

评审专家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回避的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

当记录在案。 

评审专家在活动评审过程中，发现有上述（1）（2）（3）（4）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提出回避；没有自行提出回避的，活动组委会应当决定其回避。 评审

专家自行回避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

记录在案。 

（二）申请回避 

参赛选手及评审专家要求其他评审专家参与回避的，应当提出申请，并说明

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9 其他 

未尽事宜参考各赛事公告并以对应赛事公告为准。如有疑问联系各赛事组

委会，组委会具有对赛事最终解释的权利和义务，并以公告形式最晚于该赛事报

道开始前公布，公布形式不限，但报名现场公告栏必须有通知。 

  



10 附录 

附录 1：小学组计分表 

任务 总分 计分标准 分值 第一轮 

得分 

第二轮 

得分 

备注 

出发 30 智能车完全离开出发区域 30    

Z 字路口 40 经过任务区且完全离开 40    

语音播报 30 播报过程中不移动，播报内容无误 30    

左转弯 30 全程不触碰车道线 30    

右转弯 30 全程不触碰车道线 30    

侧方停车 50 
垂直投影部分不超出“侧方车位”区

域。停止时间超过 3 秒 
50 

   

倒车入库 50 
垂直投影部分不超出“倒车车位”区

域。停止时间超过 3 秒 
50 

   

推木块 50 每将一块木块推入相应的窄路模块 25    

U 型路口 40 经过任务区且完全离开，不触碰挡板 40    

时间得分 

100 

到达任务点数量*20-所用时间（单

位：秒） 100 

  所用时间 到达任务

点数量 

  

  

总分 
450 

 
 

  裁判签字： 

选手签字： 

 

 

 

 

 

 

 

 

 



TAI 智能车挑战赛规则 

（2021 赛季 初中组） 

11 器材要求 

1.本届比赛可自主搭建智能车模型，智能车模型需搭载各类电子元器件辅助

自动驾驶，智能车模型外部需安装车壳。智能车模型规格限制如下:  

5) 尺寸：无人车在起始位置的垂直投影最小尺寸为 25cm×12cm×8cm（长

×宽×高），最大尺寸为 35cm×18cm×20cm（长×宽×高）。 

6) 轮胎尺寸：50mm<直径<70mm 

7) 结构：智能车模型需为 4车轮结构，智能车模型内部需搭载各类传感器，

控制板以及 4个直流减速电机，实际布局可自行设计。 

8) 外壳：智能车模型需增加车壳，将大部分元器件包裹进去，可外露部分

传感器以便于获取外部信息。车壳需预留摄像头位置。 

2.电子元器件 

4) 主板：可采用 Arduino Uno、Arduino Nano、Arduino Pro Mini、Arduino 

Mega2560或其兼容款作为智能车模型中唯一可编程控制器件。 

5) 单板电脑：可采用树莓派 3B+，或其他可搭载 Linux 操作系统的开发板

作为视觉、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计算器件。 

6) 传感器以及执行器：传感器以及执行器运行过程中不得超出车身投影，

数量种类不限制。可根据比赛需求添加合适的传感器（如：灯带，LED灯，

喇叭，测距模块等） 

 



12 场地介绍 

TAI 智能车专项挑战赛整体环境为一个小于 3m×3m 的大型城市沙盘，该城

市沙盘由 EVA 材质赛道拼接组成，直道 EVA 模块尺寸为 44cm×44cm，车道宽度

为 20cm，弯道曲率半径为 49cm。从起点出发，沿车道行驶能够经过每一个任务

区，可逐一完成任务区中的任务，最终到达终点停车区域，终点停车区域为一个

侧方停车的停车场，找到相应车位停入即算做比赛完成。整体场地如下图所示（赛

道误差大小将控制在±5cm以内）： 

 
图 12.1 场景沙盘布局图 

  



13 任务说明 

TAI 智能车专项挑战赛共分为五个任务区域，分别是物流管家区、城市享游

区、倒车入库区、通行守护区、侧方停车区。 

13.1 出发 

 

如上图所示，红色方框内为智能车出发区域。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不接触智能车，智能车自主开始运动。 20 

智能车自主行驶，垂直投影完全离开出发区域。 20 

13.2 物流管家 

 

如上图所示，在出发区域外侧有 1张色卡（如上图所示左边与 EVA 赛道接缝

齐平），在车道右侧有两个边长 8cm 的立方体木块（如上图所示上边与 EVA 赛道

接缝齐平），色卡和木块的颜色随机，其中一个木块和色卡的颜色相同。 

出发区域 

色卡 

木块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正确识别颜色色卡，将车身灯光改为相同颜色保持 3 秒以

上，不得亮起其他颜色灯光。 

25 

推动与色卡颜色相同的木块超过 5cm，且未触碰与色卡颜色不同

的木块。 

25 

13.3 城市享游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正确识别到建筑模型，并停留在播报位置处（垂直投影在两块 EVA

赛道连接处） 
20 

在播报位置处播报“欢迎来到钛星球”。 20 

13.4 无人驾驶 

如右图所示，红色字体 1~10 标

注的 10块 EVA赛道为“无人驾驶任务

计分区域”。 

 
 

播报位置 

建筑模型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不触碰车道线的情况下，每经过（垂直投影离开）一块赛

道得 5分，共 10块赛道。 
5*10 

13.5 倒车入库 

  

如上图所示，智能车需倒车进入车库完成停车。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全车投影进入“倒车车位”所在赛道模块后停止 3 秒及以

上。 
25 

智能车全程投影不超出“倒车车位”的车位线 25 

  

车库 



13.6  通行守护 

 

如上图所示，该区域是长度 1750mm，宽度 710mm 被挡板围住的城市小巷。

挡板高度 200mm，挡板均为横向或纵向放置，挡板位置将随机摆放，不会出现斜

向放置的情况。横向挡板最多挡住 300mm的迷宫宽度，迷宫布局现场公布。要求

智能车自主穿过“城市小巷”。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进入通行守护任务区并成功在出口离开。 30 

智能车全程未触碰挡板，得该项分值中的 20 分。 

每触碰一块挡板，挡板分值减少 5 分，因触碰一块挡板导致触碰

到的挡板影响到其他的挡板的同样扣分。 

20-5*n 

  



13.7 互联泊车 

  

如上图所示，车道右侧存在 3个车位，其中 2个车位将被占用，智能车需找

到空余车位并侧方停车到车位上。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驶入相应“侧方车位”后停止 3 秒及以上，且停止时智能

车垂直投影部分不超出“侧方车位”区域。 
50 

智能车车头或车尾压线但全车进入车位，即智能车两侧不触碰围

栏以及赛道牙口，并且不触碰另外两个车位的挡板. 
25 

13.8 灯光密语 

灯光密语任务，智能车模型在车道行驶，全程需合理应用智能车指示灯。其

中包含左转过程中需让左侧转向灯闪烁，右转过程中需让右侧转向灯闪烁，停止

过程中需让刹车灯点亮，前进过程中刹车灯熄灭。计分点包含： 

a. 智能车放置在赛道上未启动时，刹车灯需点亮。一次计分。 

b. 智能车通过“物流管家”到“倒车入库”之间的 10块弯道模块。每个

模块一次计分。 

c. 侧方停车完成后需点亮刹车灯，一次计分。 

d. 智能车全程不在计分位置时也需合理使用指示灯，若存在不合理使用，

裁判将扣除相应的分值，例如：刹车灯全程处于点亮状态，则 2 次刹

车分的计分就被全部扣除。 

车库 



13.9 时间得分 

智能车每到达赛道的指定位置会得到 20 秒的时间得分，最终的时间得分为

到达指定位置数量*20-所用时间。智能车必须全车投影完全进入指定赛道的范围

内才能得到相应的时间得分。指定位置如下图所示： 

1号任务点：出发区域后紧接着的一块 EVA赛道。 

2号任务点：物流管家结束后紧接着的第一块弯道 EVA赛道。 

3号任务点：倒车入库车位旁的 EVA赛道。 

4号任务点：通行守护任务点内的第一块 EVA赛道。 

5号任务点：通行守护任务点出口位置的第一块 EVA赛道。 

 
  



14 术语解释与任务要求 

出发区域：第一块 EVA赛道。 

总用时：即参赛队伍完成任务的所有的时间，从智能车离开起点，中间计时

不暂停，直到比赛结束，最多 180秒。 

启动：智能车必须在“出发区域”内启动，启动前智能垂直投影不得超出“出

发区域”边界，启动后参赛选手不得触碰智能车，否则会被要求重启： 

e) 参赛选手在“出发区域”以外区域触碰智能车。 

f) 参赛选手的智能车冲出比赛赛道，裁判判定无法返回时。 

g) 启动时间超过 120秒，启动时间不计入总用时。 

到达任务点：根据 2.2中描述的每个任务点到达的标准来计算达到任务

点数量，出发不计任务点。 

h) 其他特殊情况。 

                                

结束：即比赛结束，结束情况如下： 

c) 参赛选手每轮比赛有 2次启动机会。每次启动记录一次分数。两次启动

机会用完即比赛结束。 

d) 特殊情况裁判直接宣布比赛结束，如参赛选手严重违规被红牌罚下。 

15 赛制与赛程 

参赛资格：根据赛事覆盖区域可分为市赛、省赛、国家赛和世界锦标赛，原

则上选拔机制为成绩优异者（一般取一等奖（含冠亚季军））晋级，世锦赛为邀

请赛，由组委会发出邀请，参赛队伍/单位应邀参赛。具体参赛资格标准以具体

赛事公告为准。 

赛事公告：赛事通知在比赛开始前 2个月公布，同时公布组别设置、覆盖区

域或参赛资格标准、报名渠道与截至日期、比赛日期、比赛地点等详细信息。 



报名：依据赛事公告，一般为比赛日期前 1个月截止报名。 

报道：依据赛事公告，一般为比赛日期前一天。报到时获知最终比赛场地、

出场顺序等信息，同时领取参赛资料。 

赛程： 

g) 开幕式 

h) 每个竞赛场地一般分配 25-35支队伍，场地分配和出场顺序由组委会随

机安排。 

i) 依据赛事公告确认竞赛轮次，一般为 1-2轮，各轮场地、出场顺序不变，

比赛任务会有调整。 

j) 每轮比赛按照入场→场地抽签→场地调试→机器封存→正式比赛→离

场的顺序进行。集体同时进场，然后公布本轮题目（场地确认），然后是

60-120分钟场地调试时间（期间禁止选手以外的人员通过任何途径帮助

选手），调试结束后进行机器封存，依照出场顺序依次上场比赛（1分钟

准备时间，3分钟比赛时间，1分钟整理离场时间），比赛结束的队伍直

接离场。 

k) 所有队伍比赛完成后，组委会统分与排名，并完成奖状制作，尽快公布

成绩。 

l) 闭幕式，含颁奖活动。  



16 裁决与排名 

赛事主裁判：负责赛事总体组织与协调，管理、解释比赛规则，针对明显争

议确定标准。 

区域主裁判：针对较大规模赛事设置，负责协助特定区域内场地比赛的协调，

协助赛事主裁判管理比赛。 

场地裁判：管理指定场地上的比赛，负责管理秩序、组织比赛、计分、统分，

做好规则、得分与选手的对接确认。 

处罚：比赛现场出现以下违规会影响参赛队伍的成绩。出现处罚时，需要至

少两名裁判同时签字。  

d) 不服从裁判管理，冲撞裁判，当轮成绩判为 0分。 

e) 损坏其他队伍参赛设备并未获得谅解，当轮成绩扣除 200分。 

f) 违反规定与获得场外人员（老师、家长等）协助，当轮成绩扣除 100 分

/次。 

总分：得分以队伍为单位，最终得分为各轮得分中的最高分，每轮得分=本

轮完成任务得分以及时间得分之和-处罚扣分。总分最低为 0分，无负分。 

排名：各组别单独排名，总分多者排名靠前，总分相同用时少者排名靠前，

总分相同且用时相同重启次数少者排名靠前，如总分、用时、重启次数都相同则

名次并列。原则上比赛得分为 0分的队伍不参与排名。 

奖项设置： 

奖项 数量 说明 

冠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1名 

亚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2名 

季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3名 

一等奖 总队伍数*20% 如设冠亚季军，冠亚季军名额占用一等奖名额 

二等奖 总队伍数*30% 无 



三等奖 总队伍数*40% 队伍得分为 0者不参与评奖 

参与奖 总队伍数*10% 队伍得分为 0者不参与评奖 

  



18 回避范围及方式 

（一）回避范围。 

回避是指评审专家具有法定情形，必须回避，不参与相关作品评审的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结合竞赛活动实际，如果评审专家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回

避： 

（1）是参赛选手的近亲属； 

（2）与参赛选手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 

（3）担任过参赛选手的辅导老师、指导老师的； 

（4）与参赛选手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二）回避方式。 

回避方式有自行回避与申请回避两种： 

1.自行回避。 

评审专家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回避的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

当记录在案。 

评审专家在活动评审过程中，发现有上述（1）（2）（3）（4）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提出回避；没有自行提出回避的，活动组委会应当决定其回避。 评审

专家自行回避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

记录在案。 

（二）申请回避 

参赛选手及评审专家要求其他评审专家参与回避的，应当提出申请，并说明

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19 其他 

未尽事宜参考各赛事公告并以对应赛事公告为准。如有疑问联系各赛事组

委会，组委会具有对赛事最终解释的权利和义务，并以公告形式最晚于该赛事报

道开始前公布，公布形式不限，但报名现场公告栏必须有通知。 

  



20 附录 

附录 1：初中组计分表 

任务 总分 计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得分 备注 

出发 40 

未触碰智能车启动 20    

智能车完全离开起点 EVA 赛道 20   

物流管家 50 

车身灯光改为与色卡相同颜色 25    

推动正确木块且未触碰错误木块 25   

无人驾驶 50 未触碰车道得分 5    

灯光蜜语 60 合理使用智能车指示灯 5    

城市享游 40 

智能车停止在指定位置 20    

正确播报语音 20    

倒车入库 50 

成功完成倒车得分 25    

车身一半以上进入车位 15   

车身投影全程未触碰车位线 10   

通行守护 50 

进入任务区且成功离开 30    

未触碰挡板 20   

互联泊车 50 

成功完成侧方停车得分 25    

车身投影为触碰边界 25   

时间得分 

100 

到达任务点数量*20-所用时间

（单位：秒） 100 

  所用时间 到达任务

点数量 

  

  

总分 

490 

 

 

  裁判签字： 

选手签字： 

 

 

 

 



 

TAI 智能车挑战赛规则 

2021 赛季 中学组（含：高中组/中职组/高职组） 

21 器材要求 

1.本届比赛可自主搭建智能车模型，智能车模型需搭载各类电子元器件辅助

自动驾驶，智能车模型外部需安装车壳。智能车模型规格限制如下: 

9) 尺寸：无人车在起始位置的垂直投影最小尺寸为 25cm×12cm×8cm（长

×宽×高），最大尺寸为 35cm×18cm×20cm（长×宽×高）。 

10) 轮胎尺寸：50mm<直径<70mm 

11) 结构：智能车模型需为 4车轮结构，智能车模型内部需搭载各类传感器，

控制板以及 4个直流减速电机，实际布局可自行设计。 

12) 外壳：智能车模型需增加车壳，将大部分元器件包裹进去，可外露部分

传感器以便于获取外部信息。车壳需预留摄像头位置。 

2.电子元器件 

7) 主板：可采用 Arduino Uno、Arduino Nano、Arduino Pro Mini、Arduino 

Mega2560或其兼容款作为智能车模型中唯一可编程控制器件。 

8) 单板电脑：可采用树莓派 3B+，或其他可搭载 Linux 操作系统的开发板

作为视觉、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计算器件。 

9) 传感器以及执行器：传感器以及执行器运行过程中不得超出车身投影，

数量种类不限制。可根据比赛需求添加合适的传感器（如：灯带，LED灯，

喇叭，测距模块等） 

 



22 场地介绍 

TAI 智能车挑战赛整体环境为一个 3.08m×2.91m 的大型城市沙盘，该城市

沙盘由 EVA 材质赛道拼接组成，直道 EVA 模块尺寸为 44cm×44cm，车道宽度为

20cm，弯道曲率半径为 49cm。从起点出发，沿车道行驶能够经每一个任务区，可

逐一完成任务区中的任务，最终到达终点停车区域，终点停车区域为一个侧方停

车的停车场，找到相应车位停入即算做比赛完成。整体场地如下图所示（赛道误

差大小控制将控制在±5cm以内）： 

 
图 22.1 场景沙盘布局图 

  



23 任务说明 

TAI 智能车挑战赛共分为五个任务区域，分别是物流管家区、城市享游区、

倒车入库区、通行守护区、侧方停车区。 

23.1  出发 

 

如上图所示，红色方框内为智能车出发区域。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不接触智能车，智能车自主开始运动。 20 

智能车自主行驶垂直投影完全离开出发区域。 20 

23.2 物流管家 

 

如上图所示，在出发区域外侧（如上图所示左边与 EVA赛道接缝齐平）有 1

张色卡，在车道右侧（如上图所示上边与 EVA 赛道接缝齐平）有两个边长 8cm的

立方体木块，色卡和木块的颜色随机，其中一个木块和色卡的颜色相同。 

色卡 

木块 

出发区域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识别成功颜色色卡，将车身灯光改为相同颜色保持 3 秒以

上，不得亮起其他颜色灯光。 

25 

推动与色卡颜色相同的木块，且未触碰与色卡颜色不同的木块。 25 

23.3 城市享游 

 

如上图所示，赛道左侧存在一个随机旋转的建筑模型，智能车需停留在图中

所标记的检测位置的 EVA模块中，尽可能靠近建筑模型，建筑模型在检测到智能

车停留 3秒后将会停止旋转，智能车需继续前进，并识别建筑模型正对赛道的图

像，并播报相应的建筑音频，图像分别为“北京天坛”，“帆船酒店”，“巴黎铁塔”

或其他著名建筑。 

任务与等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正确识别到建筑模型，并停留在播报位置出（垂直投影在两块 EVA

赛道连接处） 
20 

在播报位置出播报正确音频。 20 

检测位置 

建筑模型 



23.4 无人驾驶 

如右图所示，红色字体 1~9标注

的 9 块 EVA 赛道为“无人驾驶任务计

分区域”。 

 

 

 

任务与等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不触碰车道线的情况下，每经过（垂直投影离开）一块赛

道得 5分，共 11块赛道。 
5*9 

23.5 倒车入库 

 

如上图所示，在车道两侧有 2个倒车车库，在车辆驶入方向的前方有 1个路

标，路标为左转或右转标志。智能车需识别路标，倒车进入正确车库完成停车。 

路标 

车库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在倒车入库前，正确识别路标并播报“已识别到左转标志”或“已

识别到右转标志”，且播报内容与路标一致。 
25 

智能车全车投影进入正确“倒车车位”所在赛道模块后停止 3 秒

以上。 
25 

停止时智能车垂直投影部分不超出“倒车入库”区域。 25 

23.6  通行守护 

 

如上图所示，该区域是长度 1750mm，宽度 1150mm 被挡板围住的城市小巷。

挡板高度 200mm，挡板均为横向或纵向放置，挡板位置将随机摆放，不会出现斜

向放置的情况。横向挡板最多挡住 300mm的迷宫宽度，迷宫布局现场公布。要求

智能车自主穿过“城市小巷”。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进入通行守护任务区并成功在出口离开。 30 

智能车全程未触碰挡板，得该项分值中的 40 分。 

每触碰一块挡板，挡板分值减少 5 分，因触碰一块挡板导致触碰

到的挡板影响到其他的挡板的同样扣分。 

40-5*n 



23.7 互联泊车 

 

如上图所示，数字标志位置会放置一个印刷体数字，内容为 1、2、3 中随机

的 1个，智能车需要识别数字数字标志，并正确侧方停车到对应的车位上（如上

图所示，从右向左以此为 1、2、3号车位）。 

任务与得分 

得分标准 分值 

智能车成功识别数字标志并播报相应语音“已识别到数字 X” 25 

智能车驶入相应“侧方车位”后停止 3 秒以上，且停止时智能车

垂直投影部分不超出“侧方车位”区域。 
50 

智能车车头或车尾压线但全车进入车位，即智能车两侧不触碰围

栏以及赛道牙口，并且不触碰另外两个车位的挡板. 
25 

23.8 灯光密语 

灯光密语任务，智能车模型在车道行驶，全程需合理应用智能车指示灯。其

中包含左转过程中需让左侧转向灯闪烁，右转过程中需让右侧转向灯闪烁，停止

过程中需让刹车灯点亮，前进过程中刹车灯熄灭。计分点包含： 

e. 智能车放置在赛道上未启动时，刹车灯需点亮。一次计分。 

f. 智能车通过“物流管家”到“倒车入库”之间的 10块弯道模块。每个

模块一次计分。 

g. 侧方停车完成后需点亮刹车灯，一次计分。 

车库 
数字标志 



h. 智能车全程不在计分位置时也需合理使用指示灯，若存在不合理使用，

裁判将扣除相应的分值，例如：刹车灯全程处于点亮状态，则 2 次刹

车分的计分就被全部扣除。 

23.9 时间得分 

智能车每到达赛道的指定位置会得到 30 秒的时间得分，最终的时间得分为

到达指定位置数量*30-所用时间。智能车必须全车投影完全进入指定赛道的范围

内才能得到相应的时间得分。指定位置如下图所示： 

1号任务点：出发区域后紧接着的一块 EVA赛道。 

2号任务点：物流管家结束后紧接着的第一块弯道 EVA赛道。 

3号任务点：倒车入库车位旁的 EVA赛道。 

4号任务点：通行守护任务点内的第一块 EVA赛道。 

5号任务点：通行守护任务点出口位置的第一块 EVA赛道。 

 

  



24 术语解释与任务要求 

出发区域：第一块 EVA赛道。 

总用时：即参赛队伍完成任务的所有的时间，从智能车离开起点，中间计时

不暂停，直到比赛结束，最多 180秒。 

启动：智能车必须在“出发区域”内启动，启动前智能垂直投影不得超出“出

发区域”边界，启动后参赛选手不得触碰智能车，否则会被要求重启： 

i) 参赛选手在“出发区域”以外区域触碰智能车。 

j) 参赛选手的智能车冲出比赛赛道，裁判判定无法返回时。 

k) 启动时间超过 120秒，启动时间不计入总用时。 

到达任务点：根据 2.2中描述的每个任务点到达的标准来计算达到任务

点数量，出发不计任务点。 

l) 其他特殊情况。 

                                

结束：即比赛结束，结束情况如下： 

e) 参赛选手每轮比赛有 2次启动机会。每次启动记录一次分数。两次启动

机会用完即比赛结束。 

f) 特殊情况裁判直接宣布比赛结束，如参赛选手严重违规被红牌罚下。 

25 赛制与赛程 

参赛资格：根据赛事覆盖区域可分为市赛、省赛、国家赛和世界锦标赛，原

则上选拔机制为成绩优异者（一般取一等奖（含冠亚季军））晋级，世锦赛为邀

请赛，由组委会发出邀请，参赛队伍/单位应邀参赛。具体参赛资格标准以具体

赛事公告为准。 

赛事公告：赛事通知在比赛开始前 2个月公布，同时公布组别设置、覆盖区

域或参赛资格标准、报名渠道与截至日期、比赛日期、比赛地点等详细信息。 



报名：依据赛事公告，一般为比赛日期前 1个月截止报名。 

报道：依据赛事公告，一般为比赛日期前一天。报到时获知最终比赛场地、

出场顺序等信息，同时领取参赛资料。 

赛程： 

m) 开幕式 

n) 每个竞赛场地一般分配 25-35支队伍，场地分配和出场顺序由组委会随

机安排。 

o) 依据赛事公告确认竞赛轮次，一般为 1-2轮，各轮场地、出场顺序不变，

比赛任务会有调整。 

p) 每轮比赛按照入场→场地抽签→场地调试→机器封存→正式比赛→离

场的顺序进行。集体同时进场，然后公布本轮题目（场地确认），然后是

60-120分钟场地调试时间（期间禁止选手以外的人员通过任何途径帮助

选手），调试结束后进行机器封存，依照出场顺序依次上场比赛（1分钟

准备时间，3分钟比赛时间，1分钟整理离场时间），比赛结束的队伍直

接离场。 

q) 所有队伍比赛完成后，组委会统分与排名，并完成奖状制作，尽快公布

成绩。 

r) 闭幕式，含颁奖活动。  



26 裁决与排名 

赛事主裁判：负责赛事总体组织与协调，管理、解释比赛规则，针对明显争

议确定标准。 

区域主裁判：针对较大规模赛事设置，负责协助特定区域内场地比赛的协调，

协助赛事主裁判管理比赛。 

场地裁判：管理指定场地上的比赛，负责管理秩序、组织比赛、计分、统分，

做好规则、得分与选手的对接确认。 

处罚：比赛现场出现以下违规会影响参赛队伍的成绩。出现处罚时，需要至

少两名裁判同时签字。  

g) 不服从裁判管理，冲撞裁判，当轮成绩判为 0分。 

h) 损坏其他队伍参赛设备并未获得谅解，当轮成绩扣除 200分。 

i) 违反规定与获得场外人员（老师、家长等）协助，当轮成绩扣除 100 分

/次。 

总分：得分以队伍为单位，最终得分为各轮得分中的最高分，每轮得分=本

轮完成任务得分以及时间得分之和-处罚扣分。总分最低为 0分，无负分。 

排名：各组别单独排名，总分多者排名靠前，总分相同用时少者排名靠前，

总分相同且用时相同重启次数少者排名靠前，如总分、用时、重启次数都相同则

名次并列。原则上比赛得分为 0分的队伍不参与排名。 

奖项设置： 

奖项 数量 说明 

冠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1名 

亚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2名 

季军 1 总队伍数>30，成绩排名第 3名 

一等奖 总队伍数*20% 如设冠亚季军，冠亚季军名额占用一等奖名额 

二等奖 总队伍数*30% 无 



三等奖 总队伍数*40% 队伍得分为 0者不参与评奖 

参与奖 总队伍数*10% 队伍得分为 0者不参与评奖 

  



28 回避范围及方式 

（一）回避范围。 

回避是指评审专家具有法定情形，必须回避，不参与相关作品评审的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结合竞赛活动实际，如果评审专家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回

避： 

（1）是参赛选手的近亲属； 

（2）与参赛选手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 

（3）担任过参赛选手的辅导老师、指导老师的； 

（4）与参赛选手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二）回避方式。 

回避方式有自行回避与申请回避两种： 

1.自行回避。 

评审专家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回避的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

当记录在案。 

评审专家在活动评审过程中，发现有上述（1）（2）（3）（4）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提出回避；没有自行提出回避的，活动组委会应当决定其回避。 评审

专家自行回避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

记录在案。 

（二）申请回避 

参赛选手及评审专家要求其他评审专家参与回避的，应当提出申请，并说明

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29 其他 

未尽事宜参考各赛事公告并以对应赛事公告为准。如有疑问联系各赛事组

委会，组委会具有对赛事最终解释的权利和义务，并以公告形式最晚于该赛事报

道开始前公布，公布形式不限，但报名现场公告栏必须有通知。 

  



30 附录 

附录 1：高中组计分表 

任务 总分 计分标准 分值 第一轮 

得分 

第二轮 

得分 

备注 

出发 40 

未触碰智能车启动 20    

智能车完全离开起点 EVA 赛道 20   

物流管家 50 

车身灯光改为与色卡相同颜色 25    

推动正确木块且未触碰错误木块 25   

无人驾驶 45 未触碰车道得分 5    

灯光蜜语 60 合理使用智能车指示灯 5    

城市享游 40 

智能车停止在指定位置 20    

正确播报语音 20   

倒车入库 75 

成功识别路标并播报指定语音 25    

成功停入指定车位所在赛道模块 25   

成功停入指定车位不触碰车位线 25   

通行守护 70 

进入任务区且成功离开 30    

未触碰挡板 40   

互联泊车 75 

成功识别数字并播报指定语音 25    

成功完成侧方停车得分 25   

车身投影为触碰边界 25   

时间得分 

150 

到达任务点数量*30-所用时间

（单位：秒）* 
150 

  所用时间 到达任务

点数量 

  

  

总分 
605 

 
 

  裁判签字： 

选手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