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二届)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赛题细则及评分标准 

赛题一：穿透毛玻璃的可见光成像系统 

1. 竞技重点 

透过复杂介质获取对向物体图像精细信息的能力。   

2. 竞赛说明 

1) 使用可见光波段成像；  

2) 光源对目标物照明的光路必须通过复杂介质（毛玻璃）；  

3) 使用 CMOS 或者 CCD 成像系统透过毛玻璃对目标物体成像。 

3. 竞赛规则 

1) 毛玻璃与目标物之间不可添加任何光学元件和照明光源；  

2) 毛玻璃最远距离为 5cm，可在 1cm、2cm、3cm、4cm 和 5cm 等 5 种不同距离中

自选 3 个距离分别成像；  

 

图 1-1  光路示意图 

3) 不可对毛玻璃表面进行任何处理；  

4) 毛玻璃为双面毛玻璃，302 目，5mm 厚，大小为 150mm*150mm；  

5) 目标物图形见图 1-2： 

有缺口圆环的嵌套，从外向内依次定为 1 环至 4 环。最大外径 8cm 左右。每个

圆环可以有 8 种可能的开口方向（以数学坐标系的角度表示方式为准，即逆时针

旋转）。  



 
图 1-2  目标物图形 

4. 评分规则 

1) 比赛前组织委员会提供不同开口方向的目标物，每队竞赛中所使用的目标物由抽签

决定。每队在规定时间内，使用毛玻璃板，由远及近的分别在不同自选距离处，对

同一目标进行 3 次成像，并按要求提交图像文件。 

2) 参赛队须根据所采集的图像及其处理结果给出结论：不同嵌套层的有缺口圆环开口

朝向（0゜、45゜、90゜、135゜、180゜、225゜、270゜、315゜等八个方位中选取），

并在裁判监督下签字确认。 

3) 对于缺口方向的判断，如果采用人眼识别结果，得分的加权系数为 1；如果利用图

像处理软件自动显示结果，得分的加权系数为 1.2。 

4) 不同距离下得到的图像权重不同，目标物上不同圆环权重不同。权重系统如下： 

在每一距离下，最高得分(总分)为 15 分,累加计分。 

最外环：1分 次外环：2分 次内环：4分 最内环：8分 

5 种距离下的权重系数 

1cm: 0.5 2cm: 1 3cm: 1.5 4cm: 2 5cm: 2.5 

5) 每队比赛时间不超过 35 分钟，其中安装调试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成像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后期处理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计时从场地裁判示意参赛队入场开始，参

赛队需在计时开始后 35 分钟内提交数字图像文件，否则成绩无效。  

6) 目标物和毛玻璃由赛事组织方提供，参赛队携带成像系统、导轨、支架。赛事承办

方提供 2 套导轨和支架备用。参赛方队可以使用赛事承办方的导轨和支架，也可以

使用自己的导轨和支架，但安装调试时间 10 分钟保持不变。 

7) 现场竞赛最高得分为 108 分，答辩环节分数为 12 分，总分为 120 分。 

8) 参赛队可以自行设计成像系统或者使用成品的成像系统。 

9) 不得使用专用的图像处理软件完成比赛，要求各参赛队员必须自行设计图像处理软

件。设计软件时，允许调用图像处理的相关库。最终的图像处理软件应采用两种方

法确保为自行设计的软件。一是在软件界面中设计一个按钮，点击按钮后显示参赛

队编号；二是最后生成的图像中应在图像下方加入参赛队编号。 

10) 比赛结束后，先由评审专家组对各队提交的图像进行客观评价，再按该题目参赛组

数得分的前 15%组织答辩，然后确定获奖等级。答辩环节主要考查技术方案，技术

方案和 3 个图像文件一并提交。每队答辩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报告环节不超过 5

分钟，专家问询环节不超过 5 分钟）。 

5. 对光源的说明和限定：  

1) 为了符合该赛题的竞赛宗旨，照明光须透过毛玻璃对目标物进行照明；  

2) 如采用非激光类光源，其输入电功率不超过 20W；  

3) 若采用激光光源，务必采取遮挡措施以保证全体人员安全，无遮挡措施或遮挡措施

不充分的禁止进入竞赛场地参赛；  

4) 环境光照明为普通室内照明，参赛队可自行采取措施保证自身系统的照明条件。 

6. 备注 

本届竞赛设有评审专家委员会（由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

选派专家组成），负责处理竞赛争议。对竞赛裁判结果有异议的参赛队应及时提出，对于队

长签字同意后的竞赛结果，不再受理相关投诉。答辩前半小时将公示一、二等奖候选名单，

有异议的，应书面提出申述意见，由竞赛仲裁委员会（由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

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选派专家组成）判决。 

本规则的解释权归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所有。 

 

 



 

 

赛题二：光电“寻的”竞技车 

1. 竞技重点 

大视场目标快速捕获及定位的能力。   

2. 竞赛说明 

设计一辆光电“寻的”竞技车，要求能够从指定位置出发，快速搜寻场地周边的随机点亮

的信标灯。信标灯（LED 灯）亮灯顺序随机，且每个灯被灭后不再亮起。  

比赛过程中，两参赛队同时发车，竞争到达点亮的信标灯前，当某车抵达点亮的信标灯

前后，信标灯随即熄灭。在此过程中，允许己方参赛车自主干扰对方的参赛车去争夺信标灯，

为自己的赛车赢得更多的机会。   

3. 信标灯 

1) 考虑到场地和环境的条件，场地为绿色羽毛球场，场地灯光照明为白光，故采用红

色 LED 作为信标灯，布置在场地的地面上，LED 上面有灯罩匀光并防撞，因此，

信标灯突出地面一定高度；  

2) 灯罩拟采用如图 2-1 所示乳白色外壳，灯罩直径 10cm，高度约 7cm；   

3) 信标灯外围用黑色电工胶带划定直径为 20cm 的圆圈范围，为禁止驶入区域（如图 

2-1 所示）。整个竞赛过程中，参赛车车体必须始终在圈外。进入圈内将判为违例，

违例 3 次或碰撞信标灯取消当次竞赛成绩。  

 

图 2-1 信标灯外形和禁止驶入区域示意图 

4. 信标灯 



1) 信标灯中集成有一组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当传感器发射的红外光被物体表面

反射后入射到传感器时，传感器将发出信号控制信标灯熄灭；  

2) 参赛车需要在禁止驶入区域外，使用自行设计的灭灯装置从信标灯上方遮挡信标

灯内传感器所发射的红外光，使得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可以接收到反射光，随

之该信标灯熄灭。  

 

图 2-2 灭灯检测示意图 

5. 竞赛规则 

1) 竞赛分组采用抽签的方式；   

2) 传感器：探测识别信标灯须使用光电传感器，传感器须安装在小车上，数量以及安

装方式不限；   

3) 比赛场地：1/2 标准羽毛球场，在下图所示的白线上共布置 12 个随机放置的信标

灯，图中场地中央矩形区域为出发区，以白色胶带标识出发区边界；  

 



图 2-3 场地示意图 

4) 严禁使用远程遥控或者其他方式；  

5) 智能小车：不限车型，但车身俯视投影尺寸不得超过 25cm*35cm（长方形底盘车），

或直径不超过 30cm（圆形底盘车），车任何部分的高度不得超过 30cm。 

6) 灭灯装置：参赛车需自行设计搭载灭灯装置，且灭灯装置完全伸展后伸出车体外轮

廓的长度不得超过 15cm，每熄灭一盏信标灯，灭灯装置须收缩回原位（符合竞赛

规则 5 要求的尺寸）后再行进。对灭灯装置部分设立创新性评价分数，由专家委员

会评价打分，计入总成绩；  

7) 干扰光源：不允许车上携带干扰光源；赛场内除信标灯和参赛小车之外不得放置任

何物品。  

8) 在参赛车车体上显著位置需要预留出来贴标的空间，贴纸尺寸 7cm*4cm，用于粘

贴车身号码，便于灭灯的判断。 

9) 信号灯布局：为确保智能小车能够准确识别光源，而不是依靠路径的判别，要求智

能小车熄灭当前亮起的信标灯后，下一个信标灯才会自动亮起，位置随机。信标灯

分布图及场地示意图所图 2-3 所示。 

 

图 2-3 信标灯分布图 



10) 出发区：出发区位于场地中央位置，总面积为 0.7 m × 0.7 m，划分成两个大小相等

的区域，参赛队的小车必须放置在指定区域。边界用白色胶带标示，智能小车必须

在该区域出发，违反规定者由裁判终止本次比赛，如图 2-4 所示。智能小车车头统

一朝向如图 2-3 所示的 1 号灯，放置在出发区域，不得超出边框。每次比赛的第一

盏灯都是 1 号灯亮起，当智能小车熄灭一号灯后，剩下的 11 盏灯随机点亮。 

 

图 2-4 出发区示意图 

11) 启动条件：小车启动条件：完成比赛准备后，将智能小车放置在出发区域，举手向

裁判示意，裁判启动上位机软件，点亮 1 号灯，当参赛队员看到 1 号灯亮起后，才

启动智能小车。不得提前启动小车，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12) 电路制作：各参赛队原则上应自行设计相关控制电路和传感器电路，不得采用集成

度过高的模块。可以使用如树莓派、Ardunio 或其他微控制器的最小系统板；使用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参赛队，由评审专家在答辩阶段酌情扣除一定分数。

对于自制电路板的参赛队请在电路上标注第二届四川省光电设计竞赛，或者缩写为

“SSCOEC”，并在进入答辩环节后提供电路原理图和印制版图。 

13) 场地选择：参赛队采用抽签方式确定比赛场地，抽签在参赛队报到时进行。 

14) 交车：参赛队完成比赛后将小车交至小车存放区，整个比赛结束后领取小车。 

15) 特殊情况处理： 

 智能小车在寻找信标灯的过程中，如果明显因为对手的撞击进入到禁止驶入区

或者碰撞信标灯的情况，不做违反比赛规则处理，比赛继续进行，具体处理由

现场裁判判定。 



 智能小车在寻找信标灯过程中，如果发生碰撞场地围栏的情况，导致智能小车

无法运行，参赛队员不得将小车拿回出发区域。 

 两辆智能小车在寻找信标灯过程中，如果因为发生碰撞而纠缠在一起无法继续

行进时，需要征求参赛队双方的意愿是否将小车重新放置到出发区。只有参赛

双方都同意后，才能将小车重新放置到出发区。 

6. 评分规则 

1) 比赛时间 5 分钟内，以每个队成功熄灭信标灯的个数计算得分。如果同组队伍得

分相同，加赛 1 个灯进行对决，先灭灯者胜出；  

2) 比赛时间：每场比赛总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计时从场地裁判示意参赛队伍入场时

开始。其中：现场调试时间不超过 3 分钟，调试时间从两支参赛队伍入场开始计时，

无论比赛队伍是否准备好，3 分钟后均开始比赛；比赛时间为 5 分钟，比赛开时后

严格按 5 分钟计时后结束。完成每场比赛后，由队长签字确认比赛结果。 

3) 比赛赛制：第一轮为小组循环赛，由主办方根据参赛队伍数量分成多个小组，每个

小组原则上有 4 支参赛队。小组循环赛晋级优先顺序为：积分高者优先晋级（胜一

场得 2 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积分相同情况下累计小分总和高者优

先晋级（参赛队的小分总和即小组循环赛期间该队的累计灭灯数量），积分和小分

都相同情况下通过 5 分钟加赛来决定晋级队伍。小组循环赛后筛选出晋级队伍，进

入第二轮的淘汰赛，淘汰赛的对战情况由抽签决定，淘汰赛阶段以每个队成功熄灭

信标灯的个数计算得分，胜者晋级下一轮，直至最后的决赛。 

4) 比赛分为场地比赛和答辩两个环节。根据场地比赛成绩排序评出各等奖项候选参赛

队，参赛队伍总数的前 15%，还应参加答辩环节并获得答辩成绩，再从中选出一等

奖。进入答辩环节的参赛队要求提前准备好 PPT，需要携带参赛作品供答辩专家审

阅。每队答辩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报告环节不超过 5 分钟，专家问询环节不超过

5 分钟）。专家组将根据方案的新颖性、合理性、制作成本等因素综合判断，评出最

终的各等奖项。 

7. 备注 

本届竞赛设有评审专家委员会（由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

选派专家组成），负责处理竞赛争议。对竞赛裁判结果有异议的参赛队应及时提出，对于队

长签字同意后的竞赛结果，不再受理相关投诉。答辩前半小时将公示一、二等奖候选名单，

有异议的，应书面提出申述意见，由竞赛仲裁委员会（由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



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选派专家组成）判决。 

本规则的解释权归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