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二届)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第二轮通知 

根据最新国赛细则的补充说明、以及各高校的反馈情况，四川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

赛组委会对 2018 年省赛做相应的补充通知。 
 
一、省赛报名截止日期延后 

 6 月 22 日前：将报名汇总表和单位推荐函的电子档、以及加盖公章单位推荐函的

扫描件提交到组委会(oe2018@126.com)。单位推荐函原件请在西南交通大学参赛注

册时提供给组委会审核。 

 7 月 01 日前：对公完成参赛费用支付(以学校为单位汇总提交)，并将转账回执发给

组委会(oe2018@126.com)。 

请各参赛单位将所有参赛队的注册费用一起汇总转账。 收款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账号：4402088509100000675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西南交大新区分理处      

联行号：102651024508    附言：2018 光电竞赛-XX 大学或学院 
 

二、国赛报名说明 

四川省赛优秀队伍(不超过 10%队伍)由省赛组委会推荐参加国赛，不占用各学校名

额，但同一个赛题同一学校最多推荐 2 支队伍；已经由学校(校赛)推荐参加国赛的队伍

不重复推荐。 

根据国赛报名要求，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委员会成员单位每个赛题最多可推荐 4 支队伍参赛，其他高校每个赛题最多可推荐 2 

支队伍参赛。同一所学校每个赛题通过学校推荐和省赛、区域赛推荐两种方式参加全国

实物决赛的队伍总数不超过 6 支。两个赛题的赛队数量不能互相借用。(详见下文附件) 

由学校(校赛)推荐国赛的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9 日，各学校自行报送；由四

川省赛推荐国赛的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20 日，由省赛组委会统一报送。 
 
三、省赛规则与国赛一致 

省赛规则和细则与国赛一致，后续国赛还会陆续发布一些补充细则，省赛也会做相

应的调整和补充。 

国赛组委会在本周发布了一份补充细则，详见下文附件。(成像类：目标物缺口由 1

个更改为 1~2 个，软件界面需显示学校名和队员名；小车类：飞思卡尔车可以参加，但

分为“飞思卡尔组”和“常规组”进行比赛和评奖)  

其它：关于本次竞赛的后续通知和补充说明，可登陆竞赛官方网站或咨询竞赛联系人。 

赛事网站：http://sist.swjtu.edu.cn:8086/list.do?action=news&navId=217%22 

联系人：陈延云(西南交大)，028-66364015；胡晓(电子科大)，028-83201017 

交流 QQ 群(四川省光电设计竞赛群)：618318067   竞赛组委会邮箱：oe2018@126.com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正式赛题细则的补充说明 

（一） 

 

竞赛题目 1：穿透毛玻璃的可见光成像系统  

1、 目标物图形 

目标物图形为有缺口圆环的嵌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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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圆环上有 1~2 个开口，连续两环的缺口方向都不一

致。例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目标物示例 

2、 目标物材质 

目标物采用亮面相纸喷墨打印，裁成约为 15cm*15cm 大小。 

3、 评分原则 

1）目标物上不同圆环得分不同。在每一距离下，缺口方向判断正确得到的

基础分最高(总分)为 15 分。 

最外环：1分 次外环：2分 次内环：4分 最内环：8分 

1

Zouxihua
文本框
国赛组委会5月31日发布



参赛队选择 3 个不同距离下对目标物成像，累加计分。不同距离下得到的图

像权重不同，5 种距离下的权重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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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竞赛最高得分 90 分。 

2）某一环上的所有开口方向都判断正确，该环方可得分； 

3）外圈圆环开口方向判断正确的前提下，相邻内圈圆环得分才可以计入总

分； 

4、 目标物固定和遮蔽措施 

为避免参赛队直接看到目标物，竞赛现场对目标物采取遮蔽措施。其中毛玻

璃固定在一个内表面涂黑的箱子上（如图 1-2 所示），目标物固定在平移导轨上，

通过调节平移导轨调节目标物到毛玻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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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固定毛玻璃的黑箱外形及内部俯视图 

5、 比赛时间 

参赛队准备系统时间为 10 分钟，三组成像总时间（包括在成绩记录单上记

录成绩）不超过 10 分钟，每一队总的比赛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该队比赛结束后

应提交 3 张原始图片和 3 张处理后的图片并标注清楚成像距离。 

6、 软件要求 

不得使用专用的图像处理软件完成比赛，各参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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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终的图像处理软件在软件界面中

显示参赛学校的校名和参赛队员的姓名，并能够同时显示所拍摄的原始图像和经

过处理后的图像。 

7、 光源的补充要求 

为保证人身安全，成像系统中不得采用人眼不可见的激光光源。 

8、 实验台情况 

限于条件，组织方无法提供光学平台，所提供实验台为折叠桌，大小约为 1.6

米*0.8 米。比赛中，除目标物和毛玻璃之外，其他器材，如导轨、平板及支架等，

请各参赛队自行携带，并满足成像要求。 

9、 比赛环境光照 

环境光照明为普通室内照明，且，照明灯不可单独控制，因此，请参赛队自

行采取措施保证自身系统的成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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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题目 2：光电“寻的”竞技车  

 

图 2-1 禁止驶入区域示意图 

1、违例的说明 

整个竞赛过程中，参赛车任何部位（除灭灯装置外）必须始终在圈外（如图

2-1，以直径 16cm 的內圆为限）。进入点亮信标灯外围禁止驶入区域黑圈内（以

直径 16cm 的內圆为限）将判为违例，违例 3 次取消当次竞赛成绩。 

碰撞信标灯（包括点亮的和未点亮的信标灯）1 次即取消当次竞赛成绩。 

参赛车由于场地内对方赛车碰撞而直接导致的违例不计算违例次数，但在碰

撞过后且两车已明显分开，由参赛车自主行为导致的违例须计入违例次数。 

2、信标灯灭灯过程的说明 

参赛车须行驶到点亮的信标灯附近，伸出灭灯装置，信标灯的红外探测模块

会在持续检测到反射信号大约 0.5s 后熄灭。 

3、赛制 

竞赛分组采用抽签的方式，分为单车排位赛和晋级赛，晋级赛采用双车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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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场地示意图 

4、信标灯布局 

信标灯在图 2-2 中是沿着内边界线随机放置的，不一定等间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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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区位于场地中央位置，长 70cm，宽 40cm，划分成两个小大相等的区域，

可以并排放置 2 辆车；中心到信标灯所在四条边界线等距，边界用白色胶带标

示。比赛时，两个参赛队的小车必须分别放置在出发区内的左右两个半场，车头

朝向羽毛球场底线方向。 

当参赛车在比赛过程中因故需要拿回出发区时，也需要将车头朝向羽毛球场

底线方向放置。 

智能小车必须在该区域出发，违反规定者由裁判终止当次比赛。 

5、灭灯装置的规格和要求 

灭灯装置完全伸展后，伸出长度从车底盘轮廓外沿开始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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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超出车底盘外轮廓后再

行进。（注：此处车底盘指固定电机和车轮的机械结构部件，包括电机和车轮） 

比赛前验车时，各参赛队必须配合裁判员对灭灯装置的伸展长度进行测量，

如果参赛车所搭载的灭灯装置伸展长度无法测量，裁判员有权禁止该车参赛。 

6、干扰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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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车上携带干扰光源；也不得在场地中放置任何除信标灯以外的物品。  

7、启动条件 

参赛队完成比赛准备后，将智能小车放置在出发区域，举手向裁判示意，裁

判挥旗表示“开始”， 同时，计时员启动主控机同时按下秒表计时，参赛队“一键

式”启动小车并立即离开场地。 

启动小车可采用场外遥控方式，也可采用车载按键方式。 

选手未离开场地视为违例，酌情扣分，情节严重的，如已干扰到对方参赛车

的运行，裁判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 

8、场地选择 

参赛队采用抽签方式确定比赛场地。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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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参赛队伍是否准备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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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计时结束。完成每场比赛

后，由队长签字确认比赛结果。 

10、 特殊情况处理： 

以下情况允许参赛队征得裁判同意后在将车拿回出发区，但计时不停。 

 两车纠缠的情况，裁判示意后，参赛队双方进入分别将两车拿回出发

区； 

 车经碰撞发生硬件有损坏的情况，拿出场外进行修复，修好后征得裁

判同意可以重新进入并将车放回出发区； 

 参赛车在寻找信标灯过程中，如果由于单车自主行为，发生碰撞场地

边界围栏或进入死区，无法自行恢复时，由参赛队员向裁判提出申

请，裁判自提出申请开始计时 30 秒后，示意参赛队员进入将车拿回

出发区，累积进入死区 3 次，则终止该车本场比赛。 

11、 竞赛组别 

为了鼓励高水平的飞思卡尔智能车参加本届光电竞赛，特设立飞思卡尔智能

车组，在报名时由参赛队自主选报“智能车组”或“普通车组”，凡使用飞思卡尔

智能车专用处理器芯片及智能车比赛官方指定车模套件参赛的，均应申报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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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车组”。 

比赛现场将对参赛车进行核验，如有填报组别不一致的情况，以现场验车确

认组别为准。 

12、 赛场环境 

比赛现场为室内体育馆，无室外光照明，采用体育馆灯光照明，灯光朝向各

个方向，但不能保证照明均匀。 

地面为绿色运动地板，但不能保证颜色均匀。 

7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文件 

 [2018] 003 号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         2018 年 05 月 31 日 

 

关于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滨松

杯”实物决赛参赛与报名事项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 

由中国光学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

的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滨松杯”实物决赛定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北京市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举行。现将实物竞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参赛资格 

参赛队队员应为 2018 年暑期前在校的全日制本科生、留学生及研究生。鼓励

跨学科专业组队参赛。每支参赛队由 3名学生组成，其中至少包括 2名本科生。

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队伍。 

报名参加实物决赛的队伍，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所在学校推荐； 

2) 参加省赛、区域赛，并获得竞赛承办单位组织委员会推荐。 

注： 

1)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成员

单位（名单详见附件 1）每个赛题最多可推荐 4 支队伍参赛，其他高校每

个赛题最多可推荐 2支队伍参赛。 

2) 省赛、区域赛可推荐竞赛成绩前10%的参赛队伍进入全国实物决赛，被推荐

的队伍不占各自所在学校的推荐名额。 

3) 同一所学校每个赛题通过学校推荐和省赛、区域赛推荐两种方式参加全国

实物决赛的队伍总数不超过6支。两个赛题的赛队数量不能互相借用。 

4) 省赛、区域赛承办单位需考虑邀请当地的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

委员参与赛事组织，以保证省赛、区域赛推荐工作的公正有序。 

 

2. 报名相关事项 

2.1 时间节点 

报名开始日期：2018 年 6 月 9 日 

Zouxihua
文本框
国赛组委会5月31日发布



报名截止日期： 

    学校推荐方式报名截止到 2018 年 7 月 9 日； 

    省赛、区域赛推荐方式报名截止到 2018 年 7 月 20 日 

 

2.2 报名方式： 

1）将报名所需文件材料发送至邮箱：gdjs2018_BIT@163.com。邮件题目写为：

“竞赛报名_xx 大学_参赛队伍名称_参赛题目简称(毛玻璃或竞技车）”。 

2）报名所需文件材料： 

a)学校推荐参赛队伍请下载填写附件 2“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

赛实物决赛报名信息表”和附件 3“单位推荐函”，其中，附件 3 须

加盖公章并扫描成电子版。 

b)省赛、区域赛推荐参赛队伍请下载填写附件 2“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

电设计竞赛实物决赛报名信息表”和附件 4“省赛、区域赛推荐函”，

其中，附件 4须由省赛、区域赛承办单位组织委员会加盖公章并扫描

成电子版。 

3）本次竞赛需统计各参赛高校在校内选拔期间的参赛队伍情况，请所有参赛

高校下载填写附件 5“参赛人数统计”发送至邮箱：gdjs2018_BIT@163.com 。邮

件题目写为：“xx 大学全国光电竞赛参赛人数统计”。 

    4）参赛队上述 2）、3）两项中的所有文件齐全方可视作报名成功。 

 

2.3  参赛队队名要求: 

报名参加全国实物决赛的参赛队，其队名应由 2~6 个中文汉字组成，队名含

义应积极向上，并能体现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不宜使用特殊符号、生僻字或拗

口词语。 

对于队名不符合要求的参赛队，国赛组委会保留要求其修改队名的权利。 

 

3.  参赛注册费和住宿安排 

3.1 注册费： 

参赛学生：1000 元/队，参赛教师：1000 元/人。报到时由组委会开具发票，

注册后可获取参赛手册、大赛 T恤衫、餐票等。注册费用不包括省际、城际交通、

市内交通、住宿等费用。 

3.2 食宿 

本届竞赛组委会不组织参赛学生统一住宿，请各校指导教师与学生自行提前

联系宾馆住宿，费用自理。 

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参赛期间队员和指导教师的伙食，费用包含在注册费中



（餐票）。 

3.3 注册费缴纳方法 

具体账户信息由于还在向学校申请单独的账户，故单独发文通知。 

    未按时交纳注册费的，恕不提供实物竞赛期间的伙食安排。参赛费缴纳后，

无论参赛与否恕不退还。 

 

4.  决赛的其它安排 

4.1 比赛时间安排： 

大赛定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全天报到，并于当晚 21:00 前布置展位；7月 27

日、28 日安排竞赛开幕式、实物展示、实物竞赛、竞赛答辩以及闭幕式等环节，

详细日程另行发布。 

4.2 竞赛规则： 

请参考已发布的本届赛题文件。奖项设置以及补充细则稍后发布。 

4.3 作品展示与答辩 

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评审参赛作品，竞赛期间将进行作品展示，供评审专家参

观和评价。决赛入围二等奖以上的参赛队还将参加答辩，同时提交作品技术总结

报告，综合作品的科学性、可行性、创新性和经济性，最终确定各级别奖项。为

此要求各参赛队预先准备好以下内容，并在参赛时带来： 

1） 所在学校的 3 号校旗 （192cm × 128cm)。同一学校的多支参赛队伍只

需携带一面校旗, 由竞赛组织方提供旗杆。 

2） 作品展示海报：每个队准备张贴海报（高 120cm，宽 80cm）1 张；海报

内容包括作品名称、校名、队名、参赛者姓名以及相关作品的简单描述，

如特点、性能指标、相关照片等。组委会将给每个队提供张贴海报的展

位及展板。 

3） 作品技术总结报告。纸质版和电子版各 1 份，供答辩前评审专家评审使

用。详细格式要求和模板另行通知和发布。 

4） 总结报告 PPT（以备答辩用)。答辩时间包括陈述 5 分钟和专家提问 3 

分钟。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 

                           （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代章） 

                  2018 年 5 月 31 日 

 

 



附件 1：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高校 

成员单位清单 

附件 2：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实物决赛报名信息表 

附件 3：单位推荐函 

附件 4：省赛、区域赛推荐函 

附件 5：参赛人数统计 

 

 

 

 

 

 

 

 

 

 

 

 

 

 

 

 

报送：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秘书处 

送达：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成员；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教育专业

委员会各成员单位；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及单位、协作委员及单位、联络员及单位；滨松光

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起草：张丽君                 校对：黄一帆              终审：郝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