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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主题与规则

1 任务主题

无人驾驶是现代智能汽车的一项重要技术，是集自动控制、

体系结构、人工智能、视觉计算等众多技术于一体。通常，无人

驾驶智能汽车具备各种车载传感器，如激光雷达传感器，视觉系

统和其他辅助传感器，利用这些设备，来感知车辆周围环境，并

根据感知所获得的道路、车辆位置和障碍物信息，控制车辆的转

向和速度，从而使车辆能够安全、可靠地在道路上行驶。

本次竞赛的主题为“无人驾驶”。在竞赛中，各队选手要在

规定的时间内使用RoboSim 仿真软件搭建机器人并编写程序以完

成道具探测、路标识别等任务。

2 任务场景

任务场景是一个大型的城市场景，竞赛时系统随机在比赛场

景中确认起点和终点，道路中有各种道路形态（直道、弯道、十

字路口等），并会出现突发的道路事件（如交通灯、交通事故

等），需要选手灵活处理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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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任务示意图（实际类型以系统设置为准）

2.1场景名词解析

（1）里程点得分：由系统在道路中，随机生成多个闪烁着蓝

光的里程点，机器人从该里程点经过时，可获得该里程点得分。

在机器人获得该里程点得分后，里程点即消失。

（2）标志物得分：在道路中路肩的位置上，放置有行驶指示

相关的标志物，如红绿灯、学校路段、禁止通行等标志物，机器人

根据标志物指示做出正确的行驶动作后，将获得该标志物得分，且

该标志物会消失，如遇禁止标志没有按照要求完成将会扣分。

（3）事件处理得分：在道路中会生成随机事件，如减速带、

交通事故、障碍物等，机器人需要识别道路中生成的事件，并做出

相应的规避动作，将获得该事件处理得分。机器人获得该得分后，

该事件消失。

（4）未按标志物行驶：机器人在道路行驶的过程中，未按标

志物指示行驶， 如闯红灯、禁止直行时仍保持直行等，会扣除相

应分数。

（5）压线（黄实线）：机器人的轮子接触到道路中黄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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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扣 3 分，每段黄实线只会扣除一次分数。

3 任务内容

机器人在预编程序的控制下从指定的启动区出发，沿着路线行

驶，并依次完成行驶过程中遇到的任务，最终行驶至终点位置。

该任务场景中设置有 2 个基础任务和 9个附加任务。

其中、小学组需要完成2个基础任务，以及9个附件任务中的4个

任务，共计6个任务。其中4个附加任务由裁判赛前抽签决定。

初中组需要完成2个基础任务，以及9个附件任务中的6个任务，

共计8个任务。其中6个附加任务由裁判赛前抽签决定。

高中组需要完成2个基础任务，以及9个附件任务中的8个任务，

共计10个任务。其中8个附加任务由裁判赛前抽签决定。

各个任务模型对应的位置以仿真软件呈现为准。仿真软件中呈

现的任务模型在结构、颜色上可能与本规则上的图形稍有不同，选

手应具备适应能力。

4 任务说明及得分

4.1基础任务说明

（1）里程点

任务描述：从起点到终点道路中，会生成十个闪烁着蓝光的

里程点，用以标记机器人的行驶距离，机器人从该里程点经过时，

可获得该里程点得分。在机器人获得该里程点得分后，里程点会自动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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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点示意图 机器人接触里程点示意图

任务完成标志：里程点任务图标消失。

（2）到达终点

任务描述：机器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通过里程点并完成路程中

的任务，最终到达终点。任务完成标志：任务图标消失。

终点示意图

4.2附加任务说明

（1）交通灯

当交通灯为红灯时：

任务描述：停止，并在路口前等待，当等待时间超过 2 秒后，

交通灯会自动变成绿色，可获得 5 分。

任务完成标志：交通灯变成绿色。

任务 ID：1

交通灯（红）示意图 交通灯（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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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通灯为黄灯时：

任务描述：通过该任务路段速度不能超过 30，可获得 5 分。

任务完成标志：通过该路段速度不超过 30 ，如果过程有超过

30，则该任务自动判定失败，并且之后通过不再得分。

任务 ID：2

交通灯（黄）示意图 通过交通灯（黄）示意图

当交通灯为绿灯时：

任务描述：通过该路段可通过。

任务完成标志：可以任意方式通过该路段，通过后系统给自动

判定。

任务 ID：3

交通灯（绿）示意图 通过交通灯（绿）示意图

（2）禁止标志

当禁止标志为禁止直行时：

任务描述：该路段不可通过，每次通过将会扣除 3 分。

任务完成标志：没有任务得分，但通过会扣除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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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ID：4

禁止直行示意图

当禁止标志为禁止右转时：

任务描述：该路段不可右转通过，每次右转通过将会扣除 3 分。

任务完成标志：没有任务得分，但每次右转

通过会扣除 3 分。

任务 ID：5

禁止右转示意图

当禁止标志为禁止左转时：

任务描述：该路段不可左转通过，每次左转通过将会扣除 3 分。

任务完成标志：没有任务得分，但每次左转

通过会扣除 3 分。

任务 ID：6

禁止左转示意图

（3）通行标志

当通行标志为直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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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描述：该路口直行通过任务图标会消失，可获得 5 分。任

务完成标志：任务图标消失。

任务 ID：7

直行通过示意图

当通行标志为向右转弯时：

任务描述：该路口右弯通过任务图标会消失，可获得 5 分。任

务完成标志：任务图标消失。

任务 ID：8

右转通过示意图

当通行标志为向左转弯时：

任务描述：该路口左弯通过任务图标会消失，可获得 5 分。任

务完成标志：任务图标消失。

任务 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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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通过示意图

（4）限制标志

当限制标志为学校路段时：

任务描述：表示前方道路经过学校，需要降速至 30 以下通过该

路段，可获得 5 分，通过该路段过程中速度超过 30 将会判定

不得分。

任务完成标志：低于 30 速度通过路口。

任务 ID：10

示意图

当限制标志为黄实线时：

任务描述：机器人的轮子接触到道路中黄实线，会扣 3 分，每

段黄实线只会扣除一次分数。

任务完成标志：该任务不得分，不按规定经过将会扣 3 分。

任务 ID：18

黄实线示意图

（5）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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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描述：前方道路发生交通事故，机器人需要停止并交替闪烁

红蓝光报警 3 秒后继续行驶，可获得 10 分，机器人需要在 3

秒内交替闪烁红蓝光，系统自动判定得分，得分后任务图标会

消失。

任务完成标志：图标会消失。

任务 ID：13

示意图

（6）紧急避险

任务描述：前方道路有险情，机器人需要进入旁边侧方停车位等

待 3 秒后继续行驶，可获得 10 分，机器人需要完全进入停车

位上，并停止 3 秒以上，系统自动判定得分，得分后任务图标

会消失。

任务完成标志：图标会消失。

任务 ID：14

示意图

（7）道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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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描述：前方道路有施工，机器人需停车等待 3 秒后绕过该

施工区域继续行驶，可获得 10 分。在任务图标前停止 3 秒钟

系统会自动判定得分，得分后任务图标会消失。任务完成标志：

任务图标消失。

任务 ID：15

示意图

（8）减速带

任务描述：黄色减速带，行驶至该路段机器人需要降低速度至

30 以下并继续行驶，直至通过减速带。

任务完成标志：任务图标消失。

任务 ID：16

减速带示意图

（9）障碍物

任务描述：道路中会有障碍物阻挡，机器人需要绕开障碍物并继

续行驶，可获得 10 分。经过障碍物没有触碰到障碍物则系统会自

动判定得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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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完成标志：不触碰障碍物。

任务 ID17

示意图

4.3任务总得分

任务总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任务得分 = 基础任务分 + 附加任务分 + 时间奖励分

（1）基础任务分：道路中会生成十个里程点，每经过一个里程

点可获得分，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时，经过的

里程点越多，可获得的基础任务分越多。

（2）附加任务分：机器人在任务中有多种获得附加任务分的

方式——标志物和事件处理得分。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未成功到

达终点，获得的附加任务分依然有效。

（3）时间奖励分：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从道路起点达到终点

时，可获得时间奖励分（机器人未到达终点而任务中止，无时间

奖励分），其计算公式如下：

时间奖励分 = （任务限时 – 任务耗时）（秒）× 0.1 分

本次竞赛结束后，以系统所获取的最高分作为选手的最终得分。

如果出现成绩持平情况，以系统获取总得分用时少者在先。



12

5 其它说明

5.1参赛队伍

竞赛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

每支参赛队伍由1名学生、1名指导教师组成。

5.3参赛机器人

（1）学员必须在仿真软件中设计、制作 1 台机器人。

（2）机器人的最大尺寸不得超过启动区域。

（3）机器人只允许使用 1 个控制器。

（4）机器人允许使用的电机、传感器数量不限。

5.3路线

要求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选手可自行

选择起点到终点的路线。

5.4道路变化因素

起始点和终点在赛前指定，道路中的以下元素可能会产生变化，

如：

（1）得分标志物及突发事件的类型、数量、位置；

（2）道路上车辆的数量、位置及行进行速度；

（3）人行横道上行人出现的数量、位置及行进速度；

（4） 路面障碍物的位置、数量、大小；

5.5任务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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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仿真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将导致当次仿真的终止：

（1）超过任务限时；

（2）机器人脱离道路；

（3）机器人碰撞行人或其他车辆；

（4）任务过程中机器人尺寸超出限制；

（5）选手自主结束仿真；

5.6竞赛时长

整个竞赛时长为90分钟。选手需在此时长内完成搭建机器人、

编写控制程序和完成仿真等所有操作。

5.7任务限时

任务限时为 200 秒。机器人从出发到完成全部任务所用的最

长时间，在此时间内未完成的任务自动结束且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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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任务得分表

选手：___________

任务类型 任务名称 任务分值 得分

基础任务
里程点 10 分/每个里程点

到达终点 10 分

附加任务

标志物

交通灯 5 分/个

禁止标志 -3 分/个（错误）

通行标志 5 分/个

限制标志 5 分/个

事件处理

交通事故 10 分/个

紧急避险 10 分/个

道路施工 10 分/个

减速带 10 分/个

障碍物 10 分/个

时间奖励分（（200-完成时间）*0.1）

本次任务得分（任务得分+时间奖励分）

最终得分（所有已提交成绩的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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