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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湖南省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 

新能源车赛道命题与运行 
 

本赛道分为太阳能电动车和生物质能电动车两个赛项。生物质能以乙醇作为

燃料，采用斯特林发电或温差发电来实现。 

1.对参赛作品/内容的要求 

1.1 太阳能电动车 

自主设计并制作一台具有方向控制功能的太阳能电动车，长宽尺寸不超过

350mm×350mm，结构不做任何限制，但从节能方面考虑，应进行结构轻量化，

且必须具有外形包装（裸车不能参赛）并方便拆卸。太阳能电动车必须在规定时

间内在指定竞赛场地上与地面接触运行，完成所有动作所用能量均由太阳能转换

的电能提供，必须采用电源开关一键启动（按键方向不能与车辆前进方向相同，

避免手力助车行走）。太阳能电动车只能有一个电动元器件，即只有一个能把电

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元器件；只能安装两个用于识别赛道上打卡点磁片的传感器

（感应头截面直径≤Φ18mm），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限定在小车后轮之间。储存能

量的锂电池总额定电压≦7.4V，总额定容量≦1800mAh，不得超过 2S（双星）。

转化能量的太阳能电池板/薄膜面积不超过 0.1m2，太阳能电池板/薄膜和锂电池

必须独立安装在太阳能电动车上，而且太阳能电池板/薄膜的接口和锂电池必须

方便快捷拆装，便于现场校核。太阳能电池板/薄膜和锂电池不允许在太阳能电

动车行走过程中从太阳能电动车上掉落。 

在现场竞赛中，如果出现太阳能电池板/薄膜和锂电池、机械机构及电路部分

不满足规定要求、不方便拆装、太阳能电动车没有电源开关等均取消比赛资格。 

1.2 生物质能电动车 

自主设计并制作一台具有方向控制功能的斯特林电动车、或温差电动车，长

宽尺寸应不超过 350mm×350mm，必须具有外形包装（裸车不能参赛）并方便拆

卸，该生物质能电动车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竞赛场地上与地面接触运行，且

完成所有动作所用能量均由生物质能转换的电能提供，生物质能电动车必须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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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开关一键启动（按键方向不能与车辆前进方向相同，避免手力助车行走），

生物质能是通过液态乙醇（浓度 95%）燃烧而获得，生物质能电动车只有一个电

动元器件，即只有一个能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元器件，而且只能安装两个用于

识别赛道上打卡点磁片的传感器（感应头截面直径≤Φ18mm），传感器的安装位

置限定在小车后轮之间。不允许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能量，其结构不做任何限制，

但从节能方面考虑，应进行结构轻量化。每次生物质能电动车运行时，给每个参

赛队配发 10ml 的生物燃料（液体乙醇燃料），其燃料放置在生物质能电动车的酒

精燃具（酒精灯）中。酒精灯的结构不限，必须独立放置在生物质能电动车上并

方便更换（所耗时间均计入调试时间），必须带有方便的、安全的灭火装置（灯

帽）、不能出现酒精燃具内的酒精溢出。 

在现场竞赛中，如果不方便更换酒精灯、酒精灯没有灯帽、参赛队向燃烧的

酒精灯内添加酒精、酒精灯内的酒精溢出、不用灯帽熄灭燃烧的酒精灯、不是将

生物质能转换成电能、生物质能电动车没有电源开关等，取消比赛资格。 

现场初赛和现场决赛中，各参赛队必须分别提供两个干燥灯芯的空酒精灯

（含灯帽）给竞赛组委会，现场调试和试车、竞赛社区使用的酒精灯另自备。 

现场初赛时，生物质能电动车上锂电池取出，只能使用生物质能直接转换成

电能直接驱动；决赛时，生物质能电动车上安装有现场设计制造的充电电路和现

场提供的锂电池，在规定时间段内使用改造的生物质能电动车完成锂电池充电；

现场决赛时，采用锂电池供电。 

以下太阳能电动车、生物质能电动车简称为新能源车。要求新能源车的设计、

结构、选材及加工制作均由参赛学生自主完成，并且车架（说明：支撑整个车辆，

为车辆的最主要零件）尾部设置一个与车架为一体的凸出结构，凸出结构上预加

工一个不小于3mm 工艺孔，便于扎带穿过。 

2.对运行环境的要求 

2.1 新能源车现场运行场地 

新能源车场地是根据红军长征的路线设计的，场地控制在 5000mm×5000mm

正方形平面区域，新能源车必须在规定的赛场内运行。赛场内的红色圆（Φ25mm）

为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标，也是新能源车的打卡位置及感应区，在红色圆/红五角

星中心上放置一片直径为 Φ5mm-Φ25mm、厚度为 0.5mm-3mm 的圆形磁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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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直径为 Φ25mm、厚度为 3mm 的圆形磁片（尺寸以现场提供为准）；当新能源

车从红色圆/红五角星上方经过时，新能源车底部的传感器感应到圆形磁片时，

电动车上 led 灯亮（放在新能源车上醒目位置），则表示打卡成功（若新能源车没

有到红色圆/红五角星上方 led 灯点亮，则违规扣分）；赛道是从红军长征的起点

瑞金（红五角星）出发，到终点延安（红五角星）结束。 

新能源车发车时必须停在起点上方且 led 灯点亮，按长征路线方向运行直到

终点延安且 led 灯点亮。 

2.2 现场运行 

新能源车的现场运行路线是模拟红军长征路线，采用打卡方式，从红军长征

起点“瑞金”出发，一路历经“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占领

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

“懋功会师”、“过草地”、“激战腊子口”、 “大会师”等重重考验，最终抵达红军长

征终点“延安”。其中，红军长征起点“瑞金”和红军长征终点“延安”为固定打卡点。 

新能源车现场初赛时，赛道在 4000mm×4000mm 正方形平面区域内，赛场边

界为距离赛道 XY 正负方向极限打卡点不超过 500mm，选用“瑞金”、“突破三道

封锁线”、“血战湘江”、 “占领遵义”、“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

“过草地”、“大会师”和“延安”10 个打卡点依顺序打卡（如图 1-1 所示）。 

具体每个打卡点坐标如表 1-1 所示。 

新能源车现场决赛时，除固定点外，结合长征故事，现场决赛的场地大小、

所设置的打卡点及数量与现场初赛有所不同，而且要有模拟长征情景的打卡点数

量，其打卡点及数量、模拟长征情景的打卡点及数量现场决定。 

现场初赛和决赛，每次运行时，出现错序打卡、重复打卡、新能源车投影压

边界现象，则本次现场运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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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金；2—第三道封锁线；3—血战湘江；4—强渡乌江天险；5—占领遵义； 

6—巧渡金沙江；7—飞夺泸定桥；8—爬雪山；9—大会师；10—延安 

图 1-1 现场初赛新能源车运行示意图 

表 1-1 现场初赛运行打卡点的坐标 

序号 打卡点 
坐标 X

（mm) 

坐标 Y

（mm) 

1 瑞金 3750 200 

2 第三道封锁线 2700 100 

3 血战湘江 1750 150 

4 占领遵义 1250 950 

5 巧渡金沙江 400 600 

6 飞夺泸定桥 300 1600 

7 爬雪山 400 2050 

8 过草地 550 2600 

9 大会师 1000 3500 

10 延安 2100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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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竞赛社区提供的设备 

竞赛社区将提供 220V 交流电，以及 3D 打印、激光切割、数控加工等设备。

竞赛所需的笔记本电脑、相关软硬件、零部件、元器件，以及安装调试工具等各

参赛队自备。 

3.赛程安排 

新能源车赛项由新能源车初赛（简称：初赛）和新能源车决赛（简称：决赛）

组成。 

初赛由场景设置与任务命题文档（简称：任务命题文档，含外观创意设计）

评审、现场初赛两个环节组成。取排名前 60%左右的参赛队进入决赛，初赛成绩

不带入决赛。决赛由现场实践与考评、现场决赛两个环节组成。各竞赛环节及分

数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新能源车赛项各环节及分数 

序号 环节 赛程 评分项目/赛程内容 

 

 

 

分数 

1 第一环节 初 

赛 

任务命题文档 

（含外观创意设计 5 分） 
25 

2 第二环节 现场初赛 75 

初赛总分 100 

说明：产生决赛名单并现场发布任务命题 

3 第三环节 决 

赛 

现场实践与考评 30 

4 第四环节 现场决赛 70 

决赛总分 100 

4.赛项具体要求 

4.1 初赛 

4.1.1 任务命题文档（含外形创意设计） 

参赛队按照决赛的任务命题文档模版提交决赛任务命题方案。根据命题要求，

参赛队给出新能源车的外形设计及创意解释，并给出拟选择决赛的太阳能电池板

/薄膜（太阳能电动车）和锂电池（新能源车）的依据，并根据所给太阳能电池板

/薄膜和锂电池进行太阳能充电电路设计，对所设计充电电路的能源转换率进行

详细分析，策划现场决赛场地的打卡点示意图，给出本队认为的打卡点和模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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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情景的打卡点，实现现场初赛与现场决赛的场景有明显的区分度，保证在现场

实践与考评环节必须进行相应主要传动零件或机构的设计及制造、充电电路设计

及制造；在此基础上，对初赛和决赛的主要传动零件和充电电路进行详细分析对

比；给出在现场初赛与现场决赛时作品能源消耗对比分析。 

决赛任务命题文档成绩不仅包括任务命题文档的内容质量符合命题规则的

程度，也包括文档的排版规范。 

4.1.2 现场初赛 

现场抽签决定各参赛队比赛的场地、赛位号。 

参赛队进入比赛场地进行调试，调试时间结束后，参赛队将新能源车放置在

红军长征的起点瑞金（红五角星）上方等待发车，新能源车必须使用规定锂电池

（太阳能电动车）或统一配置 10ml 的液体乙醇（生物质能电动车），现场裁判发

出统一发车指令，各参赛队启动新能源车。每次发车时，新能源车启动只有一次

启动机会，沿规定的长征路线方向运行，依次按照规定的打卡点顺序依次打卡，

直至运行到红军长征的终点延安（红五角星）上方或运行途中停止均结束比赛。 

在新能源车运行过程中，选手接触新能源车、太阳能板或锂电池脱离新能源

车、不使用规定锂电池（太阳能车）、酒精灯脱离生物质能新能源车、不使用统

一配置 10ml 的液体乙醇、出现没有按照规定顺序经过打卡点、重复打卡（出现

两次经过不是规定要求的同一个打卡点）、新能源车离开赛场、到达规定的运行

时间新能源车没有结束运行，均视为本次现场运行结束。 

现场初赛成绩由有效运行距离和运行质量（即成功打卡数量）两部分组成。 

每个参赛队有两次运行机会，参赛队现场决定取两次运行中的一次成绩作为

现场初赛成绩。 

按初赛总成绩排名选出参加决赛的参赛队，若出现参赛队初赛总成绩相同，

则按现场初赛的运行时间短者优先排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按现场初赛的成

绩得分高、运行质量高优先排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则抽签决定。 

4.2 决赛 

4.2.1 现场实践与考评 

由各参赛队提交的任务命题文档优化整合出决赛任务命题方案，现场公布决

赛打卡点和模拟长征情景的打卡点，以及模拟长征情景的打卡路线场景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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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决赛任务。 

现场实践与考评环节在竞赛社区环境下进行。竞赛社区是完成所有参赛队现

场实践能力及综合素质竞赛的信息化支撑平台。所有参赛队均以市场主体的角色

进入竞赛社区；在规定时间内，各参赛队按照该决赛任务命题必须采用现场提供

的装备和材料，完成新能源车上规定部分传动机构的零件设计、充电电路设计、

材料采购、加工制造、安装调试、开发调试、技术交易、公益服务、宣传报道等

活动，现场提供的装备和材料等全部计入参赛队的成本，任务完成提交太阳能电

动车时，在规定时间内对配置的锂电池进行太阳能充电，配置锂电池规格型号当

场公布，锂电池接口为 XH2.54（公头），平衡插头 2S（公头），电线长度为 5cm

左右。竞赛社区采用虚拟货币体系对参赛队的技术能力、工程知识、诚信意识、

协作意识等方面进行评价，给该环节最终成绩。 

参赛队需按规定完成相关零件、电路的设计和制作，并替换原有的配件安装

在作品上并调试，其他零件不做任何限制。 

生物质能电动车使用统一配置 10ml 的液体乙醇完成给现场提供的锂电池的

充电。 

若参赛队没有按规定完成相关零件、电路的制作，取消比赛资格；未将新加

工的规定零件、电路更换到新能源车上完成调试和后续现场运行，扣除决赛总成

绩的 50%；锂电池充电量不足以启动新能源车，允许替换备用锂电池，且成绩排

序不参加正常排序。 

自带拆装工具和调试工具等，有安全隐患的物品以及不允许带的物品不能带

入竞赛社区，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有关竞赛社区的相关要求参见“竞赛社区说明”。 

4.2.2 现场决赛 

参照现场初赛流程，现场抽签决定各参赛队比赛的场地、赛位号和顺序。现

场决赛的发车要求、运行要求按照现场初赛的发车要求。 

现场决赛成绩由有效运行距离、能量消耗和运行质量三部分组成。对新能源

车有效运行距离≥50%赛道总长度且运行质量≥50%总打卡点数量的条件下，其新

能源车的决赛成绩同时考核能量消耗、有效运行距离和运行质量，否则能量消耗

成绩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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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车运行过程中，选手接触新能源车、锂电池脱离新能源车、不使用

规定锂电池、酒精灯脱离生物质能新能源车、不使用统一配置的液体乙醇、出现

错序打卡、重复打卡，均视为本次现场运行结束。 

每个参赛队有两次运行机会，参赛队现场决定取两次运行中的一次成绩作为

现场决赛成绩。 

按决赛总成绩对参加决赛的参赛队进行排名，若出现参赛队决赛总成绩相同，

则按现场决赛的运行时间短优先排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按现场决赛成绩得

分高者、运行质量高优先排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则抽签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