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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工程基础赛道竞赛命题及运行 

工训赛字 7-02【2020】 

 

本赛道重点考察大学生的基础工程知识与基本实践技能，强调大学生思创融

合与团队合作等综合素质能力，夯实后备人才的工程基础。 

本赛道主要包括势能驱动车、热能驱动车、工程文化三个赛项。 

一、势能驱动车和热能驱动车赛项 

1、对参赛作品/内容的要求 

1）势能驱动车 

自主设计并制作一台具有方向控制功能的自行走势能驱动车，该车行走过程

中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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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势

能转换而得，不允许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能量。重力势能通过自主设计制造的

1kg±10g 重物下降 300±2mm 高度获得。在势能驱动车行走过程中，重物不允

许从势能驱动车上掉落。重物的形状、结构、材料、下降方式及轨迹不限，要求

重物方便快捷拆装，以便现场校核重量。 

势能驱动车的结构、设计、选材及加工制作均由参赛学生自主完成。 

2）热能驱动车 

自主设计并制作一台具有方向控制功能的自行走热能驱动车，该车行走过程

中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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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转

换而得，不允许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能量。热能是通过液态乙醇（浓度 95%）燃

烧所获得。竞赛时，给每个参赛队配发相同量的液体乙醇燃料，产生热能装置的

结构不限，由参赛学生自主完成，但必须保证安全。 

热能驱动车的设计、结构、选材及加工制作均由参赛学生自主完成。 

以下势能驱动车、热能驱动车简称为驱动车。 

2、对运行环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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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运行场地 

驱动车场地为 5200mm×2200mm长方形平面区域（如图 1所示），驱动车必须

在规定的赛场内运行。图中粗实线为边界挡板和中间隔板，两块长 1000mm 的中

间隔板位于两条直线段赛道之间，且两块中间隔板之间有 1000mm 的缺口，缺口

处的隔板中心线上可以放一块活动隔板（如图 2 所示），活动隔板和中间隔板的

厚度不超过 12mm；赛道上的点画线为赛道中心线，用于计量运行成绩以及判定

有效成功绕桩；驱动车必须放置在发车区域内，并在发车线后按照规定的出发方

向发车，前行方向为逆时针方向；在赛道中心线上放置有障碍物（桩）（如图 1

所示的圆点），障碍桩为直径 20mm、高 200mm 的圆棒，障碍桩间距指两个障碍

桩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图 1 驱动车赛道示意图（注：赛道上无“发车区”字样和“剖面线”） 

（说明：5200mm 、2200mm均为内尺寸） 

 

图 2 活动隔板形状 

现场初赛时，缺口处放置活动隔板；沿直线赛道中心线上放置 4个障碍桩（如

图 3 所示），最初障碍桩是从出发线开始按平均间距 1000mm 摆放。比赛时，第

一根障碍桩和第四根障碍桩位置不变，中间两根障碍桩（第二根障碍桩和第三根

障碍桩）的位置在-300~+300mm 范围内沿赛道同向调整（即“正”为沿赛道逆

时针调整，“负”为沿赛道顺时针调整），其调整值现场抽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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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场初赛赛道示意图 

 

现场决赛时，障碍桩数量和间距均要改变，障碍桩沿直线赛道方向的垂直中

心线对称分布并等间距放置，障碍桩间距不小于 600mm，其障碍桩间距和障碍

桩数量现场抽签决定，决赛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现场决赛赛道示意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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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切割等设备，竞赛所需的

笔记本电脑、相关软硬件，以及安装调试工具等各参赛队自备。 

3、赛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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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行方式 

驱动车有环形、8字和综合三种运行方式；其中环形为在赛道上走 S 轨迹（如

图 5a所示），8字为在赛道上走 8字 S 轨迹（如图 5b所示），综合则为在赛道上

交替完成环形和 8 字两种运行方式，次序不限。现场初赛只采用环形运行方式，

缺口处放置活动隔板；现场决赛有环形、8字和综合三种运行方式，任选其中一

种，不同的运行方式使用不同的难度系数，在一圈里不能出现有两种运行方式。 

a）驱动车的环形运行方式示意图 

b）驱动车的 8字运行方式示意图 

图 5 驱动车赛项运行方式示意图 

驱动车没有按照实际运行方式或脱离赛道运行，或停止运行，均视为比赛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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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驱动车赛程 

驱动车赛项由驱动车初赛（简称：初赛）和驱动车决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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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拆装及调试、

现场初赛三个环节组成。初赛取排名前 60%的参赛队进入驱动车决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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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竞赛环节如表 1所示。 

表 1 驱动车赛项各环节 

序号 环节 赛程 评分项目/赛程内容 

 1 第一环节 

初 

赛 

任务命题文档 

2 第二环节 现场拆装及调试 

3 第三环节 现场初赛 

说明：产生决赛名单并现场发布任务命题 

4 第四环节 决 

赛 

现场实践与考评 

5 第五环节 现场决赛 

4、驱动车赛项具体要求 

4.1 初赛 

4.1.1 任务命题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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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命题和决

赛的任务命题文档模版要求，在假设现场初赛障碍桩间距的前提下，给出本队拟

选择的决赛运行方式，策划决赛场地及运行轨迹详细示意图，给出本队认为的决

赛障碍桩间距和障碍桩数，并对假设现场初赛与拟选现场决赛的方案进行详细分

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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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必须进行相应传动机构的设计及制造；在此基础上，依据任务完成传动机构设

计，给出传动机构设计思路及原理图，主要传动零件或机构的设计依据及方法，

以及对初赛和决赛的主要传动零件进行详细分析对比，给出明显区别的结论；在

此基础上，对竞赛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可以从放车准备时间、放车要求、发车要

求、运行路径、障碍桩间距、障碍桩数量，传动机构计算方法等），各队该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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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计入其初赛成绩。 

决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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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拆装及调试 

抽签产生现场初赛的障碍桩间距。 

参赛队必须将本队参赛驱动车上安装有齿轮、凸轮、链轮和皮带轮等传动构

件的轴（驱动轴、变速轴和转向轴）从驱动车上拆下，以及所有零件从轴上全部

拆卸，拆卸完成后，按照抽签结果，装配并调试驱动车。 

拆装工具自带，有安全操作隐患的不能带入。如需使用机床加工，可提出申

请，经裁判批准，可到车间进行普车、普铣、钻孔等常规加工作业，所需刀具和

量具自备，所用时间计入总时间。 

4.1.3 现场初赛 

现场抽签决定各参赛队比赛场地和顺序。 

势能驱动车采用规定重量和规定高度差的重物驱动，热能驱动车使用统一配

置的相同质量的液体乙醇燃料燃烧产生的热能驱动，驱动车在赛场的出发区按环

形运行方式逆时针方向布置赛道（活动隔板封闭缺口）。 

参赛队在规定调试时间内将其驱动车放在出发区内的位置自行决定，不能压

线，按统一指令启动驱动车，沿逆时针方向按环形运行方式自动前行，直至运行

停止。 

每个参赛队有两轮运行机会，取两次成绩中的最好成绩。 

以初赛总成绩排名选出参加决赛的参赛队，若出现参赛队总成绩相同，则按

现场初赛成绩排序，分高者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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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场抽签 

抽签产生障碍桩数和障碍桩间距。 

由各参赛队提交的任务命题文档优化整合出多套决赛任务命题方案，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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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产生现场决赛任务。 

2）现场实践与考评 

在竞赛社区环境下，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建立社区运行机制与规则。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竞赛社区信息化系统的支持，按

照所产生的现场决赛任务和所选择的运行方式，完成驱动车的传动机构（可不含

轴）的设计、材料采购、竞争与合作、服务与交易、宣传与交流等活动，采用现

场提供的装备按照现场命题完成驱动车部分传动机构的零件制造，将加工好的零

件安装在作品上并调试。 

社区信息化系统以“财富值”（驱动车的传动机构制造成本）、“技术能力

值”（技术服务能力与项目文档质量）和“综合素质分”（工程知识面与视野、

安全意识、公益服务意识、宣传意识与能力等）作为现场实践考评的依据，通过

现场实践过程数据的采集、分析与比较，形成对参赛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相对

评价结果，从而最终形成参赛队该环节的成绩。 

现场实践考评以参赛队学生现场解决突发问题、复杂问题、未知问题的能力

作为重点。通过现场实践过程数据的采集、分析与比较，形成对参赛队知识、能

力和素质的相对评价结果。 

在竞赛社区，每队自带拆装工具和调试工具等，但有安全操作隐患的物品不

能带入竞赛社区。 

4.2.2 现场决赛 

参照现场初赛流程，参赛队按照现场抽签确定比赛场地和顺序。 

势能驱动车使用规定重量和规定高度差的重物驱动，热能驱动车使用统一配

置的相同质量的液体乙醇燃料驱动。 

参赛队在规定调试时间内将其驱动车放在出发区内的位置自行决定，不能压

线，按统一指令启动驱动车，沿逆时针方向按所选运行方式自动前行，直至不按

其运行方式运行或运行停止。 

每个参赛队有两轮运行机会，取两次成绩中的最好成绩。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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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按现场决赛成绩排序，分高者优先排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则抽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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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文化赛项 

1、对内容的要求 

工程文化赛项是以“铸工程之鼎力，颂文化之声息”为出发点，力求通过对

工程文化知识的竞赛及展示，分享工程知识之趣，从中汲取工程常识性知识与技

能，体现工程素质、工程思维、工程能力，厚实工程基础。 

本赛项考核的知识范围为工程基础、工程历史、工程哲学、工程伦理、创新

方法、工程规范、相关法律常识等，包括工程理念、决策程序、设计规范、生产

条例、操作守则、劳动纪律、安全措施、审美取向、环保目标、质量标准、行为

规范等。重点考察学生对工程伦理、工程思维、工程基础知识的掌握水平。各知

识点来自相关附件的参考书。 

具有国赛资格的所有参赛队均可以团队形式报名参赛。竞赛现场网上报名通

过后，每个参赛队生成一个参赛码，通过录入参赛码可以在个人终端上答题。 

2、对运行环境的要求 

1）运行场地 

工程文化赛项的赛场分为虚拟赛场和物理赛场，虚拟赛场为在互联网上完成

答题，物理赛场则为在主赛场上完成。 

2）使用设备 

所需手机、笔记本电脑、网络及相关软硬件等自带，现场提供终端大屏、抢

答器、答题板、麦克风、实物投影仪、桌椅、终端设备，以及工具、设备和材料

等。 

3、赛程安排 

1）赛程 

竞赛分为工程文化选拔赛（简称：选拔赛）、工程文化初赛（简称：初赛）

和工程文化决赛（简称：决赛）组成。 

选拔赛是采用虚拟赛场在网络上用个人终端答题；初赛和决赛是采用物理赛

场集中进行。根据参加工程文化选拔赛的队数和选拔赛排名结果确定进入初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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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选拔赛成绩不带入初赛；根据初赛的队数和排名结果确定进入决赛的参

赛队，初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表 2 工程文化赛项各环节 

序号 环节 赛程 评分项目/赛程内容 

 1 第一环节 选拔赛 工程知识题网络发布 

说明：获得初赛资格名单 

2 第二环节 初赛 龙争虎斗 

说明：获得决赛资格名单 

3 第三环节 决赛 巅峰对决 

2）运行方式 

本赛项的选拔赛题型为单选题、是非题、多选题；初赛题型为必答题、抢答

题、分步抢答题；决赛题型为分步抢答题、风险题、辩论题。 

分步抢答题是分若干步给出提示，选手可以在任何一步提示后抢答。 

4、工程文化赛项具体要求 

4.1 选拔赛 

参赛队通过参赛码上线随机生成选拔赛试题，计时开始；在规定时间内，按

照现场发布的规则，完成网上发布的赛题。在比赛过程中，可以提前交卷，则比

赛结束；当规定的时间到时，自动关闭试卷，并自动生成选拔赛成绩和答题总时

间。 

以选拔赛总成绩排名选出参加初赛的参赛队，若出现参赛队总成绩相同，则

按答题总时间最短者优先排序，若答题总时间仍相同，则按多选题分高者优先排

序，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则抽签决定。 

4.2 初赛-龙争虎斗 

现场抽签决定各参赛队上场批次，按照批次上台到指定位置。在主持人的主

持下，完成必答题、抢答题和分步抢答题的竞赛环节，该环节的各类题不单设分

数。现场观众和网络观众都可同时在手机端参与，有资格获得相应奖励。 

所有扣分项都计入本环节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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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次晋级决赛的参赛队数现场公布。若同组出现参赛队成绩相同，致使不

能确定参赛队数，则触发彩蛋活动，同分的参赛队抢彩蛋答题，争夺进入决赛的

资格，直至决出胜负为止。 

4.3 决赛-巅峰对决 

所有初赛晋级的参赛队按照现场要求上台。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完成分步抢

答题、风险题的决赛第一子环节。分步抢答题同初赛。 

在风险题环节，有 A、B、C等多组难度系数由低到高的题，分数也是递增，

每组题数相同，参赛队自行选择题库组号。主持人随机抽取该题组题目，读题后

宣布开始，在规定时间内，参赛队回答正确得相应的分数，回答错误或不作答扣

相应的分数。 

按照分步抢答题和风险题两个环节的总成绩确定晋级辩论题环节的参赛队，

参赛队数现场公布。分步抢答题和风险题两个环节的总成绩带入辩论环节。若出

现参赛队成绩相同，致使不能确定参赛队数，则触发彩蛋活动，其相同成绩的参

赛队抢彩蛋答题，争夺进入辩论题环节的资格，直至决出胜负为止。 

辩论题环节是决赛第二子环节，抽签决定题目，主持人读题后，在规定时间

内各参赛队分别阐述各自的观点，随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各参赛队针对不同的观点

进行自由辩论，最后各参赛队分别进行陈词，时间到结束辩论，由专家和观众来

评分。 

以决赛成绩对参加决赛的参赛队进行排名，若出现参赛队决赛成绩相同，则

通过加赛题决定。 

5、参考书目 

《工程文化》、《工程伦理》、《工程基础知识》、《工程导论》、《工程简史》、

《机械工程导论》、《控制导论》、《工程思维》、《创新思维》等（具体参考书目由

国赛组委会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