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车总动员

中级教学计划书



课程介绍

教育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型

人才，推动我国自主创新力量的发展进程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智能车

总动员”是以智能车教学为主的创新类系列课程。课程提供优质的教师

资源、相关材料及数字化资源，旨在为国内中小学生提供优质的科学知

识教育，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的要求，大力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助推创新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贡献力量。中初级教学内容主要针

对初中七、八年级。期待为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教育开拓新篇章。

1. 本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需要以及发展水平，以“核心素养培养”

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素养。

2.吻合教科学体系，以物理为主的多门学科知识融合于一体。

3.动手实践与课堂讲授相辅相成，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

4.寓教于乐的竞赛型教学模式。

5.结合国内外各大赛事制定最终考核比赛内容和评定原则。

6.高质量、高水平的研发团队保证了课程的条理性、先进性、探索性。

特色创新

1.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逐渐养成科学看问题、思考问题、解决

问题的习惯，形成大胆想象、善于探索的科学态度。

2. 通过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掌握智能车上传感和电路的基本原理，

进而培养自主分析的逻辑思维，能够举一反三。

3. 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观察能力，预测能力，科学探

索能力，让学生既能独立思考，又能融入集体，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4. 与国内外众多科技竞赛接轨，如智能车、机器人、ACM等，开阔学

生视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竞争力。

教学目标



名称 目标 内容 授课形式

神奇的智能车
①现状、前景；②应
用；③认识套件。

①智能车发展；②国内外比赛；
③套件功能。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简易智能车制作 ①功能实现过程 ①组装智能车；②实现功能。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电子电路
结构搭建

①电路组成；②搭建；
③编程环境。

①搭建电路；②智能车的电路；
③学习编程环境。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追光实践
原理探究

①光相关传感器的实
现和原理；②追光、
巡线；③本章编程。

①液晶屏字符显示；②追光；
③巡线；④编程。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鸣笛警示
超声探测

①声相关传感器的实
现和原理；②超声避
障；③本章编程。

①超声波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②智能车避障；③本章编程。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雷霆峡谷挑战赛
①提升兴趣启迪思维；
②创新、动手、动脑；
③检验学习情况。

设置赛道，光、声模块检测赛
道和障碍，起点终点的竞速赛。

讨论+小组比赛

竞技精神
专题解析

①竞技精神；②掌握
电机实验，学习过渡

①播放挑战赛视频，进行表彰；
②电机实验。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力的集合
压力感应

①压力传感器工作原
理；②制作电子秤；
③本章编程。

①压力传感器工作原理；②电
子秤制作方法；③本章编程。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魔法地球
磁力感应

①地磁特性；②地磁
传感器使用方法，指
南小车、自主停车。

①地磁特性和作用；②地磁传
感器工作原理；③指南小车设
计；④自主停车原理。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温度检测
趋凉避热

①温湿度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②智能车躲
避热源；③本章编程。

①温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②小车躲避热源功能。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无线通讯
远程遥控

①电磁波特性、应用；
②遥控小车功能实现。

①电磁波特性、应用；②遥控
器和手机遥控智能车；③编程。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趣味图形化编程
①加深理解；②掌握
图形化编程运用技能。

①复习学过的图形块；②设计
功能复杂的图形块。

视频+讲解+动
手操作

共青团中央
全国赛事

①课程回顾与总结；
②核心素养；③国家
政策；④提升能力；
⑤检验掌握情况。

①回顾各章内容；②比赛；③
国内外重要赛事的介绍。

视频+校间比赛
+赛后总结

教学内容



一、神奇的智能小车

➢ 教学目标：①了解智能车现状与前景；②知晓其在生活中

应用；③认识智能车套件。

➢ 授课内容： ①讲解智能车国内外发展现状；②介绍国内外

相关的重要竞赛；③讲解各套件的功能。

➢ 课程效果：①课堂积极互动；②熟悉并操作基础智能车。

➢ 授课形式：视频+讲解+讨论+动手操作。

➢ 教学目标：

①各模块组装和功能实现；②领

悟功能实现的过程。

➢ 授课内容：

①组装智能车各模块；②成功实

现各模块功能。

➢ 课程效果：

①学生分组3-5人为一组进行模

块组装；②讨论模块功能的正确

实现方式。

➢ 授课形式：

视频+讲解+讨论+动手操作。

二、简易智能车制作



三、电子电路结构搭建

➢ 教学目标：

①认识智能车的电路组成；②搭建

简单的电子电路；③了解编程环境。

四、追光实践原理探究

➢ 教学目标：①掌握光相关传感器的实现

及原理；②实现智能车追光和巡线功能；

③掌握本章编程模块的使用方法。

➢ 授课内容：①液晶屏字符显示；②

智能车追光运行；③智能车巡线运

行；④本章图形化编程。

➢ 课程效果：①通过视频与课堂互动探讨光相

关传感器的原理；②动手实践，小组完成智

能车追光功能；③小组完成智能车巡线功能。

➢ 授课形式：视频+讲解+讨论+动手操作。

光

➢ 课程效果：①学生独立完成简单电路搭建；②熟练操作智能小车。

➢ 授课形式：视频+讲解+讨论+动手操作。

➢ 授课内容：

①智能车的电路组成；②利用教具

搭建简单电路；③学习图形化编程

环境。



➢ 教学目标：

①掌握声相关传感器

的实现及原理；②掌

握超声避障的方法和

原理；③掌握本章编

程模块的使用方法。

➢ 授课内容：

①超声波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② 智能车

的避障功能和原理；

③本章图形化编程。

➢ 课程效果：

①观看视频，讨论超声波

在生活中的应用；②动手

实践，小组完成智能车的

超声避障；③课堂活动：

蜂鸣器演奏。

➢ 授课形式：

视频+讲解+讨论+动手操作。

五、鸣笛警示 超声探测



六、雷霆峡谷挑战赛

1.提升学习兴趣，培养竞赛精神；

2.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培养创新和实践能力，提高动手能力；

3.检验学生前5章内容掌握情况。

比赛宗旨

在场地内设置赛道，利用光和声相关传感器模块完成对赛道和障碍的

检测，实现从起点成功到达终点的要求。

比赛内容

1.自由组队，原则上不超过3个人；

2.每组利用智能车套件制作一辆智能车参与比赛；

3. 比赛为竞速赛，智能车在比赛区域内沿黑色引导线前进，躲避障碍；

4. 智能车在离开出发区域后为完全自主运动模式，不得在场外进行遥

控或引导；

5.智能车在运动过程中，车身不能完全偏离黑色引导线；

6.每场比赛限时3分钟。

比赛规则

1.比赛准备过程中小组成员的表现；

2.比赛进行中智能车的运行效果。

评价标准

1.比赛利用2节课，分别设置正反圈2次比赛；

2.各组取2次比赛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比赛环节



七、竞技精神 专题解析

➢ 教学目标：

①培养竞赛精神；②掌握电机原理和控制方法，引出后序学习内容。

①播放比赛过程中的视频；②进行表彰，讲述比赛竞赛精神；

③做电机控制实验，讲解脉宽调制技术原理。

➢ 授课内容：

➢ 课程效果：

①播放视频，课堂互动评价；

②优秀学生上台表彰；③讨论

比赛精神；④电机实验。

➢ 授课形式：
视频+讲解+讨论+动手操作。

➢ 教学目标：①掌握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②运用压力

传感器制作电子秤；③掌握本章编程模块的使用。

➢ 授课内容：①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②电子秤的制作

方法；③本章图形化编程。

➢ 课程效果：①学生独立完成压力控制灯闪烁；②压力设

计电子秤。

➢ 授课形式：视频+讲解+讨论+动手操作。

寻找问题

八、力的集合 压力感应



九、魔法地球 磁力导航

➢ 教学目标：
①掌握地球磁场的特性；②掌握

地磁传感器的使用方法，设计指

南智能车，实现自主停车功能。

➢ 授课内容：

①地磁的特性和作用；②地磁传

感器的工作原理；③指南智能车

的设计方法；④讲解自主停车的

原理。

➢ 课程效果：
①播放地磁场视频，课堂互动讨

论其作用；②完成指南智能车的

设计；③课堂自主停车小活动。

➢ 授课形式：

视频+讲解+讨论+动手操作。

十、温度检测 趋凉避热

➢ 教学目标：
①掌握温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②实现智能车对温度的感知，进而

躲避热源；③掌握本章图形化编程。

➢ 授课内容：
①温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

理；②讲解智能车温度感

知、躲避热源的原理。

➢ 课程效果：
①播放温湿度测量原理视频，课堂互动

讨论；②利用温湿度传感器测量教室温

度；③完成智能车躲避热源的设计。

➢ 授课形式：
视频+讲解+讨论+动手

操作



➢ 教学目标：

①加深对图形块和图形化编程的理解；②掌握图形化编程综合运用

技能，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 授课内容：

①整体复习已学过的图形块；

②设计功能复杂的图形块。

➢ 课程效果：

①分组编程，实现小车多模块

➢ 授课形式： 视频+讲解+动手操作。

十一、无线通讯 远程遥控

十二、趣味图形化编程

同时使用；②课堂活动模块调用比拼。

①掌握生活中
的电磁波及特
性应用；②学
会遥控智能车；
③掌握本章图
形化编程。

➢ 教学目标

①电磁波特性
应用；②利用
遥控器和手机
控制智能车；
③编程实现智
能车的遥控。

➢ 授课内容

①播放遥控智
能车视频，课
堂互动讨论；
②遥控实现灯
闪烁；③智能
车遥控比赛。

➢ 课程效果

视频+讲解+讨
论+动手操作

➢ 授课形式



共青团中央全国赛事

1. 全国中小学生智能车竞赛是一项围绕国家战略发展和青少

年核心科学素养养成而设计的、以比赛为呈现形式的科学实

践教育活动。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两翼”的指示精神，推动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开展，

加强科学教育。

3.在中小学推广开源、实践的创客精神和探索精神。

4. 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培养创新和实践能力，提高动手和

动脑能力。

5.检验学生内容掌握情况。

比赛宗旨

全国中小学生智能车竞赛

竞速赛——热情迸发：以统一规范的标准软硬件为技术平台，

制作一部能够自主识别道路的模型车，按照规定路线行进，在

符合规则的前提下，以完成时间最短者为优胜。

创意赛——思维风暴：在统一限定的基础平台上，以创意任务

为目标，完成研制作品； 通过现场方案交流、专家质疑评判以

及现场参赛队员、观众和专家投票等互动形式，评选优秀技术

方案，以提高参赛队员创新能力，鼓励队员之间相互学习交流。

比赛内容



理论设计、实际制作、整车调试、现场比赛

要求学生组成团队，协同工作，初步体会一个工程性的研究开

发项目从设计到实现的全过程。

比赛过程

共青团中央全国赛事

共青团中央；

北京赛曙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领导机构与承办单位

参赛队由1-2名指导教师和3-4名学生组成，学生必须为具有

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参赛队伍组成和指导教师

1. 分区赛：根据参赛队伍总数，按比例确定进入总决赛的队伍。

2.总决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设立总决赛各类奖项。

比赛环节



教学效果

1. 每一章课程有不同的主题内容，将物理、几何、机械、科学、工

程、技术、多媒体、艺术等多种跨学科知识融汇一体，完善学生的

知识结构体系；

2. 课程是一个充满乐趣、挑战和团队合作的动手过程。通过学生动

手搭建、动脑思考，激发学生们参与科技的兴趣，启发学生们潜在

的创造力；

3.学习效果以比赛形式呈现，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提

高学生合作、沟通和动手的能力，建立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研发团队

本课程的研发工作（包括道具研发、课程研发等）由北京赛曙

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北京赛曙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至今，已经有员

工近30人，由中科院和985、211知名院校博士、硕士以及国内知名

互联网中的技术骨干组成，其中多半人员来源于全国大学生智能汽

车团队，并在团队中取得过优异的比赛成绩，科研实力雄厚，是一

支勇于拼搏、视野开阔、严谨高效的团队。

公司有丰富的机器人及配套产品设计生产经验，目前是“全国

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比赛道具和Robotac场地设计服务的独家供

应商，取得了赛事组委会的高度认可。公司独立研发的“自平衡摩

托车展台” 现已投放于国内某大型科技馆内，该项目也将为中国机

器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助力。赛曙科技未来主攻现代新型多功能

机器人的研发，主导业务将涵盖机器人设计、安防、教育、智能服

务及智能家居几大系列机器人产品，致力于成为中国实现智能化社

会、构建美好科技世界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