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技术与发展研讨会纪要
一、会议整体介绍
会议时间：2018 年 12 月 22，23 日
会议地点：江苏仪征市
参会人员：
1.教育部自动化类教指委原副主任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申功璋教授；
2.竞赛秘书处成员：卓晴（清华大学），王鹏（清华大学），马莉（竞赛秘书处）
3.省赛挂靠学校负责人：吴晔（合肥工业大学）
，陈桂友（山东大学），陈龙（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
4.参赛队伍指导教师：曲仕茹（西北工业大学）
，萧英喆（太原理工大学），王
德民（济南同理汽车研究院），王冠凌（安徽工程大学），张阳（合肥工业大学），
谈英姿（东南大学），王击（中南大学）
，王晓峰（集美大学）
，高虹（天津工业
大学）
，沈世斌（南京师范大学）
，王小利（山东大学）
，张爱筠（哈尔滨工程大
学），姚祖婵（厦门大学嘉庚学院），郭一晶、陈楠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等。

图 1 参会人员在第二天主会场合影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是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的面向全国大学生的一种具有探索性的工程实践活动。随着举办次数增加，参加
的学校和学生越来越多，对于竞赛内容和组织形式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了适应
新时代中工程教育所面临的新的挑战，通过召开包括有竞赛主办方和参赛队伍指
导教师在内的竞赛技术与发展研讨会，对于拓展竞赛发展思路、规划未来前进路
线图、解决比赛中旧有和新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两天的研讨会议期间，除了对于智能车竞赛中许多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还
对仪征当地汽车工业园区现代汽车工业流水线进行了现场参观，无人驾驶和智能

汽车应用技术发布和对接活动。

二、主要研讨议题和待办事项
经过多轮次的研讨，对于智能汽车竞赛许多议题进行了研讨。重要的议题和
会后待办事项有以下两个方面。

图 2 研讨会现场

1、室外光电创意组比赛免费车模套件发放办法
今年新增的室外光电创意组别，组委会联合第三方厂家为参加该组别队伍提
供免费的车模套件，以缓解参赛同学经费压力。现在报名申请比赛组件的队伍已
经超过 206 支队伍，大家对因此如何有效公平从申请队伍中选出 100 支赞助队伍，
以及如何培训和指导申请到比赛套件的队伍有效完成比赛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会后待办事项：
（1）尽快公布申请免费车模套件的队伍名单。现已在竞赛公众号公布公布，详
见附件 1.
（2）公布对于参赛队伍使免费车模套件损坏处理办法。现已在竞赛公众号公布，
详见附件 2.
（3）公布室外光电组免费车模分配方案。现已在竞赛网站公布。详见附件 3.
（4）制定具体抽签方案，对于特邀队伍（包括去年总决赛承办学校，今年承办
学校，以及其他特邀队伍）名单确定，2019 年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

图 3 免费车模申请发放办法讨论

2、未来智能车竞赛内容发展变化
智能车竞赛一方面需要秉承它的“立足培养、重在参与、鼓励探索、追求卓
越”的竞赛理念，同时有需要满足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参赛同学低年级话、需求多
样化的形式，适应“新工科”教育的要求，提高创新创意的内涵。最初参与筹建
竞赛的元老，原教指委副主任委员申功璋教授倡议大赛需要在不过渡增加内容难
度的情况下，要求参赛队伍成员跨学科、多元化。比赛内容需要能够鼓励这样的
参赛队伍参加比赛，取得好成绩。
随着可以使用的嵌入式处理平台运算功能的提升，未来智能车竞赛中也会逐
步增加更多的机器学习和智能控制的内容，使得参赛队伍与未来的工程挑战能够
更加的贴近。
会后待办事项：
（1）竞赛秘书处对于未来竞赛赛题命题内容和方式进行调研和规划。

3、资深、优秀智能车竞赛指导教师认定
全国大学智能汽车竞赛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大批长期为学生参赛提供技术
指导、经费场地支持、帮助队伍组建的指导教师。为了表彰和感谢他们对于竞赛
的贡献，稳定参赛指教教师队伍，激励更多教师参与到组织学生参赛队伍中来，
去年组委会就着手准备制定相应的指导教师认定规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在新一
届自动化教指委成立之后顺利进行。
在去年智能车竞赛技术和发展研讨会中，委托中南大学王击老师起草了优秀
指导教师的认定方案，详见附件 4.
在这次研讨会中希望能够尽量简化优秀指导教师认定流程和细则，因此提出
了以下建议：
（1）认定优秀指导教师标准只以累积指导年限为标准。如果到第十四届竞赛

之前累计指导 10 届参赛队伍的教师被认定为优秀竞赛指导教师。
（2）如果从前三届就开始，并持续指导参赛队伍的教师被认定为资深优秀竞
赛指导教师。
（3）对于承办学校中，参与承办的老师，当年算作指导一届参赛队伍。
（4）由组委会发布通知，由带队教师，或者参赛队员进行推荐满足条件，并
提交参与指导竞赛的届次、队伍名称、组别等信息，经过组委会审核后进行认定。
（5）在当年全国总决赛现场公布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名单并颁发证书。

4、智能汽车竞赛国际化发展
智能车竞赛作为工科学生锻炼实践的 有效手段（Hands on Learning Throuhg
Racing）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校都有开展。以前在飞思卡尔公司的邀请下，
举办过几届全球大学生智能车竞赛挑战赛。让各国同学能够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
观摩。由于公司重组合并等原因，这项工作这几年停止了。
为了扩大竞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文化元素参与到竞赛
中来，组委会也希望能够在更大的场合、更多的机会搭建起国际比赛的桥梁。
现今最为可行和有效的一个过程就是先从鼓励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能
够组队参赛做起，逐步在比赛规则文档、网站宣传和对外交流等方面拓展国际合
作交流的渠道。因此，今年全国总决赛计划特邀部分高校的留学生队伍参加比赛。
比赛之后根据他们的成绩和表现给予另外排名奖项。最后参赛资质也需要提交盖
有学校公章的证明。现在规划总决赛的留学生队伍在 20 支左右。

图 4 晚餐后继续讨论

初步方案如下：
（1）组别为创意比赛，内容是去年的步步为营。规模控制在 20 支队伍左右。
（2）允许每个学校能够组织一支留学生队伍，以邀请的名义进入全国总决赛。
（3）参赛队伍中最多可以由五名队员，其中至多有一名中国学生队员。对于留
学生不限本科或研究生。
（4）单独比赛设奖（不设奖金，只有获奖证书）

比赛之后根据他们的成绩和表现给予另外排名奖项。最后参赛资质也需要提交盖
有学校公章的证明。现在规划总决赛的留学生队伍在 10 支左右。由于现在还无
法确定最后究竟会有多少学校能够组织起留学生队伍，所以究

5、竞赛辅导课程和材料建设
竞赛的参与学生现在越来越低年级化，为了能够减少参赛同学在准备比赛过
程中学习阻力、得到最大能力的提升、建立起课内课外的有效桥梁，在竞赛成绩
之外能够得到更多的训练和收获，竞赛秘书处从去年就开始筹划竞赛相关培训
MOOC 课程的建立，对此与会的老师都非常赞同。
为了提高课程对比赛辅导的有效性，改变以往“军队式”教学的知识分层递
进的知识体系，而不是简单将课内内容直接转化成 MOOC 课程，竞赛秘书处将
会就课程体系、授课形式以及与大赛有效联系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希望能够
建立更加符合“新工科”特点的 MOOC 课程模式。
在这方面建议更多和教指委中相关课程建设和改革工作能够紧密结合在一
起。

图 5 第二天的智能汽车技术论坛和产才对接洽谈会

6、比赛流程优化
由于参与比赛队伍众多，如何优化比赛流程减轻比赛承办方在场地、人员等
方面的压力，这对于比赛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未来的比赛内容组
别划分，会均衡室内和室外的项目，最终过渡到一半室内比赛（三个左右），一
半室外组别（三个左右），对于场地的面积、采光条件的限制进一步将来。车模
功能越来越接近实际工程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在比赛流程方面，提高自助式、自动裁判模式，采用限定时间而
非次数的比赛流程，比如一个队伍给定固定的时间（5~10 分钟）进行现场比赛，
去最好的运行成绩作为认定成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轻参赛队员和裁判的压力。

图 6 参观汽车工业园 | 很像一次支部活动

四、附录：
1. 报名申请室外光电创意比赛车模套件队伍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2. 南京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与控制科学学院
3. 安徽三联学院 计算机工程学院
4. 上海电机学院 机械学院
5. 上海电机学院 工业技术中心
6. 北京印刷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7. 大连理工大学 创新创业学院
8. 三江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9. 燕京理工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0. 长春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1. 西南交通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 武汉理工大学 汽车工程学院
13. 东南大学 自动化学院
14. 中国计量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15. 山东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16.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17. 淮南联合大学 机电系
18. 太原理工大学 信息与计算学院
19.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学院
20. 哈尔滨工程大学
自动化学院
21. 北华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上海海事大学 物流工程学院
南昌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系
浙江科技学院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东北大学 机器人科学与工程
嘉兴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青岛科技大学 自动化与电子工程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工学院机电系
北京联合大学 机器人学院
中北大学 仪器与电子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机电实习中心
长春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车辆工程系
沈阳化工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合肥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系
浙江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机电工程系
太原理工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
太原工业学院 工程训练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 自动化学院
洛阳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自动化学院
郑州轻工业学院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华北科技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武汉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学院
北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惠州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燕山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电气学院
东北电力大学 自动化工程学院
吉林大学 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机电学院
陕西理工大学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学生创新中心
大连大学 创新创业学院
洛阳理工学院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计量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66. 景德镇陶瓷大学
信息学院
6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68.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69. 北京建筑大学 电信学院
70. 大连民族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71. 北京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72. 同济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系
73. 西南民族大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74. 北方工业大学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75. 新疆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76. 东华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7. 华北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7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79. 中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80. 内蒙古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81. 华南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82. 国防科技大学 智能科学学院
83.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84.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自动化
85. 皖西学院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86. 长沙理工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
87. 重庆大学 光电工程学院
88. 青岛理工大学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8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学院
90. 内蒙古工业大学
自动化系
9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
92. 西南石油大学 电气信息学院
93. 北方工业大学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94. 辽宁科技大学 电信学院
95. 黑龙江科技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96. 厦门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
97. 韶关学院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9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99. 河南理工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100. 江汉大学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101. 中国海洋大学 工程学院
102.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103. 曲阜师范大学 工学院
104.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105.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学部（计算机学院）
106. 山东大学（威海）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 太原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08.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实验中心
109. 青岛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南京邮电大学 自动化、人工智能学院
天津大学 智能与计算学部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学院
常熟理工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控制工程学院
盐城工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系
武汉理工大学 自动化学院
长春理工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系
常熟理工学院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鲁东大学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 信电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大连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安徽科技学院 电气电子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庆工商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 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山东农业大学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湖南大学 现代工程训练中心
山西大同大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内蒙古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理工分院
北京化工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信息与控制工程系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控制工程学院
陆军装甲兵学院 车辆工程系
首都师范大学 物理系
上海师范大学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系
天津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学院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工学部
山东交通学院 轨道交通学院
长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宁波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黑龙江工程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大学物理教学部）
集美大学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长春科技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安徽工业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上海大学 机电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湖北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汽车与轨道交通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学院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 科技处（技术应用中心）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电气工程系
衡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电子工程系
安徽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长江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
淮南师范学院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东北林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江南大学 物联网工程学院
东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河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与车辆学院
合肥工业大学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邮电大学 自动化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自动化学院
三亚学院 理工学院
德州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哈尔滨剑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阜阳师范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信息工程
潍坊科技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吉林大学 通信工程学院
长安大学 汽车学院
海军工程大学 兵器工程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学院
盐城工学院 力学课程组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物联网工程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与交通学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计算机系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计算机与信息系
吕梁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山东科技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乐山师范学院 物电学院
陆军工程大学 国防工程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 自动化系
中原工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
山西大学 大数据科学与产业研究院
清华大学 学生处

2. 申请创意赛车模套件损坏说明
成功申请并领取到第 14 届智能车竞赛室外光电创意组的队伍，如果在准备
比赛、参加比赛中，对领取到的器件有损坏，赞助公司不要求进行更换或者赔偿：
1、归还设备时，对于有损坏零部件，需要填写损坏说明，并盖学院公章，
连同设备一起邮递回公司即可。
2、零部件损坏后，公司不再额外免费提供部件了。为了参赛，参赛队伍可
以在网上自行购买同型号部件替换。赞助公司会在一周后上线室外创意赛的零部
件淘宝店，供学生自行购买相关部件。

3.智能车竞赛室外光电创意组免费车模分配方案
截止 12.27 日，报名申请光电户外组车模队伍数达到 195 支（包括同一学校
重复或多支队伍），通过与车模提供商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协商，对申
请免费借用户外光电组车模套件的参赛队伍按以下规则进行模型发放和回收工
作。
一、权利和责任
1. 根据大赛报名规则，每个学校只能有一支队伍报名参加户外光电组比赛，每
队伍限制最多 5 人，研究生最多 1 人，因此每个学校只有一支队伍有免费获得借
用车模的机会；
2. 为了让更多的学校参与到比赛中并享受免费借用车模的机会，每个学校两年
内有且仅有一次获得免费借用车模的机会；
二、车模分配
本次户外光电组比赛车模有以下三种分配方式，其中前两种方式是免费获得
借用车模机会。
1. 随机抽取（共 100 辆）
a) 参赛队须在 2019 年 1 月 10 日前按要求提交免费借用户外光电组车模套
件申请表；
b) 将申请借用车模的有效参赛队伍（合并重复申请院校）按所在赛区分组，
并按每赛区有效申请队伍数占全国有效申请的队伍数的比例确定该赛区可以获

得免费借用车模的队伍数量 n，n=(本赛区有效申请队伍/全国有效申请队伍)×
100；
c) 根据各赛区可以获得免费借用车模的队伍数量 n，分别随机抽取获得免费
借用车模的队伍，并公示抽取结果；
d) 特殊说明：参加随机抽取和计算名额的有效参赛队范围包括按时提交申
请的每个学校一支参赛队；
2. 购买车模
在抽取车模名单公布后，所有队伍均也可以通过自行购买的方式获得车模参
赛参加比赛，具体车模购买方式及价格稍后公布。
三、参赛队伍要求
所有获得车模（包括免费和自购）并报名参加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
竞赛的参赛队需要按组委会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进度报告，进度报告时间节点
及内容要求如下：
1. 提交设计方案：
参赛队需要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以前提交设计报告，设计报告要求内容完整、
论证充分；报告详细要求和模板将会提前 2 周在竞赛网站公布。
2. 提交车模运行视频：
参赛队需要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以前提交完整车模运行视频、参赛作品和参
赛队员在一起的合影，视频要求包含整车地图构建和雷达避障内容。详细要求将
会提前两周进行公布。
3.赛前考核与筛选：
a)第一次考核 ：3 月 31 日前，提交报告的院校，组委会根据报告内容打分并排
名。
b)第二次考核和淘汰：5 月 31 日前，大赛组委会根据设计方案和完整形态视频两
项总成绩末位淘汰部分不达标（总成绩低于 60 分）队伍，淘汰院校在 7 天内归
还申请到的车模套件。
四、免费借用车模套件归还
免费获得借用车模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应归还申请到的车模套件，逾期
未归还者，按承诺书内容承担责任。
恩智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秘书处
2018 年 12 月 27 日

4. 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优秀指导老师奖管理条例
一、设立优秀指导老师奖的基本原则
根据教育部教高司函[2005]201 号文和教高司函[2010]13 号文的规定，为了

促进专业工程认证师资队伍建设，为了稳定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指导老师队伍，
为了建设一流高校、一流学科，为了开展"新工科"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为了
我国 2030 年抢占人工智能全球制高点，为了培养国际高度工匠精神人才，特制
订本条例。
二、优秀指导老师奖的管理
1. 优秀指导老师奖的构成
优秀指导老师奖分为：全国总决赛级优秀指导老师奖和分赛区级优秀指导老
师奖两个层次。
2. 优秀指导老师奖的核定
优秀指导老师奖的核定实行两级管理。
第一级：全国组委会
智能车竞赛全国组委会负责制订评选条件、核定优秀指导老师奖数量、提供获奖
证书、确定奖金额度标准并指导后续创客空间和慕课建设。
全国组委会接受相关老师的优秀指导老师奖申请，根据历史数据确定获奖名单。
第二级：分赛区组委会
分赛区组委会接受相关老师的优秀指导老师奖申请，根据全国组委会提供的历史
数据确定获奖名单。
三、优秀指导老师奖申报
1. 国家级卓越优秀指导老师奖
连续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 10 届以上，个人提出申请，由全
国组委会核实，授予卓越优秀指导老师奖，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以后，随着智能车竞赛届数的增加，连续指导 15 届、20 届、25 届的老师，可以
申请金牌卓越优秀指导老师奖、铂金卓越优秀指导老师奖、钻石卓越优秀指导老
师奖。
国家级卓越优秀指导老师奖名额不限，但每一位指导老师限申请各个档次卓
越优秀指导老师奖一次。
2.国家级优秀指导老师奖
热爱智能车竞赛，连续指导 5 届以上，获得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以上 1 次者有资格
申请，个人提出申请，由全国组委会核实，授予国家级优秀指导老师奖，颁发获
奖证书和奖金。该类情形每年设立 5 个名额（主要针对强校）。
热爱智能车竞赛，连续指导 5 届以上，在全国总决赛成绩有进步者有资格申请，
个人提出申请，由全国组委会核实，授予国家级优秀指导老师奖，颁发获奖证书
和奖金。该类情形每年设立 5 个名额（主要鼓励相对较弱的高校）。
国家级优秀指导老师奖每年共计 10 位老师获奖，这 10 位老师将获得全国组委会
提供的创客空间和慕课建设机会。
为了让更多的指导老师获得荣誉，任一位老师在全国总决赛和分赛区只可以授予
其中一个层次的优秀指导老师奖。
3.分赛区级优秀指导老师奖
热爱智能车竞赛，连续指导 5 届以上，获得分赛区一等奖 1 次者有资格申请，个
人提出申请，由分赛区组委会根据全国组委会提供的历史数据核实，授予分赛区

级优秀指导老师奖，颁发获奖证书。该类情形每个分赛区每年设立 5 个名额（主
要针对强校）。
热爱智能车竞赛，连续指导 5 届以上，在分赛区成绩有进步者有资格申请，个人
提出申请，由分赛区组委会根据全国组委会提供的历史数据核实，授予分赛区级
优秀指导老师奖，颁发获奖证书。该类情形每个分赛区每年设立 5 个名额（主要
鼓励相对较弱的高校）。
分赛区级优秀指导老师奖每个分赛区每年共计 10 位老师获奖。
分赛区级优秀指导老师奖的获奖证书上不是写"分赛区"，而是写对应的分赛区名
称，如打印"华南赛区"或"山东省"等，换行印刷"优秀指导老师奖"。
四、优秀指导老师奖发放
在全国总决赛和分赛区颁奖仪式上颁发优秀指导老师奖获奖证书。
优秀指导老师奖的奖金在颁奖仪式后汇款到优秀指导老师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优秀指导老师奖考核
国家级卓越优秀指导老师奖和分赛区级优秀指导老师奖是荣誉奖励，颁发获
奖证书。
国家级优秀指导老师奖除荣誉奖励获得获奖证书外，还有奖金和建设好创客
空间、慕课的义务。
按照签订的建设创客空间或慕课的合同，由全国组委会进行结题验收，对于
结题结论为不合格者，取消该老师对应的高校申报下一年度申报优秀指导老师奖
资格。
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组委会
2017 年 10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