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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械与车辆学院关于学生科创指导教师聘任

管理办法

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是综合素质培养工作的重要抓手，在学生

知识掌握及实践、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团队合作能力锻炼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进一步加强教育教学一体化建设，鼓励

教师参与学生科技创新指导工作，并进一步规范学生科技创新活

动中的指导教师行为，特制定本办法。

一、岗位职责

（一）职责内容

1. 指导学生把握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技术方向、关键技术

方案、科学研究课题和技术成果转化；

2. 监管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的生产安全；

3. 对于涉及财务、资产事宜的学生科技创新团队，负责监

管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的财务及资产管理事项；

4. 在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方面应起到重要作用，配合和

指导团队负责学生做好团队建设等工作，掌握学生参与科技创新

活动中的动态表现，配合学院相关部门做好学生考核及奖惩；

5. 热情、认真地为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支持，或及时与

学院相关部门反映并积极解决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遇到的困难；

6. 对于获取学院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资源支持的，应保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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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生参与创新活动的人数和效果，积极配合学院相关部门做

好过程中的纪律监管。

（二）能力要求

1. 政治立场坚定，师德高尚，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

关心学生成长，在学生中具有较高的评价；

2. 具有专业背景，对于所指导的团队及项目具有较为深刻

的认识及科学的见解；

3. 掌握安全生产基本常识，在教育教学、科研等工作中无

安全责任事故；

4. 曾从事或指导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者优先。

（三）指导内容

指导型教师：能每月至少组织进行一次技术讨论会，保证平

均每年至少 40 学时的指导时间；

授课型教师：能保证每年授课至少 20 学时并进行答疑。

二、聘任办法

（一）聘任对象

学院根据创新活动、赛事开展等需求为各学生科技创新团队

选聘指导教师。各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的指导教师既可以为教师个

人，也可以为教师团队（一般须明确第一负责人）。

（二）聘任流程

指导教师队伍可以由院系推荐、师生推荐、个人自荐等多种

方式产生，一般采用每年一聘（含续聘）的方式产生，详细流程



3

如下：

1. 每年 12 月，经各种方式推荐产生的下一年度指导教师或

指导教师团队由学院创新创业中心统一汇总，并根据学院人才培

养工作的实际需求和各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聘任建议方案；

2. 建议方案经学院学生工作部门充分酝酿后，形成最终方

案，并发送至各相关系（部、中心）；

3. 学院为各指导教师（团队）颁发聘书。

（三）人员调整

对于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年度工作中确有需要更换指导教

师情况的，由原指导教师向学院创新创业中心提出更换申请（有

建议人选的可同时提出建议人员），经学院相关部门核准后进行

人员调整，并将相关调整情况发各相关系（部、中心）。

三、其他事项

本办法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起试行，由学院学生创新创业

中心负责解释。

联系人：吕庄怿，倪 俊

联系电话：15101039178，15311217670

2021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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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各学生科创竞赛介绍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由教育部与政府、

各高校共同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最高赛事。近五年

来，我院共获得国家金奖总冠军 1项、金奖 5 项，银奖 8 项。在

全国所有高校内保持着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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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支持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

群众性的创业竞赛活动。从 2016 年起，截至现在学院共获得国

家金奖 2 项，银奖 1 项，在所有院系中名列前茅。



6

北京理工大学智能车队

北京理工大学智能车俱乐部成立于 2006 年，是由学生中智

能车爱好者组成的学生创新科技团队，连续 15 年参加全国大学

生智能汽车竞赛，9 辆智能车项目斩获全国一等奖，13 辆智能车

项目获得全国二等奖，34 辆智能车获得华北赛区一等奖，27 辆

智能车获得华北赛区二等奖，获奖总次数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累

计培养了 900 多名参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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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巴哈赛车队

北京理工大学巴哈赛车队成立于 2015 年，致力于培养低年

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团队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

赛中与全国 90 多支高校赛车队同台竞技，获得 2016 年巴哈大赛

本科组二等奖，2018 及 2019 年营销比赛两连冠，2019 年获得全

国一等奖（襄阳站）。前往吉林省、陕西省、福建省、北京市等

多所中学进行科技交流与展示，观众累计突破 5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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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翼昇节能车队

北京理工大学翼昇节能赛车队成立于 2007 年，以“专注，

牺牲，合作，创新”为队训，北京理工大学翼昇节能赛车队 2016

年获得亚洲壳牌汽车马拉松大赛（新加坡）原型车锂电池组亚军，

2018 年 12 届 Honda 中国节能竞技大赛燃油组别冠军，2019 年在

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大学生

壳牌汽车环保马拉松挑战赛中获得亚军，在 2020 年壳牌中国汽

车环保马拉松赛中一队与二队分别斩获冠军与季军。



9

北京理工大学电动方程式赛车队

2011 年，北京理工大学大学生科技团队研发出国内首辆纯

电动方程式赛车“白鲨”。2014 年参与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

赛事。作为大学生科技含量最高的赛事，银鲨Ⅲ斩获电动组国内

第一。2015 年，银鲨Ⅳ顺利完成德国赛，获得国内第三的成绩。

2017 年，银鲨Ⅵ夺得成本与制造分析第二名，最佳电气系统和

线束设计奖第二名。2018 年，银鲨Ⅶ再次获得成本与制造分析

第二名。2019 年银鲨Ⅷ获得营销报告第一名。2020 年参赛再度

获得国家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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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无人驾驶方程式赛车队

2016 年，北京理工大学大学生科技团队研发出世界首辆大

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赛车，并在 2017 年和 2018 年连续两次获得

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赛车冠军，北京理工大学创造了第二

次连冠纪录，目前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中唯一两次获得

2 连冠的高校。北京理工大学无人驾驶方程式赛车是中国大学生

无人驾驶方程式比赛的引领者，在 2020 年再次夺得冠军，成为

全国赛事至今的唯一三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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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自2003年至2016年已成功举

办了七届大赛，近年来连续获批为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资助的大

学生竞赛项目，成为国内最具影响的大学生竞赛项目之一。自

2016 年以来机械与车辆学院共获得全国一等奖 6 项，全国二等

奖 8 项，处于全国高校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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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发文举办的全国性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竞赛活动。近五年来我院

共获得全国一等奖 3 项，北京市一等奖 15 项，保持赛事内部领

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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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是国

内图学类课程最高级别的国家赛事，2018 年被列入全国高等学

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近五年来我院在本赛事内获奖丰厚，共获得

全国一等奖 36 项，保持赛事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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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设计意识、综合设计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自 2016 年以

来我院共获得全国一等奖 8 项，全国二等奖 3项，在全国高校中

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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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类竞赛

2021 年，北京理工大学地面机动装备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在多项智能机器人类竞赛中取得新突破，共获得 81 项国家

级奖，其中国家级一等奖 30 项、分赛项冠军 4 项。与 2020 年相

比，获奖数量、参与人数均翻 4 倍。

示范中心组织了来自精工书院、特立书院、北京书院、睿信

书院、知艺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宇航学院、机电学院、计算

机学院、自动化学院、信息与电子学院、光电学院、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的 27 个专业计 262 人次参加第四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

创意大赛、第二十三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2021 中国

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2021 中国智能机

器人格斗及竞技大赛、2021 国际青年人工智能大赛、第三届中

国智能机器人大赛 6 个国家级竞赛。示范中心组建了跨专业、跨

学院的高水平指导教师团队，统筹进行多个国家级竞赛的报名宣

讲、参赛队伍选拔、场地与设备条件支持、技术培训与指导、定

期科创交流等系列工作，提供了全过程全方位支持，保证了参赛

工作的有序顺利进行和科创成果的捷报频传。同时，示范中心承

办了第二十三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北京区域赛，协办了

2021 中国智能机器人格斗及竞技大赛，团队负责人李忠新担任

中国智能机器人格斗及竞技大赛组委会副主席兼技术委员会主

任，示范中心在智能机器人类科创竞赛方面的工作，受到了校内

外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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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示范中心将进一步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推进“项目驱

动，竞教融合”，发挥示范中心主体作用及团队优势，营造浓厚

的科创环境，在赛事类型、平台建设等方面不断升级，保障各项

科创竞赛、创新创业项目、科创交流活动等顺利开展。为学校师

生提供更优质的科创启蒙、科创交流、多学科交叉融合等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