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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邀请赛 

获奖名单公告 

有关高等学校教务处： 

为加强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的培养，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教高司函[2005]201 号文)，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邀请赛，已于

2006 年 8 月 21 日在清华大学顺利结束。本届比赛由清华大学承办，飞思卡尔半

导体公司协办，共有 57 所大学的 112 支队伍参加了本次邀请赛。 

自 2005 年 11 月 14 日新闻发布会举行之后，第一届“飞思卡尔”杯全国大

学生智能车邀请赛的组织工作就全面展开了。2005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组委会考察了韩国汉阳大学智能汽车大赛的组织与命题工作。2005 年 12 月 9 日

组委会发布了关于邀请赛报名、培训、比赛规则、奖励办法等问题的一系列文

件，并正式启动了报名工作。2006 年 2 月 24～25 日和 3 月 3～4 日，分两批举

行了参赛队伍领队联谊会，对比赛的由来、前景展望、规则进行了说明，介绍

了相关的技术文章，发放了车模和开发系统，展示了跑道样本，进行了 S12 单

片机开发系统培训等。之后，各参赛队进入了设计、开发、调试阶段。在此期

间，组委会两次电话询问和检查了各个学校的工作进展情况。同时，通过期刊

专栏、网站、邮件以及电话对于各参赛队伍进行了技术支持。 

2006 年 8 月 16 日，技术报告评审组对技术报告进行了评审，给出了成绩。

8月 18 日－21 日举行了赛道适应、预赛、决赛及颁奖仪式和技术交流活动。 

本届邀请赛共有来自全国 57 所院校的 112 支队伍参加了比赛，共提交技术

报告 112 篇、论文 55 篇。比赛设特等奖一名，一等奖二名，二等奖五名，三等

奖二十五名，获奖名单如下： 

学校 队名 决赛名次 获奖等级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2队 1 特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速度之星 2 一等奖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1队 3 一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 BFTC 4 二等奖 

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电力学院 1队 5 二等奖 

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电力学院 2队 6 二等奖 

深圳大学 深大一队 7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一队 8 二等奖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工二队 9 三等奖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二队 10 三等奖 

西安理工大学 Xpeed 11 三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小牛一号 12 三等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新动力 13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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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风之影 14 三等奖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牛 1号 15 三等奖 

武汉科技大学 武科大首安一队 16 三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二队 17 三等奖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一队 18 三等奖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一队 19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Cybersmart 20 三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交大之星 21 三等奖 

大连理工大学 天威 22 三等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航工训—空蛟 23 三等奖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创新队 24 三等奖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工一队 25 三等奖 

河南工业大学 跃博  三等奖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成电光芒 2  三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2队  三等奖 

武汉大学 光之影  三等奖 

大连理工大学 飞驰  三等奖 

同济大学 同舟队  三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 飞华  三等奖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二队  三等奖 

另外，组委会对于顺利完成比赛的队伍设立优秀奖，以资鼓励，获奖名单

如下：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北京工商大学 极速酷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NRC 
北京工商大学 我行我速 南京理工大学 金陵闪电队 

北京工业大学 BJUT1 南京理工大学 金陵勇士队 

北京工业大学 BJUT2 山东大学 Viper 
北京机械工业学院 北京机械自控力量 山东大学 枭龙 

北京理工大学 逸骏慧驰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雷驰 

长春工业大学 飓风 山东科技大学 青岛飞龙 

长春工业大学 超越 山东科技大学 青岛海狮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猛龙 1 队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自强队 

东华大学 鲲鹏展翅 深圳大学 深大二队 

东华大学 志存高远 沈阳师范大学 沈师二队 

东南大学 路虎 AC 沈阳师范大学 沈师一队 

东南大学 纵横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2 队 

福州大学 猎鹰队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1 队 

福州大学 DRUMMER 苏州大学 先行科技队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蜗牛 1 号 苏州大学 海诚科技队 

国防科技大学 巨浪 太原理工大学 太理工前进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航天 天津大学 北洋追风 

哈尔滨工程大学 V-Soar 天津工业大学 毕盛队 

哈尔滨工业大学 冰城疾风队 天津工业大学 锋利队 



 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疾风 同济大学 TU Smart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1 队 武汉科技大学 武科大首安二队 

河北工业大学 北洋飞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飞跃 

河北工业大学 北洋飞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部旋风 

河南工业大学 追风 西安理工大学 西理工-AE8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 队 香港中文大学 中大 ACAE 
湖南大学 麓山队 浙江大学 飞豹 

湖南大学 飞湖队 浙江大学 捷豹 

华北电力大学 睿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云豹队 

华北电力大学 电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瞪羚 

华南理工大学 Drift 中国矿业大学 飞思卡车 

华中科技大学 九头鸟 中国矿业大学 机电学院队 

华中科技大学 白云黄鹤 中南大学 黑影狂飙 

吉林大学 吉大汽车爱德代表队 中南大学 生死时速 

吉林大学 吉大控制东北虎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一队 

军事交通学院 军交二队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二队 

军事交通学院 军交一队   

希望贵校在接到通知后，能够对参赛学生给予适当鼓励，并积极准备参加

下一次比赛。  

 

                      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第一届“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邀请赛组织委员会 

 

二○○六年九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