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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我校首次参加 2022年第九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

综合模拟大赛获奖 

2022 年第九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级选拔赛近日落下

帷幕。我校由黄洪旭、王润华老师指导的参赛队斩获湖南省三等奖。黄洪旭、王润

华两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是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联席会经济与管理学科组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高水平大赛，为全

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竞赛项目之一。2021 年大赛吸引了 1075 所高校，超

过 15 万师生参与。我校今年是首次参加该赛事，由外国语学院联合计算机与信息

工程学院、经济学院的老师组织学生参加。我校学子面对经验丰富的对手毫不畏惧，

在三个多小时共计四轮的激烈角逐中沉着应战，充分展现了我校学子力争上游的

风采，得到了赛事主办方的肯定。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的宗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35 号），进一步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造

就创新创业生力军，推动创新创业实验教学工作的发展。该项赛事主要采用《创业

之星》软件作为竞赛平台，让学生体验企业若干轮虚拟年度的创业经营决策，从而

了解企业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与决策内容，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对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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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关于开展 2022年秋季学期试卷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课程考核材料规范化管理，学校定于第 8 周对 2021 秋季学期及

2022 春季学期试卷考核材料进行检查。现将相关安排通知如下： 

1.检查时间：2022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21 日。 

2.检查内容：2021 秋季学期及 2022 春季学期各学院所开设理论教学课程的考

核试卷（含补考卷）。 

3.检查方式：本次试卷检查以学院自查为主。教务处和学校督导团将根据学院

自查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抽查。 

4.工作要求 

（1）各学院试卷自查工作由主管本科教学副院长负责，在做好试卷管理和存

档工作的基础上，可以组织教研室主任、部分专家、教学督导、教学秘书等开展专

门检查，也可以组织任课教师开展互查。随机抽取比例不低于该学期课堂总数的

20%，统一出题和判卷的全校公共课抽取比例不低于 5% 。 

（2）各学院应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生课程考核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组织自查。学院领导应加强检查指导，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要

安排专人负责，将检查工作落到实处。 

（3）针对自查内容及工作须形成书面总结材料，并于 10 月 14 日前将学院领

导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试卷检查情况总结》和《试卷检查情况汇总表》纸质文档提

交至考试管理科，同时作为教学管理档案在学院保存；电子稿发至邮箱

znlkaoshi@163.com。 

mailto:电子稿发至邮箱znlkaoshi@163.com
mailto:电子稿发至邮箱znlkaosh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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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龚老师、贺老师 

联系电话：85623193 

 

教务处 

2022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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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湖南赛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级选拔赛报名通知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以下简称“三创赛”）是

激发大学生兴趣与潜能，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创意思维、创业能力以及团队协同

实战精神的学科性竞赛。三创赛为高等学校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开展创新教育和实践教学改革、加强产

学研之间联系起到积极示范作用。经学校研究决定，将组织我校大学生参加大赛，

同时举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六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 

主办单位：教务处 

承办单位：商学院 

二、参赛对象 

1.凡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本科生，每位选手经本校教务

处等机构证明都有资格参赛。 

2.参赛选手每人每年只能参加一个团队的竞赛，一个团队 3-5 名，其中一名为

队长。队员的身份信息的真实性由队长负责。提倡合理分工，学科交叉，优势结合。 

3.一个团队的竞赛可以有 0-2 名高校指导老师，0-2 名企业指导老师参加。 

4.团队参赛过程中提交的作品文档（Word、PDF、纸介质、PPT 等）中和演讲

中团队学生成员信息、高校指导老师信息、企业指导老师信息是与官网注册完全一

致，2023 年 3 月 30 日之后不得更改。 

5.大赛鼓励参赛选手：创新思维、创意设计和创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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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赛事分类 

（一）常规赛 

本届大赛常规赛主题如下： 

1.三农电子商务 2.工业电子商务 3.跨境电子商务 

4.电子商务物流 5.互联网金融 6.移动电子商务 

7.旅游电子商务 8.校园电子商务 9.其他类电子商务。 

（二）实战赛 

1.跨境电商实战赛 

2.乡村振兴实战赛 

3.产教融合（BUC）实战赛 

四、大赛参赛资格和指导原则 

（一）时间安排 

1.参赛队报名时间：2022 年 10 月 12 日-2022 年 12 月 30 日； 

2.校级赛时间：2023 年 3 月、4 月； 

3.省级赛时间：2023 年 5 月、6 月； 

4.全国总决赛时间：2023 年 7 月 

（二）报名方式 

1.参赛队伍到官方网站（www.3chuang.net）上统一注册（由队长注册），以便

规范管理和提供必要的服务。报名时首先选择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并填写参赛队员、

高校指导老师情况、企业指导老师情况，参赛作品名可以在审核截止前确定。所有

参赛队伍必须由本校“三创赛”承办负责人在官网上对参赛队伍进行审核通过。审

核通过后即为有效报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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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队伍请加 QQ 群：148891982（队长务必加群） 

欢迎广大同学积极参与！ 

 

教务处 

商学院 

2022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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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三届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暨“正大杯”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校级选拨赛报名通知 

“正大杯”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商业统计学会共同主办，是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竞赛项

目，是国内一流的全国性大赛，也是政府支持、企业认可、高校师生积极参与、海

峡两岸高度联动的实践教学平台，该赛同时作为海峡两岸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

大赛大陆地区选拔赛。大赛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以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为核心，

引导大学生创新和实践，提高学生的组织、策划、调查实施和数据处理与分析等

专业实战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服务意识、市场敏锐度和团队协作精神。 

现启动“正大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校级选拨赛报名，

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与参赛对象 

1.竞赛组织：本次竞赛由教务处主办，商学院承办。 

2.参赛对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均可报名，专业不限。 

二、比赛形式 

本科组设个人知识赛和团体实践赛两个竞赛环节。其中，个人知识赛采取在

线网考方式，团体实践赛采取调查报告和现场汇报评审方式。个人知识赛合格的

选手组队参加团体实践赛，每个团队由 3-5 名选手组成。 

研究生组只设实践赛一个竞赛环节，实践赛为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5

名选手组成。 

三、比赛流程 

比赛流程分个人知识赛和团体实践赛两个环节： 

1.个人知识赛：个人知识赛采用网考形式，参赛者自己通过网络报名参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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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网考拟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5 日举行（10 月 20 日-10 月 31 日在线模

拟），每个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任选一次或二次考试。通过率取本校实际参加网考

人数的 70%，网考成绩 60 分及以上的全部通过。  

2.团体实践赛（校级选拨赛）：个人知识赛合格的选手，以团队实践形式参加

校级选拨赛，校级实践选拨赛将在 2023 年 3 月 30 日前完成。对于在校赛中表现

优异的同学，择优选拔若干名组成省赛队伍进行后续针对性强化训练，于 2023 年

4 月中旬代表学校参加湖南省第十三届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省赛优异者

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第十三届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团体赛内容请登陆中国

商业统计学会网站(http://www.china-cssc.org)，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专题网页，参

考往届国赛参赛资料和技术文件） 

四、奖项评定 

1.个人知识赛：知识赛通过的选手可自愿申请中国商业统计学会颁发的全国

市场调查与分析专业技能（CRA）证书。90 分及以上选手及所在学校将上大赛官

网荣誉榜单。 

2.团体实践赛（校级选拨赛）：由竞赛评比委员会制定统一的竞赛规程，并对

竞赛结果进行现场评判，确保竞赛工作公正、公平、公开。校赛设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一等奖按不大于参赛报名人数的 10%设立，二等奖按不大于参赛队伍

的 20%设立，三等奖按不大于参赛队伍的 20%设立。 

五、比赛报名 

1.报名截止时间：2022 年 10 月 25 日。 

2.报名方式与步骤： 

第一步：官网报名（本科生、研究生均需在官网报名，具体操作说明见附件

1：参赛报名须知） 

第二步：填写报名表（操作说明见附件 2。）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china-cs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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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参赛的同学请加入比赛 QQ 群：970909852（验证信息请注明年级专业+

姓名），具体的信息报名成功后由商学院组委会直接通知。联系电话：18932430926

（沈老师）；13755117153（郑老师） 

附件 1：“正大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参赛报名须知 

附件 2：“正大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报名表 

（附件见通知原文） 

 

教务处 

商学院 

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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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 

习近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作报告。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

建设人才支撑”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

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

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

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把各方面

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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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和支持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引导、激

励师生积极参与其中。学校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学生获奖数量和奖项质量不断

提升。近五年我校本科生在各类竞赛中共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1600余项，其中国家级奖近 500

项、省部级奖 1100 余项。奖数总数年均增长率近 30%，国家级获奖数年均增长率超过 50%。学

校在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本科）排名大幅提升。 

为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教学简报》特别策划推出学校大学生学科竞赛专辑，供参

考交流。本期展示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科竞赛工作开展情况。 

 

大学生学科竞赛系列报道——机电工程学院篇 

机电工程学院注重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贯彻“共享、创新、开放”的方针，

强化实践育人意识，坚持虚拟实验教学和工程实践训练相结合，加大力度开发实验

教学资源，扩大实验教学的效果及辐射范围。其中，最重要的特色和经验就是：以

学科竞赛为抓手，强化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学院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学生社团依托专业学科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

专业活动，这些社团的各项活动成为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在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影

响。充分发挥社团的独特作用，使活动更具广泛性和普遍性，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

到学科竞赛活动中来。机械专业领域兴趣小组活动是我校新工科专业建设与改革

项目的重要内容，机械专业领域兴趣小组作品展示竞赛迄今已经开展了四届，也是

机械专业第二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要环节。同时，充分发挥学院“机械创新协会”等

学生社团的实践平台效应，引导学生自主开展研究性、研讨式学习，培养学生的自

觉学习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通过这些举措，极大地锻炼了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提高了我院实践教学水平，提升了专业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实践项目和兴趣小组的受益学生约 600 人次/年，为学生

继续深造和走入社会奠定了好的基础。例如贺奔、黄蓉、淡冰冰、娄宽、尹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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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汶珊、吕佩琪等 50 多名同学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戴立军、宋建勇、程

柳等 30 多名学生被录取攻读研究生。就读学校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及厦门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东北大学等“985”、“双一流”高校。 

机电工程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参与了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全国大学生

智能汽车竞赛和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一、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1.赛事介绍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批准成立大赛组织委员会，

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文举办的全国理工科重要课外竞赛活动之一，首届大赛

始于 2004 年，每两年举办一次。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主要目的在于引导高等学校在教学中注重培养

大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综合设计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和工程实践的训练，提高学生针对实际需求进行创新思维、机械设计和制作等实际

工作能力；吸引、鼓励广大学生踊跃参加课外科技活动，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

条件。作为一项公益性的大学生科技活动，大赛也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加强教

育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推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使更多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

我国机械设计与机械制造事业之中，在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发

挥积极的作用。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分为：学校选拔赛、省级赛区预赛和全国决赛三

个阶段。大赛题目采用自选式或命题式。 

学校选拔赛的组织和评审工作在我校教务处指导下，由机电工程学院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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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学院组建大赛评审委员会，依据评分标准，从作品的创新性、实用性、设计合

理性、推广应用价值、新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产品制作工艺及成本等方面进

行评分。按照得分高低，确定作品的获奖等级，其中一等奖推荐参加省级大赛。 

参赛队来自机电工程学院、物流与交通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土木工

程学院和班戈学院等多个学院，一支参赛队一般由 3~5 名学生和 1~2 名指导教师

组成。每届校级选拔大赛参与学生人数超过 150 人，最终遴选出参加省级大赛的

参赛队 12~15 支。正是这种工程实践训练，让学生的理论认知视野得到扩展、工

程能力得到锻炼、创新意识得到培养，参加大赛训练的学生在研究生免试和复试阶

段都表现出明显优势，在就业工作面试中也能表现得自信满满。 

2.历年获奖情况 

我校于 2006 年起参加该赛事，取得了较好成绩。曾获得全国一奖 1 项，二等

奖 2 项；湖南省一等奖 12 项，二等奖 29 项。省级一等奖以上获奖情况如下： 

时间 获奖作品名称 获奖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2012 环保型穿脱鞋套机 戴立军、张林等 杨蹈宇、谢洁飞 全国一等奖 

2018 背负手持式水果（梨子）采摘器 吉成才、梁沙等 高自成、李立君 全国二等奖 

2018 无动力式菠萝采摘装置 
吴耀鹏、楼冰倩

等 
张立强、赵青 全国二等奖 

2016 硬币清分机 
尹万武、薛连峰

等 
廖凯、万斌 省一等奖 

2016 智能型中小型封箱机构 刘龙、董思辰等 罗武生、喻胜飞 省一等奖 

2018 风车式停车装置 袁钰恒、王松等 胡泽豪、李庆春 省一等奖 

2018 半自动环锯式苹果采摘器 
金铸城、廖智武

等 
李庆春、司家勇 省一等奖 

2018 连杆式无避让立体车库 秦志远、李吉等 柳建安、张立强 省一等奖 

2020 轮式助老推车 
姜金涛、王洋洋

等 
李立君、闵淑辉 省一等奖 

2020 老人助步器 郭子毅、陈杰等 李玲、陈飞 省一等奖 

2022 智能海滩垃圾收集车 王姝祺、汪顺等 赵青、高自成 省一等奖 

2022 智能仿生蚁 旷文惠、李阳等 罗红、廖凯 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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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获奖作品--背负手持式水果（梨子）采摘器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获得者 

 

 

第十届湖南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学生参赛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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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 

1.赛事介绍 

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是列入《教育部评审评估和竞赛清单（2021年

版）》（教政法厅函(2021)2 号）的重要赛事。竞赛基于国内各高校综合性工程训练

教学平台，以“守德崇劳工程创新求卓越，服务社会智造强国勇担当”为主题，围

绕创新驱动和智造强国战略，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深入推进

工程教育改革，全面提升大学生工程创新综合意识、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促

进创新人才培养而开展的一项公益性科技创新实践活动。 

全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受教育部、财政部资助，每两年举办一届。

竞赛秉承“竞赛为人才培养服务，竞赛为教育质量助力，竞赛为创新教育引路”的

宗旨，面向全国各类本科院校在校大学生，实行校、省（或多省联合形成的区域）、

全国三级竞赛制度。 

湖南省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竞赛从 2011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

办 6届。 

学院在省赛前 7 个月召开动员大会，详细解读竞赛规则、各赛项的难度系数

及可行性建议；在赛前 4个月组织所有队伍开展方案汇报以及问题答疑；在赛前 1

个月举办校赛，评选出校级一、二和三等奖，确定参加省赛的名单。参赛队员来自

机电工程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物流与交通学院等多个学院。通过比赛锻

炼，参赛队员在就业、研究生复试和研究生推免等方面优势非常明显。据不完全统

计，在近 5 年中比赛队员获得研究生推免 5 人，就业率及考研复试通过率 100%，

队员攻读硕士学位的高校 70%以上为国家双一流大学。部分成员的升学情况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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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成员的升学情况 

姓名 毕业时间 专业 学历 工作单位 

陈雨萱 202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中南大学 

郑开泽 202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上海大学 

邓新宇 202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中国计量大学 

杨洁媛 202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中南大学 

陈红梅 2022 能源与动力工程 硕士 中南大学 

程柳 2022 能源与动力工程 硕士 江苏大学 

谭文科 2022 能源与动力工程 硕士 中南大学 

董小龙 202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硕士 中南大学 

董思远 202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硕士 福州大学 

王子阳 202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硕士 中南大学 

林顺 202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硕士 武汉理工大学 

刘奇 202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硕士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彭海亮 202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硕士 中南大学 

杨伟聪 20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深圳大学 

姜春杉 20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中南大学 

宁运鹏 20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郑州大学 

余文文 20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中南大学 

周振 20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昆明理工大学 

曹颖 2020 能源与动力工程 硕士 昆明理工大学 

陈红梅 2020 汽车服务工程 硕士 浙江工商大学 

陈希杰 2020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硕士 福州大学 

杨畅 2020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硕士 华北电力大学 

孙勋培 2020 汽车服务工程 硕士 南京理工大学 

娄宽 2015 能源与动力工程 硕士 华中科技大学 

2.历年获奖情况 

我校于 2011年起参加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竞赛，经过多年积累，目前

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共计获得国家银奖 1项，湖南省一等奖 7项、二等奖 12项、

三等奖 21项，竞赛优秀组织奖 4次。 

近 5 年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获奖项目汇总表 

时间 赛道级别 项目名称 指导老师 奖项 

2021年 工程基础赛道 热能驱动车 李庆春 国家银奖 

2021年 工程基础赛道 热能驱动车 李庆春 省一等奖 

2021年 智能+赛道 智能物料搬运机器人 郭鹏程 省二等奖 

2021年 智能+赛道 智能物料搬运机器人 辜良瑶 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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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智能+赛道 水下管道智能巡检 高自成 省三等奖 

2021年 智能+赛道 工程桥梁结构设计 王皓磊 省三等奖 

2019年 智能+赛道 物料搬运机器人 龚中良 省一等奖 

2019年 工程基础赛道 无动力自滑车 赵青 省一等奖 

2019年 工程基础赛道 四轮 S型赛道 张立强 省一等奖 

2019年 智能+赛道 物料搬运机器人 万斌 省二等奖 

2019年 工程基础赛道 四轮 S型赛道 柳建安 省二等奖 

2019年 工程基础赛道 四轮 S型赛道 谢钢武 省三等奖 

2019年 工程基础赛道 四轮 S型赛道 杨蹈宇 省三等奖 

2019年 工程基础赛道 8字形赛道 高自成 省三等奖 

2019年 工程基础赛道 8字形赛道 李玲 省三等奖 

2017年 工程基础赛道 四轮 S型赛道 丁敬平 省二等奖 

2017年 工程基础赛道 四轮 S型赛道 张立强 省二等奖 

2017年 智能+赛道 电控项目 周秦源 省二等奖 

2017年 工程基础赛道 8字形赛道 高自成 省三等奖 

2017年 工程基础赛道 8字形赛道 李庆春 省三等奖 

2017年 智能+赛道 电控项目 万斌 省三等奖 

2017年 工程基础赛道 四轮 S型赛道 杨蹈宇 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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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赛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1：《一种原地转向系统及小型多轮载运物流车》，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原地转向系统及小型多轮运载物流车，所述原地转向系统为用于物流车上的转向

驱动系统，所述物流车包括底座和车轮，所述转向驱动系统包括外壳体、第一驱动

件、转向装置及传动装置、连接轴和锁止装置，所述外壳体设于底座下方，所述连

接轴下部与外壳体固定连接，所述连接轴上部与底座可转动连接，所述锁止装置连

接在底座上且用于在物流车不需要转向时防止连接轴转动，所述第一驱动件、转向

装置、传动装置依次连接并用于驱动车轮转向或行走，所述第一驱动件、转向装置

位于所述外壳体内，所述传动装置穿过外壳体与车轮连接。本发明具有结构简单、

转向方便的优点。 

发明专利 2：《一种车轮附着自适应可调系统及小型多轮载运物流车》，本发明

公开了一种车轮附着自适应可调系统及小型多轮载运物流车，小型多轮载运物流



2022 年                                                                                           2022 

第 3 卷 第 29 期                                                                                    Vol.3  No.29 

19 

教学简报 

车包括下底座及设于下底座下方的车轮，车轮附着自适应可调系统位于下底座与

车轮之间且用于调整车轮悬空高度，下底座底部设有第二导轨，车轮附着自适应可

调系统包括滚轮组和弹性件，滚轮组包括两个滚轮，滚轮的上端和下端分别卡设于

第二导轨和车轮中，并且相对于第二导轨和车轮可滑动，两个滚轮通过弹性件连接。

本发明具有可自动适应地面不平，调整车轮悬空高度、使车轮能一直保持与地面的

接触、避免车轮悬空等优点。 

发明专利 3：《一种行星轮联动舱门开合系统及小型载运物流车》，本发明公开

了一种行星轮联动舱门开合系统及小型载运物流车，小型载运物流车的车舱上设

有两扇舱门及用于同步开闭两扇舱门的舱门开闭装置，舱门开闭装置包括设于车

舱顶部的大中心轮、小中心轮、行星轮、行星架、第三驱动组件及连接架，大中心

轮相对于车舱可转动并与其中一扇舱门固定连接，所述小中心轮通过连接架与另

一扇舱门固定连接，行星轮设于大中心轮与小中心轮之间，并与两者啮合，行星架

一端与行星轮可转动连接，另一端与小中心轮可转动连接，第三驱动组件用于驱动

行星架绕小中心轮轴线旋转。本发明具有适应性强，物品装卸方便，车舱开闭流畅

等优点。 

三、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1.赛事介绍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委员会主办的

学科竞赛。该竞赛充分体现了“节能减排、绿色能源”的主题，紧密围绕国家能源与

环境政策，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和广大高校的积极协作下，

起点高、规模大、精品多，覆盖面广，是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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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竞赛，得到了各省教育厅、各高校的高度重视。本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全国

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主要是激发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活力，创新实

践能力，承办单位一般为上届表现突出院校。目前全国几乎所有双一流大学都积极

参与其中。 

机电工程学院组建专门的节能减排组织机构，安排专人负责赛事的组织、动员、

沟通等日常事务，配备专业导师团队指导学生竞赛。做到广宣传、早动员、早培训，

以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学院各专业老师及学生参与赛事，鼓励引导学生跨专业跨学

院组队，公平公正评选推荐作品。经过多年的努力，节能减排大赛在我校师生中已

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吸引了全校所有的理工科学院参赛，作品水平、获奖层次和项

数逐年提高。 

2.历年获奖情况 

近 5 年全国参赛学校和参赛作品数量及我校取得的国家奖成绩见下表： 

2018~2022 全国大学节能减排竞赛全国参赛作品数与我校获奖作品 

举办届数 

参与

高校

数 

有效

作品

数 

我校赛事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 队员 
指导老

师 
获奖等级 

第十五届

六百光年

杯

（2022） 

624 6233 

基于吸收式制冷耦合直膨式热泵技术的

燃气锅炉余热深度利用消羽装置 

倪嘉豪、杨帆、达嘉颖、陈

泽佳、戴瀚靉、石雨萌 
罗武生 全国二等奖 

“会发电的粮仓”——基于 PV/T 光伏

组件的粮食烘储装置 

殷国明、朱啟博、张雨欣、

龙盈威、李默燃 

李大

鹏、李

玲 

全国三等奖 

一款太阳能谐振式电动汽车无线充电装

置 

王瑞麒、王菲、肖茂、雷衍

平、曹颖君 
贾国海 全国三等奖 

入侵植物基可降解复合材料保鲜充气包

装 

钟佳琦、杨苗、陈嘉俊、蒋

瑞、李镇清 

李文、

朱愿、

肖轹 

全国三等奖 

微米级厚度木基仿生光热蒸发膜的设计

与海水淡化应用 

邢世鹏、谷雨珂、雷毓璋、

丹马婷、任佳钰、谢豪 

刘贡

钢、胡

进波 

全国三等奖 

第十四届

力诺瑞特
514 5201 

城市湿地微塑料分布、来源分析与减排

防治建议报告-以长江中游重要中心城市

王彦楚、叶涛、陈瘤汀、刘

缙、李可伊 

李勇、

闫文德 
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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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

（2021） 

长沙为例 

基于余热制冷结晶和铁盐-絮凝法处理高

砷废水的研究 

程柳、贺玲玉，刘书海、廖

婷婷、董鑫琳 
喻胜飞 全国三等奖 

一种应用于全新风供暖系统的超低品位

热能回收装置 

谭文科、李越、李学锋、黄

思宇、唐林芝 

胡劲

松、杨

汉乾 

全国三等奖 

多源热回收连续式热泵烘干系统 
董小龙、邓胜、王宇晨、谢

鹏、尹彦辉 
李大鹏 全国三等奖 

基于太阳能智能控制的废水循环利用的

无土裁培装置 

王瑞麒、李佳耕、罗圣林、

胡悦 
贾国海 全国三等奖 

第十三届

赛迪环保

杯

（2020） 

417 4138 

基于厌氧发酵的农作物秸秆-清洁能源甲

烷的高效转化装置设计 

李爽、徐佳慧、陈杰、黄雨

萌、文峰、王怡 

喻胜

飞、胡

劲松 

全国二等奖 

以太阳能为热源的氨水吸收式制冷系统

研发 

杨丽、黄志明、何杰、石鸿

彤、罗奕德 

王志

永、罗

武生 

全国三等奖 

基于太阳光与风能的新型室内高效节能

换气系统 
谢昊宏、王家念、覃凌杰 桂玲 全国三等奖 

基于太阳能利用的热泵型冷热联用除湿

干燥机研发 

郭钰婷、胡文凤、陈红梅、

马成翀、周晓筱 

罗武

生、 

肖诗慧 

全国三等奖 

基于机器视觉的太阳能垃圾分类回收管

理系统 

江婉婷、程乾杰、胡铭、李

学锋 

张凌

涛、 

闵淑辉 

全国三等奖 

第十二届

首钢京唐

杯

（2019） 

393 4102 

全新风温湿度独立控制冷热回收节能除

湿机 

贺奔、欧阳秀、黄蓉、朱梓

建、冯俊权、淡冰冰 
罗武生 全国二等奖 

自驱动可回收的光－Fenton 水处理“微

米机器人” 

卢斌达、肖人华、朱秀、张

明婉 
刘贡钢 全国三等奖 

基于清洁能源的沙漠防护林智能灌溉系

统 

梁伟志、代伟、邵将、赵田

伟、董思远 
严永林 全国三等奖 

LNG 汽化放空回收利用及补气增压一体

化装置及控制方法 

吴琦琪、袁政威、詹浩榜、

马金浩、刘博 
杨汉乾 全国三等奖 

全新风温湿度独立控制冷热回收节能除

湿机 

贺奔、欧阳秀、黄蓉、朱梓

建、冯俊权、淡冰冰 

罗武

生、张

江 

成果推广全

国铜奖 

第十一届

东风汽车

杯

（2018） 

418 3881 

光伏空调快速降温升温节能系统 
龚雪田、吴柔莞、丁五一、

张利红、陈赞冲、肖芳贵 
周凯 全国一等奖 

自然光下 TiO2 光催化-fenton 法处理有

机废水的装置 

田奋扬、董秀婷、贾继朝、

徐冰杰、付子婧、刘佳伟 
罗洁 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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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1.赛事介绍 

智领未来——智能化是新时代汽车和工程机械等发展的战略方向。全国大学

生智能汽车竞赛是以智能汽车为研究对象的创意性科技竞赛，是面向全国大学生

的一种具有探索性工程实践活动，是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办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之一。该竞赛以“立足培养，重在参与，鼓励探索，追

求卓越”为指导思想，旨在促进高等学校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知识运用能

力、基本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它以设计制作在特定赛道上自主行驶且具有

优越性能的智能模型汽车这类复杂工程问题为任务，鼓励大学生组成团队，综合

运用多学科知识，提出、分析、设计、开发并研究智能汽车的机械结构、电子线

路、运动控制和开发与调试工具等相关问题，激发大学生从事工程技术开发和科

学研究探索的兴趣和潜能，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学风和团队协作的人

文精神。 

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从 2006 开始每年举办一次，至今连续举办了 16 届。

该竞赛由省赛、区赛和国赛组成，区赛包括西部、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 8个

赛区。在全国所有本科高校的支持下，参数学生总规模超过 450 万人次，学生收

获和竞赛声誉保持高位。比赛形式包括有竞速比赛与创意比赛两大类。竞速比赛

中包含不同的组别，难度适合本科不同阶段学生参赛。在竞速赛基础上，适当增

加挑战性，形成创意比赛的内容，适合部分有条件、能力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

加创意比赛。参赛选手须使用竞赛秘书处统一指定的竞赛车模套件，采用指定的

微控制器作为核心控制单元，自主构思控制方案进行系统设计，包括传感器信号

采集处理、电机驱动、转向舵机控制以及控制算法软件开发等。智能车竞赛的区

赛和国赛每个学校在每个小组最多只允许报名一支队伍参赛，省赛每组报名队伍

的数量按照各省组委会发布的规则确定。创意类别的队伍将直接向全国组委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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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参赛。如果省赛和区赛报名参加创意类比赛的队伍超过一定数量，将可能在分

赛区比赛期间安排预选赛。 

机电工程学院智能车协会每年 9 月进行宣传，招募新成员；十月开始基础能

力培训，包括 C 语言编程、单片机、传感器及智能控制、虚拟仿真等；经过教师

和协会主要负责人的多轮培训后，采用校赛的形式进行选拔，确定参加每个智能

车赛项的成员。此外，采用师带徒的形式，组织未通过校赛的学生加入智能程度

相对较低的赛项，从而提升学员的实操能力。参赛队员来自机电工程学院、计算

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物流与交通学院等多个学院。通过比赛锻炼，参赛队员在就

业、研究生复试和研究生推免方面优势明显。据不完全统计，近 5 年，比赛队员

中有 7 人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就业率及考研复试通过率 100%。 

2.历年获奖情况 

我校于 2013 年起参加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经过多年积累，目前已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共计获得全国二等奖 2 项，华南赛区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0 项、

三等奖 20 项，湖南省级奖励 50 余项。近五年部分参赛获奖情况见下表： 
时间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奖项 

2022 年 陈煜文，杨万宏，辛剑波 韩志刚，蒋淑霞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22 年 杨磊，金铂文，肖瑾清 郭鹏程，周凯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22 年 赵龙福，李国梁，侯勤 邓海英，李翔晟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21 年 刘腾飞、汪云岚、戴瀚靉 韩志刚、周凯 国家二等奖 

2021 年 王武平、文  益、唐耀琛 蒋淑霞、万斌 国家二等奖 

2021 年 陈煜文、杨  磊、叶世锟 郭鹏程、周秦源 华南赛区二等奖 

2021 年 廖婷婧、吴通建、贺江波、徐  斐 周凯、郭鹏程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20 年 聂海涛、何  杰、唐耀琛 李翔晟、蒋淑霞 华南赛区二等奖 

2020 年 黄家豪、杨湛威、李官波、文益、

程柳 

邓海英、郭鹏程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20 年 聂海涛、何  杰、唐耀琛、文益、

程柳 

韩志刚、蒋淑霞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19 年 陈振、孙勋培、聂海涛、李官波 蒋淑霞、周秦源 华南赛区二等奖 

2018 年 陈振、孙勋培、杨易帆、聂海涛 周永军，蒋淑霞 华南赛区二等奖 

2018 年 何远、赵田伟、王笑涵 周永军，蒋淑霞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18 年 石磊、唐耀琛、颜旒 周永军，蒋淑霞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18 年 肖捷、戴舟、张优 周永军，蒋淑霞 华南赛区三等奖 

2018 年 陈兴、杨向明、肖芳贵 周永军，蒋淑霞 华南赛区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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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赛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1：《智能小车转向控制方法和控制装置》使得智能小车能适合各种

赛道，且使得智能小车的调试过程更为简易、快速。 

发明专利 2：《一种赛道特征识别方法及智能赛车》进一步根据参数信息赛道

特征，需要整定、判断的参数少，运算量少，程序简单，节约了运算资源，且不易

受到图像畸变和整个赛道环境变化的影响，提高了识别赛道特征的准确性。 

发明专利 3：《一种基于二次函数的智能小车速度控制方法和装置》提出一种

通过二次函数表示智能小车实时速度随其舵机转向脉冲量变化关系的速度控制方

法；并且在调试时只需调整一个参数,大大缩短参数整定的时间,提高整定参数的效

率。 

发明专利 4：《智能小车控制系统、方法及智能小车的空中控制设备》可以更

为灵活地控制智能小车的运行，且具有成本低的优点。 

五、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1.赛事介绍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

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和信息建模专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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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联合主办的图学类课程最高级别的国家级赛事。因其规模大、水平高、参赛人

数多，被誉为“图学界的奥林匹克”，2018 年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列入全国普通高

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为我校认定的大学生学科竞赛重点资助国家级项目。该竞赛旨

在展现现代高校大学生经典成图技术以及产品信息建模的创新能力，培养大学生

的工匠精神、协作精神，提升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该竞赛以“德能兼修，技高一筹”为主题，自 2008 年至今已举办了 15 届。

大赛每年吸引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等全国 675 所院校、1040 支队伍、10344 名学生同

台竞技。竞赛涵盖了机械类、建筑类、道桥类和水利类四个类别的团体竞赛和个人

全能竞赛。该竞赛不分赛道，985 高校与地方高校以及职业院校同台竞技。主要围

绕工程制图、产品信息建模、数字化虚拟样机设计、3D 打印、BIM 综合应用等项

目进行命题竞赛。 

2.历年获奖情况 

我校自 2020 年首次参赛，作为国赛场上“年轻队伍”，师生通力协作，获得 9

项国家三等奖的不俗成绩。2021 年至 2022 年师生接力奋战第十四、十五届“高教

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决赛，获得机械类团体一等

奖 1 项，机械类、建筑类和道桥类团体二等奖 3 项，个人全能一等奖 5 人，个人

全能二等奖 16 人，个人全能三等奖 6 人的骄人战绩。历届获奖统计如下： 
年度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获奖级别 

2022 
甘天宇、郭洪瑞、万帅、潘俊

荣、黄宏福 
李玲、李卉、张锡滨、罗红、舒顺兰、陈飞 

团体一等奖 

（机械类） 

2022 
唐千惠、李枝洪、唐奡、郑敏

炜、庞未 
曹建文、潘百红、左军、熊曜、秦红禧 

团体二等奖 

（建筑类） 

2022 
严子祺、余千里、周新阳、张

浙、邹浩 
宿燕、赵怡彬、占雪芳、张聪、陈舒阳 

团体三等奖 

（道桥类） 

2022 
张雨欣、朱啟愽、曾靖东、胡

翔龙、卢瑶丹 
陈飞、董欣然、罗红、李玲、李卉 单项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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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获奖级别 

2022 
曾靖东、任宗天、胡翔龙、张

雨欣、莫鹍鹏 
李卉、张锡滨、罗红、舒顺兰、陈飞 单项二等奖 

2022 
张雨欣、曾靖东、任宗天、卢

瑶丹、胡翔龙 
陈飞、罗红、董欣然、李玲、舒顺兰 单项三等奖 

2022 
唐奡、容嘉怡、庞未、唐千

惠、申柳坤 
曹建文、潘百红、左军、熊曜、秦红禧 单项三等奖 

2022 
李枝洪、唐奡、郑敏炜、容嘉

怡、唐千惠 
曹建文、潘百红、左军、熊曜、秦红禧 单项三等奖 

2022 
邹浩、张浙、严子祺、周新

阳、余千里 
宿燕、赵怡彬、占雪芳、张聪、陈舒阳 单项三等奖 

2022 

甘天宇、郭洪瑞、万帅、李枝

洪、唐奡、唐千惠、郑敏炜、

严子祺 

李玲、舒顺兰、李卉、张锡滨、董欣然、罗

红、陈飞、曹建文、潘百红、左军、熊曜、秦

红禧、占雪芳、张聪、陈舒阳、赵怡彬 

个人全能一

等奖 

（8 项） 

2022 

潘俊荣、黄宏福、张雨欣、曾

靖东、任宗天、朱啟愽、陈

爽、庞未、容嘉怡、吴羕、余

千里、周新阳 

于水琴、舒顺兰、李玲、李卉、张锡滨、董欣

然、罗红、陈飞、曹建文、潘百红、左军、熊

曜、秦红禧、张聪、陈舒阳、宿燕、占雪芳 

个人全能二

等奖 

（12 项） 

2022 

卢瑶丹、胡翔龙、莫鹍鹏、邝

高荣、卢彦丹、罗豪杰、申柳

坤、周弋戈、张浙 

李玲、李卉、于水琴、舒顺兰、张锡滨、董欣

然、罗红、陈飞、曹建文、潘百红、左军、熊

曜、秦红禧、赵怡彬、宿燕、占雪芳、张聪 

个人全能三

等奖 

（9 项） 

2021 
达嘉颖、曾凡锴、殷国明、廖

凡翔、朱啟愽 
李玲，舒顺兰，于水琴，陈飞 

团体二等奖 

（机械类） 

2021 
傅俊凯、谢娟凤、唐文俊、郑

敏炜、容嘉怡 
曹建文，宿燕，熊曜，陈颖 

团体二等奖 

（建筑类） 

2021 
任宗天、朱啟愽、殷国明、杨

帆、曹颖君 
李玲，舒顺兰，于水琴，陈飞， 单项二等奖 

2021 
唐文俊、容嘉怡、谢娟凤、傅

俊凯、郑敏炜 
曹建文，宿燕，熊曜，陈颖 单项二等奖 

2021 达嘉颖、傅俊凯 
李玲，舒顺兰，于水琴，陈飞；陈颖，曹建

文，宿燕，熊曜 

个人全能一

等奖 

（2 项） 

2021 

曾凡锴、殷国明、廖凡翔、朱

啟愽、曹颖君、李诺、唐文

俊、谢娟凤、郑敏炜 

李玲，舒顺兰，于水琴，陈飞；曹建文，宿

燕，熊曜，陈颖 

个人全能二

等奖 

（9 项） 

2021 杨帆、任宗天、容嘉怡 
舒顺兰、李玲，于水琴、陈飞；宿燕、曹建

文、熊曜、陈颖 

个人全能三

等奖 

（3 项） 

2020 
邹霄汉、林树豪、陈泽佳、李

思睿、毕京源 
李玲、于水琴、张锡滨、易春峰 

个人全能三

等奖 

（5 项） 

2020 
倪嘉豪、徐颖、陈飞腾、严金

星 
舒顺兰、李卉、邝艺、陈飞 

个人全能三

等奖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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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总决赛开幕式 

 
第十五届国赛机械类师生合影             机械类指导教师团队 

 
第十五届国赛机械类线上比赛现场            第十五届国赛建筑类师生合影 

 

第十四届国赛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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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国赛机械类部分师生合影 

 

第十四届国赛机械类线上比赛现场 

  
教师研讨，指导竞赛赛前集训 

 
生生研讨，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