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全国高校智能交通创新与创业大赛参赛手册 

 

大连交通大学简介 

大连交通大学创建于 1956 年，时为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学校；1958

年升格为大连铁道学院，隶属原铁道部管理；2000 年 2 月划转为辽

宁省政府管理，实施“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

制；2004 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大连交通大学。大连交通大学

是一所以轨道交通和复合型软件人才培养为特色的高等学校。 

学校总占地面积 82.08 万平方米，由沙河口校区和旅顺口校区组

成。校舍建筑总面积 54.1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68 亿

元，图书馆建筑总面积 4.3 万平方米，馆藏文献资源总量为 164.46

万册，中外文电子期刊 22500 余种。 

学校设有研究生学院和 13 个二级学院，具有学士、硕士、博士

三级学位授予权。拥有 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1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11 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拥有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3 个省一级重点学科。2017 年，材料科学与工程、机

械工程学科入选辽宁省一流学科重点建设学科。学校有 43 个本科专

业，涉及 6个门类，工商管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具有第

二学士学位授予权。13 个专业为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建设专业，其中

车辆工程为辽宁省紧缺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学校具有硕士研究生推免

权。 学校开展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发



展中外合作办学。学校是教育部第二批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高校、全国建设高水平运动队院校和体育文化研究基地、铁道部

继续教育东北基地、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人才培训基地。学校高度重

视大学生素质教育，是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近三年，

学生获得国家级、省级科技竞赛奖励 406 项。学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和技术开发工作，有省级及以上科技平台 24 个。学校坚持开放办学

的办学理念，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产学研合作。近年来，与中国铁

路总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等企

业成立“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创新联盟”，进一步强化校企双方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合作，学校是“辽宁省产学研合作创新

基地”和“国家产学研合作先进单位”。在国际交流方面，先后与澳

大利亚、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加拿大、瑞典、德国、

法国、韩国等 40 多所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聘请特聘教授、客座教授百余人。 

建校以来，学校培养了十万余名毕业生，在业内享有“中国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业工程师的摇篮”的美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连

交通大学将围绕现代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和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牢牢

把握国家大力实施“高铁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辽宁省老工

业基地振兴和大连市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软件及信息制造

基地等一系列战略机遇，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辽宁省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推进内涵发展，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为建设有

特色高水平的大学而努力奋斗！ 



大赛简介 

1. 指导思想与目的  

全国高校第三届智能交通创新与创业大赛致力于培养智能交通

领域发展的大学生的科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大学生科学素养

为指导思想，旨在促进开设交通类专业高校之间大学生学术活动开展，

加强大学生校际文化交流，提升本科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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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识，激发大学生从事科学研

究与探索的兴趣和潜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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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2. 大赛特点与特色   

本大赛以学术为基准，通过现场方案交流、专家打分以及现场参

赛队员投票等互动形式，针对参赛队伍的优秀技术方案进行评选，其

目标是提高参赛队员创新能力，鼓励队员之间相互学习交流。本大赛

过程包括理论设计、实际制作、现场比赛等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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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融科学性、趣味性和观赏性为一体，是以迅猛发展、前景广

阔的智能交通为背景，涵盖多学科专业的创意性比赛。本大赛规则透

明，评价标准客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大赛向健康、

普及，持续的方向发展。  

 

 

 



3. 参赛者条件   

参赛者应为高校交通运输类及相关信息和控制类专业在读本科

生和相关专业研究生（每个参赛队最多允许一名研究生参加）。包括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类、自动化、信息、电气、

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大赛机构设置   

支持单位： 教育部高等学校交通运输与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办单位： 中国自动化学会综合智能交通专业委员会 

 全国高校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专业联盟 

承办单位： 大连交通大学 

评    委： 按章程规定由承办单位聘请大赛专家委员会中专家组成           

 

比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安排 地点 

7 月 21 日 

（报到日） 

8:00-18:00 参赛队报到 图书馆1楼大厅 

18:30-19:30 
赛前安排分组及答辩顺序 

调试 ppt 
图书馆 

 

7 月 22 日 

（比赛日） 

8:30-09:00 赛前会暨开幕式 图书馆 

9:00-11:40 分组答辩 图书馆 

13:30-15:10 分组答辩 图书馆 

15:40-16:00 合影留念 图书馆 

16:00-17:00 颁奖 图书馆 

 



赛事须知 

1. 各参赛队伍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到，若不能按时报到，请务必

与组委会取得联系并说明原因。 

2. 报到时需要提交纸质版报名表（1 份）、作品的电子说明文档（纸

质版，至少 5 份）以及一张宣传海报（规格：60cm×160cm） 

3. 21 号当天报到结束后，组委会将安排答辩分组以及答辩顺序。 

4. 答辩时限 20分钟，其中作品展示 10 分钟（包括讲解 ppt以及其

他的实物演示或视频演示等全部内容），回答问题 10分钟。（各

队伍注意控制好展示时间，答辩时间会作为评分的标准之一） 

5. 各队伍需准备答辩 ppt（按 4:3 比例调整）、作品的展示形式不

限，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完成展示即可；答辩服装无特殊要求，衣

着得体即可。 

6. 各参赛队伍须按照《第三届全国高校智能交通创新与创业大赛参

赛手册》联系赛事组委会指定的本校高校联络者，届时会有志愿

者帮助参赛学生前往报到处报到。  

7. 请各参赛队伍组长随时保持与本校高校联络者的联系畅通，组委

会的各项通知会有联络组志愿者通知各队，在比赛期间，有需要

帮助的师生可向志愿者咨询。  

8. 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若有其他事宜请联系大赛

组委会。 

 

 



宣传海报要求：规格 60cm×160cm，四角带铁圈或挂钩；海报内

容须包括：参赛学校以及队伍名称；海报样式各参赛队伍自行设计，

能够体现参赛作品的创新及特色即可。组委会将为每支队伍提供易拉

宝（即海报支架）成品如下图所示： 

 

 



宾馆与住宿 
 

酒店 市场价 距离 

汉庭（大连交通大学店） 200-280元 0.7 公里 

大连玛奇朵酒店 180-300元 0.5 公里 

久久时尚宾馆 170-300元 0.8 公里 

7 天连锁酒店（西安路店） 190-350元 1.1 公里 

如家酒店（兴工街地铁站店） 160-220元 1.9 公里 

锦江之星（大连联合路店） 240-350元 2.2 公里 

汉庭（大连马栏广场店） 210-300元 2.1 公里 

 

注意：上述推荐的酒店以及价格仅供参考，本校未有协议，各参赛队

伍可自行选择住宿地点。由于正直旺季，还请各参赛队伍做好住行攻

略提前订房。 

 



大连市主要交通站点至大连交通大学沙河口校区线路 

 

 本次大赛举办地点为：大连交通大学沙河口校区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794 号 

 大连机场、大连站、大连北站及大连交通大学位置示意图： 

 

 

 



 

 大连机场至大连交通大学线路 

 出租车：国内到达出口有出租车站点，全程约 8 公里，约 24

元。 

 地铁：国内到达出口有地铁 2 号线站点（始发站），至大连交

通大学下车，票价 3 元。 

 

 

 

 

 

 

 



 

 大连站至大连交通大学线路 

 出租车：南出站口有出租车站点，全程约 6 公里，约 16 元。 

 公交：南出站口出门右转站点 101、39、31 路，至大连交通大

学下车，票价 1 元。 

 

 

 

 

 

 

 

 



 

 大连北站至大连交通大学线路 

 出租车：出站口均有出租车站点，全程约 15 公里，约 38 元。 

 地铁：出站后经由南出站口（站内）方向有地铁 1 号线站点，

经西安路站站内换乘 2 号线至大连交通大学下车，票价 4 元。 

 

 

 

 

 



 

 大连交通大学黄河路门至图书馆 1 楼报到大厅线路 

 

 

 

 校内联系人 

苑  宇：15509850752  

赵  兴：13898614044  

王金歌：18842666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