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大学翼驰车队



赛事介绍第一部分



Formula SAE (FSAE) 由国际汽车工程师学

会(SAE International)于1978年开办，其

概念源于一家虚拟制作工厂，向所有大学生

设计团队征集设计制造一辆小型标准方程式

的赛车，要求赛车在加速、制动、操控

性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并且足够稳定耐久，

同时需要兼顾经济性。举办频次为每年一

届。时间跨度根据举办地不同从4月份~11

月份，每个车队可以选择在一年内参加一场

或多场比赛。

赛事历史



主要赛事介绍

Formula Student Germany (FSG) 

作为汽车工业强国，德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在赛事举办，车队技术，外

界支持力度等方面都要高于其他国家。参赛车队来自世界各地，2019年参赛车队已达100支（油+电）。

Formula SAE Japan （FSAEJ）

日本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亚洲唯一被国际SAE组委会认可的 FSAE 赛事，参赛车队来自亚洲各个各

家和少数欧洲国家。是亚洲水平最高的赛事。 2019年参赛车队已达90支（油+电）。

Formula Student China （FSC）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被誉为汽车工业的“黄埔军校”。由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于2010年主办第一届，经过10年的发展已较为完善。由于参赛车队数量庞大，中国赛的油车赛和

电车赛分开举行。2019年油车比赛参赛队伍达66支。



Total : 675

高速避障 150

经济性 100

动态赛

耐久 300

八字绕环 50

直线加速 75

设计报告 150

Total : 325

静态报告

营销报告 75

成本报告 100

车检

作为以培养未来汽车工程师，锻炼学生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赛事，FSAE拥有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赛事项目体系

赛事项目



赛事发展

2018年11月，德国赛官方通知，将在2021,2022年比赛中

全力推进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参赛车队必须拥有无人驾

驶技术以完成赛事中的部分项目。

作为国内大学生方程式一流水平的赛车队，翼驰车队将在接

下来3年内不遗余力地开发用于燃油方程式赛车的无人驾驶

技术！以探求方程式赛车更高的可能性！



车队介绍第二部分



同济大学翼驰车队（TJU Racing Team）成立于2007年，

隶属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是中国最早参与到该项赛事

的车队之一。车队总指导老师李理光教授，是FSC主要

发起人之一。

翼驰是一支半商业化的车队，通过学校、学院及赞助商

的支持，每年设计、制造赛车，定期参加国内、国外

FSAE赛事。并且独立管理、独立运营，是一个非常自由

的学生组织。

翼驰车队是每年中国赛规则的主要翻译整理者，对整个

比赛的贡献巨大。

李理光教授，FSC创始人之一。曾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同济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国内燃机学会理事、 FSC规则委员会主任

车队简介



经过12年的发展，翼驰车队的车队架构已愈发成熟，

运营模式不断完善。由来自汽车学院，电信学院，

机械学院，中德学院，软件学院，经管学院，传媒

学院等不同学院的学生组成。团队成员约有150余

人，核心队员约60余人。车队管理规范体系化，内

部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工作高效。

车队架构



历年赛车及成绩



历年赛车及成绩

2019中国赛

直线加速第 2 名

设计报告第 2 名

成本报告第 5 名

总排名 冠军

2019日本赛

最佳空套设计第 1 名

CAE               第 2 名

最佳悬架设计第 3 名

会长奖

总排名 第 4 名

总排名（油车组）季军



2018年9月，翼驰车队在日本赛夺得油车组第

三名，总成绩第4名的好成绩，打破了中国车队在

日本比赛的最高记录!上一纪录为总成绩第7名，燃

油组第6名，也为翼驰车队在2017年9月创下。

2016年10月，翼驰车队在中国大学生

方程式汽车大赛中与70余支车队同场竞技，

以并以938.03 的高分夺得冠军，并刷新中国

赛最高得分纪录！该记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2017年8月，翼驰车队代表中国车队出征

德国赛，在油车直线加速项目中获得全场最快

的成绩，并在众多欧洲强队中取得第12名，为

目前中国车队在德国赛场的最高记录！

重要荣誉



2019年8月，翼驰车队在日本赛再次夺得油车

组第三名，总成绩第4名的好成绩，保持了自己创

下的中国车队在日本比赛的最高记录!并且是第一个

且唯一一个在日本赛中连续两年夺得前三甲的中国

车队。

2019年10月，翼驰车队在第十届中国

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中继2016年首次夺冠

后，再次夺得全场总冠军，在四年内两次夺

得总冠军。

世界排名，最新世界排名17/621，为中国

车队最高世界排名，车队历史最高排名为13名

重要荣誉

• 14 个国内单项冠军

• 7个国际单项冠军



2020赛季

参赛计划
第三部分



德国赛

Formula Student Germany (FSG)

作为汽车工业强国，德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世界
最高水平的赛事，在赛事举办、车队技术、外界支持力度
等方面都要高于其他国家。参赛车队来自世界各地，2019
年参赛车队已达100 支（包含油车队及电车队）。

2017 年德国赛，同济大学翼驰车队代表中国出战，并
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车队历史最好成绩—— 油车65 支参赛
车队中总分第12 名，超越许多国际传统强队。其中，在0-
75米加速项目中，翼驰仅用了4.08 秒，尾速更是达到了
137km/h，成为油车组最佳成绩。

打破车队自己保持的中国车队在德国赛中的最
好成绩记录。

总成绩目标全场前十名。

德国赛赛事目标

2020.8.17-23



日本赛

Formula SAE Japan (FSAEJ)
日本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亚洲唯一被国际SAE 组

委会认可的FSAE 赛事，参赛车队来自亚洲各个国家以及少
数欧洲国家，是亚洲水平最高的FSAE 赛事。2019 年参赛
车队已达90 支（包含油车队及电车队）。

2019 年8 月，翼驰车队第11 次赴日，参加第17 届全
日本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在本届日本赛，翼驰车队顺
利完成了所有项目，并获得总成绩第四名（油电车）、油
车组季军、空气动力学设计第一名、CAE 设计第二名、悬
架设计第三名、会长奖几大奖项，创造了中国车队在日本
赛上的新纪录，成为唯一一支连续两年在日本赛斩获油车
组季军的中国车队。

保持车队自己创下的中国车队在日本赛中的最
好成绩记录，并争取在单项和总成绩上进一步突破。

总成绩目标全场前三名（油车组），设计报告、
直线加速、高速避障单项目标前三名。

日本赛赛事目标

2020.9.7-12



中国赛

Formula Student China (FSC)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被誉为汽车工业的“ 黄埔军校”。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于
2010 年主办第一届，经过10 年的发展已较为完善。由于
参赛车队数量庞大，中国赛的油车赛和电车赛分开举行。
2019 年参赛的油车队伍达66 支。

2016 年10 月11 日至15 日，“2016 昆仑润滑油杯中
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在湖北襄阳梦想方程式赛场隆
重举行。经过四天的激烈奋战，同济大学翼驰车队不负众
望，最终夺魁，以938.03 的高分刷新中国赛纪录！在2019 
中国赛上，翼驰车队再夺桂冠，成为两度夺得中国赛冠军
的车队。

目标卫冕总冠军！
总成绩目标第一名，营销报告、设计报告、直

线加速、高速避障、耐久赛单项目标冠军。

中国赛赛事目标

2020.10月中旬



赞助合作第四部分



作为一支完全独立运营的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翼

驰车队需要业界各行各业的支持，如资金、原材料、

零部件、加工、培训、差旅，食宿等，与合作方建

立赞助合作关系。

作为一支非商业化的车队，翼驰车队将会把赞助项

目完全投入到赛车的设计，制造，以及比赛中去，

用更好的成绩回报赞助商的支持！此外，我们也将

充分利用车队的资源为平台为合作伙伴进行广告宣

传和人才储备。
车队官方微信公众号 车队官方微博

赞助合作



展览活动

中国（无锡）国际设计博览会上海国际车展 世界内燃机大会暨展览会

同济大学校庆展览会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



媒体报道

CCTV  2 

《新闻晨报》

《汽车之友》

CCTV  5 《日本自动车新闻报》

《名车志》



宣传活动

新车发布会 赛场宣传

车身 logo 队服logo 车队纪念品，宣传册



线上宣传

车队官方网站 www.tjuracing.com 车队官方b站



线上宣传

线上冠名电竞赛事露出



赞助等级及回报

• 在赛车和车队队服上印有贵公司公司logo；

• 在比赛中、各类参展中发放贵公司的宣传品；

• 在学校，学院和车队的官方微博及公众号等社交平台上

发布贵公司宣传信息；

• 在平时的媒体采访，公共事业活动，车队交流中，不遗

余力地推荐贵公司的产品与服务；

• 如有可能，为贵公司提供人才储备，如实习生等

• 如有可能，帮助贵公司与学院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