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办
单位

项目名称 竞赛范围 竞赛时间
具体负责
教师

联系电话 举办单位 网站

大学生化工设计大（竞）赛
全国、华东
赛区

每年一次，3-8月 马江权 86330158
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http://iche.zju.edu.cn/De
fault.aspx

江苏省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江苏省 每年一次，5-8月 马江权 86330158 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 无

江苏省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竞
赛

江苏省 两年一次，5-7月 马江权 86330158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江苏省高等学校化学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江苏省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竞赛组委

会

无

“江苏技能状元”大赛
江苏省、常
州市

每年8月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http://www.jshrss.gov.cn/jnzyds/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江苏
省

江苏省的逢单数年
上半年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

http://www.umic.edu.cn/

大学生力学竞赛
全国、江苏
赛区

江苏省的逢单数年5
月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力学学会、周培源基金会
http://zpy.cstam.org.cn/templates
/jiaoyu_001/index_54.html

华东区大学生CAD应用技能竞赛 江苏省 每年6月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江苏省工程图学学全国CAD应用培训网络-南京中心 无

全国大学生CAD类团队技能赛网
络竞赛

全国

初赛在每年6月、12
月的第二个周末；

决赛在每年11月左

右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主办与北京菁华锐
航有限公司承办

无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竞赛

全国、江苏
省

江苏省的逢双数年
11月-12月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http://www.gcxl.edu.cn/

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
新大赛

全国 逢双数年12月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教育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无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全国 每年8月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教学指导会员会等
http://ctds.dhu.edu.cn/（每一届都
变更）

全国模拟设计网络大赛 全国

初赛在每年6月、12
月的第二个周末；

决赛在每年11月左

右

吴荷平，
王彩芳

13776886864
；83290281

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
http://baike.baidu.com/view/63106
64.htm（百度介绍）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全国 每年4-5月 何岩峰
0519-
83290771

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中国石油学会 、中国石油教
育学会

http://npedc.cn/

全国石油工程专业知识竞赛 全国 每年4-5月 何岩峰
0519-
83290771

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中国石油学会 、中国石油教
育学会

http://npedc.cn/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之图文
竞赛

全国 每年5月 韩一松
0519-
83290791

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中国石油学会 、中国石油教
育学会

http://npedc.cn/

人工环境工程学科奖学金 全国 每年9月 许丹丹
0519-
83290234

全国高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 http://www.thrh.com.cn/rhj/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竞赛

全国 每年9月 许丹丹
0519-
8329023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http://jnjp.xjtu.edu.cn/News.php?
ID=417（每一届都变更）

江苏省大学生土木工程结构创
新竞赛

江苏省 每年一次 朱平华 13585309519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江苏分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bd61f
86aa45177232f60a24b.html

石化
学院

石油
学院

机械
学院

环境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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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U30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计
大赛

全国 两年一次 朱平华 13585309519 教育与人力资源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建筑材料学科研究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93ffb
64d2b160b4e767fcfa5.html

全国高校给水排水工程学科专
业本科生科技创新大赛

全国 两年一次/7、8月 王利平 1391503812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高校给水排水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
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e11d4
822bcd126fff7050b97.html（每一届

都变更）

全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大赛 全国 每年一次 王凯全 13961158070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
http://news.sohu.com/20100924/n27
5232668.shtml

江苏土木测绘技能大赛 江苏省 每年一次/10月 朱平华 13585309519 江苏省测绘学会 江苏省测绘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http://wenku.baidu.com/view/480e1
c55f01dc281e53af0d9.html

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全国、江苏
赛区

每年一次/下半年 朱平华 13585309519
国家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共同组成
竞赛指导委员会

http://special.univs.cn/service/j
iegousj/

材料
学院

SAMPE中国超轻复合材料桥梁/
机翼制造学生大赛

全国 每年10月 任涛
0519-
86330821

SAMPE北京分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先进复合材料重点实验
室

http://www.sampe.org.cn/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江苏
赛区

每年8月份，全国竞
赛和江苏省竞赛交

叉

郇战 13584321589
全国竞赛组委会由国家教育部、信息产业部及部分参赛省市教
委代表及电子类专家组成

http://www.nuedc.com.cn/

“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
能车竞赛

全国、华东
赛区

每年7月赛区，8月
总决赛

储开斌、
何宝祥

13915008385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http://www.smartcar.au.tsinghua.e
du.cn/

中国机器人大赛（居多分赛） 全国 每年7月份、8月份 段锁林 13961265969 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竞赛工作委员会 http://www.rcccaa.org/

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中国软
件杯）

全国 每年1月 侯振杰 1596116502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无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 全国 每年10、11、12月 侯振杰 15961165025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教育部示范性软件学院
建设工作办公室

无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全国 每年7月 杨亚南 13915089722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http://www.iscompetition.net/welc
ome.do;jsessionid=690253EEFEB4976

DDF900F7D26E8E208
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开发
大赛

全国 每年3、5月 杨亚南 13915089722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http://www.miit-nstc.org/

“西门子”杯全国大学生仿真
大赛

全国
每年8月份，全国竞
赛和江苏省竞赛交

叉

张继 13813679831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系统仿
真学会、

http://www.ad.siemens.com.cn/sce/
promotions/2010compete/statute.as

p
江苏省大学生应用软件创新大
赛

江苏省 每年6月 潘操 13961495999 江苏省计算机协会 无

领航杯江苏省大学生数字媒体
作品竞赛

江苏省 每年10月 林胜男 13775224669 江苏省教育厅
http://www.etec.edu.cn/etec/cms/a
rticle.jsp?articleId=4028e3e53641

01ef01365d98f9d20006（百度介绍）
常州市大学生FLASH动画漫画设
计大赛

常州市教育
局

8月份 林胜男 13775224669 常州市教育局 无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江苏
赛区

每年9月 阮宏顺 1391589732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高等教育
出版社

http://www.mcm.edu.cn/

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
全国、江苏
赛区

每两年一次，5-6月
份

赵志新
王峰

13585314181/
13813656309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
http://baike.soso.com/v3285583.ht
m

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及实验
科技作品创新竞赛

江苏省 每年11月 江兴方 13506120115 江苏省物理学会 无

环境
学院

信息
学院

数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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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文科）计算机设计大
赛

全国 每年7-9月 潘伟强 13861212120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 http://www.wkjsj.org/

大学生财务信息化竞赛 全国、省级 每年9月-12月 廖国平 13775613379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http://baike.baidu.com/view/67065
24.htm#2

大学生创业大赛
全国、江苏
省

每年4-8月份 潘伟强 13861212120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中国教育信息化理事会
http://www.4008836836.com/ubc.htm
l

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 常州市 每年11-12月份 潘伟强 13861212120 常州市教育局
http://www.czedu.gov.cn/disp_4_21
9_10061523.shtml

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大赛 全国 每年4-9月份 刘建刚 13701503476 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http://www.seentaoedu.com/dasai_w
lsp/benkedasaitongzhi.php

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大赛 常州市 每年11-12月份 刘建刚 13701503476 常州市教育局
http://www.czedu.gov.cn/disp_4_21
9_10061523.shtml

物流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大赛 常州市 每年11-12月份 祝勇 13685290060 常州市教育局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全国 年底至次年5月份 蔡建飞 13861132389 常州市教育局
http://www.czedu.gov.cn/disp_4_21
9_10061523.shtml

全国大学生室内设计大赛 全国 4-8月 刘苏文 13861013505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www.ciid.com.cn

全国大学生手绘设计大赛 全国 6月份 高西美 15161156466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www.ciid.com.cn

中国室内设计大赛 全国 4-8月 李宪锋 15895064566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www.ciid.com.cn

亚洲室内设计大赛 国际 4-8月 李宪锋 15895064566 亚洲室内设计联合会 国际室内建筑师联盟(IFI)

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全国 4月 钟砚涛 13912325739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组织、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

委员会共同承办的唯一全国性高校文科大赛

http://baike.baidu.com/view/45061
84.htm（百度介绍）

全国大学生设计“大师奖” 全国 12月左右 钟砚涛 13912325739
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高职高专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http://www.masteraward.org/index.
aspx

全国大学生视觉设计大赛 全国 10月左右 陈灿 13915834930 中国美术家协会
http://www.k1982.com/design/11737
9.htm（百度介绍）

常州市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 常州市 9月左右 陈辉 13775118643
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常州市教育局、常州市广告协会
共同举办

无

GDC平面设计在中国 全国 10月左右 陈辉 13775118643 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 无

江苏高校“中国文字创意设计
大赛”

江苏省 10月左右 陈宇 13775299061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无

“加减杯”公益广告大奖赛 常州市 9月左右 陈宇 13775299061
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常州日报
社、常州广播电视台、常州市广告协会

无

天鹤设计大奖 全国 11月 刘宁 13775065574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http://www.designnov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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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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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报双年展比赛 全国 9月 刘宁 13775065574 中国美术学院 http://www.cipb.org/

白金创意全国大学生平面设计
大赛

全国 10月 包丹妮 13915087966 中国美术学院 http://www.platinumaward.org/

中国高等院校设计艺术大赛 全国 9月左右 廖丰丰 1396116454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
http://www.sjds.cip.com.cn/index.
asp

中国设计大展比赛 全国 9月左右 陈灿 139158349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http://main.chinadesign-cde.com

红点设计大奖（Red dot

design award）
国际 12月-2月 刘晓彬 13701500134

德国著名设计协会Design Zentrum Nordrhein Westfalen创

立，至今已有超过50年的历史。是国际公认的全球工业设计顶

级奖项之一，与德国“iF奖”、美国“IDEA奖”并称为世界三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00
90.htm（百度介绍）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 3月-12月 张春明 13775620086 科技部、教育培训联盟
http://3d-
pic.3ddl.net/plus/view.php?aid=11

629

IF设计大奖 国际 1月-6月 张春明 13775620086
http://www.ifdesign.de/awards_chi
na_index_d

IDEA设计大奖 国际 2月-6月 刘晓彬 13701500134
http://www.52design.com/html/2006
06/design2006610125608.shtml

G-MARK设计大奖 国际 5月-11月 刘晓彬 13701500134

GOOD DESIGN AWARD设计大奖 国际 5月-10月 张明月 13584561603

光宝创新设计大赛 国际 3月-8月 张春明 13775620086

台湾光宝创新设计比赛是台湾最大工业设计比赛，“光宝创新
奖”被视为光宝科技企业公民责任重要的一环，就工业设计人

才培育及华裔人士之整体创意竞争力的养成来看，具有前瞻与
http://www.liteonaward.com/

世界华人创新设计大赛 国际 6月-11月 姚江 13813686825 世界华人设计学术协会
http://www.billwang.net/html/2011
/32616.html

“芙蓉杯”国际工业设计创新大

赛
国际 9月-11月 张明月 13584561603

湖南省人民政府（承办单位：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http://lotusprize.com/2012/

东莞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 国际 5月-10月 张春明 13775620086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http://www.dgawards.com/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全国、江苏
省

4月-10月 姚江 13813686825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

http://www.cuidc.net/index?module
Id=126

“潘天寿设计艺术奖”文具设
计大赛

全国 3月-10月 张燕 15961130946

承办单位：浙江省宁海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浙江省宁海县潘
天寿艺术中心

http://www.dolcn.com/data/cns_1/n
ews_21/icn_211/cind_2111/2008-

12/1229514131.html

“河姆渡杯”中国小家电创新
设计大赛

全国 5月-11月 李杨 15261112956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
业设计分会、余姚市人民政府

http://www.dolcn.com/data/cns_1/n
ews_21/icn_211/cind_2111/2012-

06/1339377040.html
“市长杯”创意杭州工业设计
大赛

全国 4月-8月 李杨 15261112956 杭州市人民政府
http://www.dolcn.com/data/cns_1/n
ews_21/icn_211/cind_2111/2012-

04/1334855485.html

艺术
学院

http://www.cipb.org/
http://www.sjds.cip.com.cn/index.asp
http://www.sjds.cip.com.cn/index.asp
http://main.chinadesign-cde.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0090.htm（百度介绍）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0090.htm（百度介绍）
http://3d-pic.3ddl.net/plus/view.php?aid=11629
http://3d-pic.3ddl.net/plus/view.php?aid=11629
http://3d-pic.3ddl.net/plus/view.php?aid=11629
http://www.ifdesign.de/awards_china_index_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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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otusprize.com/2012/
http://www.dgawa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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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lcn.com/data/cns_1/news_21/icn_211/cind_2111/2012-04/1334855485.html


“慈溪杯”工业设计大赛 全国 2月-4月 姚江 13813686825 慈溪市人民政府
http://dolcn.com/data/cns_1/news_
21/icn_211/cind_2111/2012-

02/1329815622.html
“五金杯”中国五金产品工业
设计大赛

全国 3月-9月 张春明 13775620086
永康市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

http://www.dolcn.com/data/cns_1/n
ews_21/icn_211/cind_2111/2012-

03/1331776386.html
“万宝”杯全国宠物玩具创新
设计大赛

全国 5月-12月 张明月 13584561603 中国.江苏省玩具协会
http://www.dolcn.com/data/cns_1/n
ews_21/icn_211/cgen_2119/2012-

05/1338453889.html
中国（永嘉）“立本杯”游乐
玩具创意设计大赛

全国 7月-12月 姚江 13813686825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浙江省文化
产业促进会永嘉县人民政府

http://www.docin.com/p-
238426584.html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
大赛

全国 2月-7月 张明月 13584561603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 http://www.gdcjxy.com/arts/news/S

hownews.asp?ID=110

“正泰电工杯”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 3月-8月 张燕 15961130946
主办单位：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
术与传媒学院

http://www.chintelc.com/news-
view.asp?id=94

“美的杯”大学生家电创新设
计大赛

全国 4月-10月 李杨 15261112956 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http://www.dolcn.com/data/cns_1/n
ews_21/icn_211/cind_2111/2012-

05/1336122151.html

佑泽杯工业设计大赛 全国 9月-11月 张燕 15961130946
广州佑泽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科技大学、南工程学院、西理工大学

http://wenku.baidu.com/view/717ec
7d86f1aff00bed51e6a.html

“镇海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 全国 5月-9月 刘晓彬 13701500134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

http://dolcn.com/data/cns_1/news_
21/icn_211/cind_2111/2009-

05/1242639137.html
“上海电气杯”工业设计大奖
赛

全国 6月-12月 张燕 15961130946
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工业设计协会、上海电机学院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
FDTotal-JSYY201004040.htm

大连工业设计大赛 全国 3月-8月 李杨 15261112956 大连市人民政府、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http://site.douban.com/173150/roo
m/2052089/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全国 8-12月 黄海波 13584504755 教育部主办（每两年一届，规模大、影响力强）
中国文化部、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各类
美术、设计展览入选和获奖 都应认可

省大学生艺术展演 江苏省 3-8月 黄海波 13584504755 教育厅主办（每两年一届，规模大、影响力强）
江苏省文化厅、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
各类美术、设计展览 入选和获奖 都

应认可

中国环艺设计学年奖 全国
3-5月征集 8-9月评
奖

鲁海峰 15295107108

“为中国而设计”全国环境艺
术设计大展

全国 6-9月 李永昌 18761172568 每两年一届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NECCS）

全国 每年5月 吴俊华
86330307
13861153899

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
会

http://www.tefl-
china.net/Article/ShowClass.asp?C

lassID=10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
赛江苏赛区

全国 每年11月
王宁，
陆婷

13861257589
1377512269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
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http://esc.fltrp.com/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
辩论赛

全国 每年11月
王宁，
陆婷

13861257589
13775122696

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北京外国语大学 http://www.chinadebate.org/

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
风采大赛

全国 每年3月 王宁 13861257589 中央电视台 无

江苏省高等学校”译林杯“英
语写作大赛

江苏省 每年7月 陆婷 13775122696
江苏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译林出版
社联合主办

无

艺术
学院

外国
语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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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大学生英语、日语演讲
比赛

常州市 每年11月
王宁，殷
娟

13861257589
13961236822

常州市教育局 无

“长江杯”大学生英语辩论赛
全国，华东
赛区

每年11月底 王宁 13861257589
国际辩论教育协会（IDEA）、美国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学院，南京理工大学

无

外国
语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