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1 UIA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UIA） 一类

2 ICCC国际学生设计竞赛
国际助老社区理事会（ICCC）、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联合国老龄署、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事务部（DESA）
一类

3 ASLA学生奖 美国景观建筑师协会（ASLA） 一类

4 亚洲建筑新人赛 亚洲建筑新人战实行委员会 一类

5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国家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一类

6 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一类

7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信息产业部人事司 一类

8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9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一类

10 IFLA国际大学生景观设计竞赛 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 一类

11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一类

12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周培源基金

会
一类

13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一类

14 NCDA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一类

15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竞赛工作委员会、RoboCup中国委员会、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一类

16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

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一类

17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18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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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19 全国高校房地产创新创业大赛 高等学校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和物业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一类

20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信息安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2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意大赛-过程装备与实践创新赛、

铸造工艺设计赛、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赛、起重机创意

赛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
一类

22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 一类

23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RoboCon 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深圳市人民政府 一类

24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一类

25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中国光学学会 一类

26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一类

27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教育研究中心 一类

28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一类

29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一类

30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书、团体程序设计天梯

赛、移动应用创新赛、网络技术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

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

一类

31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图学学会产品

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
一类

32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系统仿真学会联合主

办
一类

33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系列赛-英语演讲、英语辩论、英语写

作、英语阅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举办
一类

34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国际计算机协会 一类

35 全国高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基础知识大赛 教育部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1 国际VELUX建筑学生设计大赛 国际建筑联盟（UIA）、欧洲建筑教育协会（EAAE） 二类

2 全国高校建筑设计教案/作业观摩和评选活动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类

2.  二类竞赛科目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3 UIA霍普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国际建筑师协会、《城市 环境 设计》杂志 二类

4 全国高等学校风景园林专业毕业设计作业评优 全国高等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 二类

5 中国建筑院校境外交流学生优秀作业展评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评估分会 二类

6 TEAM20两岸建筑与规划新人奖竞赛 中华工商业联合会、台湾都市计划学会 二类

7 《建筑师》杂志·“天作奖”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建筑师》杂志社、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类

8
全国高校城乡规划专业城乡社会综合实践调研报告（作

业类评优）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类

9 全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城市设计课程作业评优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 二类

10 全国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大学生设计大赛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二类

11 全国高等学校人工环境学科奖 住建部高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类

12 MDV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 中国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分会、中国制冷学会空调热泵专业委员会 二类

13 全国高等学校给排水相关专业在校生研究成果展示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学校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科学技

术委员会、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二类

14 恩布拉科杯中国制冷学会创新大赛 中国制冷学会 、 教育部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类

15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 美国自然基金协会、美国数学应用协会 二类

16 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委会、中国传媒大学、大广赛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二类

17 “广联达杯”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算量大赛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二类

18 全国高等院校斯维尔杯BIM软件建模大赛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二类

19 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 二类

20 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计大赛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二类

21 中国大学生新材料创新设计大赛 工业信息化部与教育部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类

22
全国高等学校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实践与创新作品大

赛
全国高校安全工程专业学术年会委员会、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 二类

23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 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 二类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24 “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专题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 二类

25 全国大学生智能建筑工程实践技能竞赛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高等学校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类

26 “园冶杯”风景园林(毕业作品、论文)国际竞赛 “园冶杯”风景园林国际竞赛组委会 二类

27 艾景奖国际园林景观规划大赛 艾景奖组委会 二类

28 全国高校景观设计毕业作品展--LA先锋奖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二类

29 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指导委员会、清华大学 二类

30 中国风景园林大学生设计竞赛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二类

31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二类

32 中国设计红星奖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杂志社 二类

33 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 二类

34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 二类

35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中国数学会 二类

36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先进图形技能与创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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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学学会

产品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
二类

37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全国总决赛 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类

38 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 二类

39 全国高校城乡规划专业大学生乡村规划方案竞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 二类

40
全国高校城市规划学科城市交通出行创新实践评优（作

业类评优）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类

41 “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竞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类

42 微软“创新杯”全球学生科技大赛（中国区）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区人民政府 二类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43 白金创意国际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 中国美术学院 二类

44 靳埭强设计奖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院 二类

45 全国高校城乡规划规划专业大学生乡村规划方案竞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 二类

46 全国高校学生钢结构创新竞赛 中国钢结构协会 二类

47 “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书赛 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二类

48 金蝶云管理创新杯互联网+管理应用大赛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二类

49 全国高校应用型本科会计技能竞赛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 二类

50 全国竹笛大赛 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竹笛协会 二类

51 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大赛 文化部 二类

52 中国民族管乐邀请赛 中国音乐家协会 二类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1 UA创作奖概念设计国际竞赛 《城市建筑》杂志社、UA国际 三类

2 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 美国国家能源局、中国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住建部 三类

3 SUNRISE杯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 河南徐辉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三类

4
全国高等院校建筑与环境设计专业学生美术作品大奖赛

（作品评优）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三类

5 《中国建筑教育》“清润奖”大学生论文竞赛
《中国建筑教育》编辑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北京清润

国际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三类

6 奥雅设计之星大学生竞赛 奥雅设计集团 三类

7 全国绿色建筑设计竞赛 中国绿色建筑协会、深圳市深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三类

8 “中联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
中国建筑学会、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

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评估分会、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三类

9 “台达杯”国际太阳能建筑设计竞赛 国际太阳能学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三类

3.  三类竞赛科目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10 东南·中国建筑新人赛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亚洲建筑新人赛组委会 三类

11
“Autodesk Revit（欧特克）杯”全国大学生可持续建

筑设计竞赛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三类

12 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暨纸板建筑设计与建造竞赛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三类

13 “华春杯”BIM技术应用大赛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BIM众包网 三类

14
全国高校给水排水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

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高等学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 三类

15 Emerson Cup数码涡旋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 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中国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分会、中国制冷学会空调热泵专业委员会 三类

16 CRA—ASHRAE学生设计竞赛 建设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 三类

17 “海尔联想集结号”创意设计比赛 海尔公司 三类

18 绿色建筑创意全国邀请赛 天津大学 三类

19 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三类

20 全国高校BIM毕设作品大赛 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BIM（数字设计与建造）专业委员会 二类

21 全国大学生ERP沙盘模拟大赛 用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三类

22 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 德勤税务研究学会 三类

23 全国MBA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指导委员会 三类

24 全国大学生税收辩论赛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三类

25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 三类

26 建设工程与管理创新竞赛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建设管理系 三类

27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CCCC）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

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三类

28 全国高校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联合毕业设计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高等学校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三类

29 全国虚拟仪器设计大赛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仪器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 三类

30 IEEE电脑鼠走迷宫竞赛 IEEE国际电工和电子工程学会 三类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31
陕西省大学生“德州仪器（TI）杯”模拟及模数混合电

路应用设计竞赛
陕西省教育厅、陕西赛区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德州仪器公司 三类

32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中心、国家两化融合创新推进联盟、全国3D技术推广服务与教育培训联盟

（3D动力）、中国图学学会、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
三类

33 全国大学生3D打印大赛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英国快速新闻传播集团、杭州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类

34 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 教育部教育信息管理中心 三类

35 西安市“盛群杯”HOLTEK大学生单片机应用设计竞赛 台湾盛群半导体公司、长安大学 三类

36 PIP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中国摄影家协会 三类

37 全国“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
国家创新方法研究会、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黑龙江省教育厅、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学会、黑龙江省

知识产权局
三类

38 全国设计“大师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三类

39 中国环艺设计学年奖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教育委员会 三类

40 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大赛 中国电影家协会 三类

41 四川金熊猫国际大学生电影节 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 三类

42 中国大学生微电影大赛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三类

43 中国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 中国摄影家协会 三类

44 陕西省室内装饰设计大赛 陕西省室内装饰协会 三类

45 陕西省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陕西省化学学会 三类

46 陕西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 陕西省大学数学教学委员会 三类

47 “中译杯”全国口译大赛 中国翻译协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三类

48 《英语世界》杯翻译大赛 商务印书馆《英语世界》杂志社 三类

49 全国大学生环境资源模拟法庭大赛 2011国家司法文明协同中心、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中华环保联合会等 三类

50 “中学西渐杯”全国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技能大赛 中国教育电视台、厦门中学西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三类

51 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大赛 中国国际影视文化交流促进会 三类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项目类别

52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华西赛区 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三类

53 陕西高校土建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评优活动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三类

54 陕西省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设计大赛 陕西省教育工委、陕西省委文明办、共青团陕西省委 三类

55 “包豪斯奖”国际设计大赛 北京包豪斯文化艺术院、包豪斯国际设计协会、包豪斯国际设计大赛组委会 三类

56 “创意中国”设计大奖（等级奖） 中国创意同盟、北京中外视觉艺术院、创意中国设计大奖组委会 三类

57 “学院派奖”全国艺术与设计大展 北京包豪斯文化艺术院、包豪斯国际设计协会、“学院派奖”全国艺术与设计大展组委会 三类

58 “同花顺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新势力大赛 杭州同花顺数据开发有限公司 三类

59 “福思特杯”大学生财税技能竞赛 陕西省教育厅 三类

60 陕西省音乐器乐比赛 陕西省文联、陕西省音协 三类

61 陕西省民族器乐大赛 陕西省文化厅 三类

62 陕西省竹笛大赛 陕西省音协、陕西省竹笛协会 三类

63 陕西省声乐大赛 陕西省文化厅 三类

64 新加坡佛莱士文化艺术节声乐大赛 新加坡佛莱士文化艺术节组委会 三类

65 柴可夫斯基丝路艺术声乐大赛 乌克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国际交流中心 三类

66 陕西省声乐金钟奖 陕西省音乐家协会 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