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章程 

（2017 年） 

一、大赛宗旨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China Collegiate Computing Contest，简称 C4）是面向全国高

校各专业在校学生的科技类竞赛活动，旨在促进高校计算机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

革，强化学生创新意识，提升学生计算机问题求解水平，特别是计算机程序设计、大数

据处理、移动应用设计与开发、网络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大学生的

综合素质，促进校际交流，丰富校园学术气氛。 

二、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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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赛指导委员会 

大赛指导委员会负责对大赛的各项活动提供指导和咨询。主要职责包括：对大赛主

题，竞赛模块设置，大赛专家委员会、大赛组织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职责范围等提供指

导和建议；听取大赛组织委员会对于大赛运行情况的报告，对于大赛中出现的问题提供

咨询建议，为大赛发展制定规划；监督大赛专家委员会、大赛组织委员会的工作，确保

大赛长期、稳定、高效地开展。 

3．大赛专家委员会 

大赛专家委员会负责确定每届大赛的主题，制定各竞赛模块的命题原则，指导各竞

赛模块专家委员会进行竞赛题目的遴选和设计；负责确定每届大赛的评审原则，指导各

竞赛模块专家委员会制定评审工作流程、评分标准及细则，协调各竞赛模块的奖项设置，

督促并监督各竞赛模块的评审；审定各竞赛模块的最终获奖名单；负责处理竞赛过程中

的申诉，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对于各竞赛模块专家委员会的仲裁结果具有终审权；负



责对大赛主题、竞赛模块设置、评审原则等作出解释。 

4．大赛组织委员会 

大赛组织委员会具体落实大赛的各项组织、实施工作。主要职责包括：根据大赛章

程制定竞赛规程，确定每届大赛的竞赛模块、参赛规模、奖项设置、获奖比例等；建设

与维护“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网站及新媒体平台，发布与大赛相关的各项信息；负责

大赛品牌的宣传、推广、运营；负责大赛获奖结果的公示与查询，统一制作获奖证书，

举办颁奖仪式；组织召开各竞赛委员会的工作会议；协调各竞赛模块组织委员会的工作；

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密切合作，争取大赛赞助；其他相关赛务工作。 

三、大赛内容 

大赛组织委员会依据人才培养需要、行业发展趋势、创新创业需求等设置竞赛模块，

每年设置的竞赛模块以当年的竞赛通知为准。2017 年启动的竞赛模块包括： 

1．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Group Programming Ladder Tournament） 

重点考查参赛队伍的基础程序设计能力、数据结构与算法应用能力，并通过团体成

绩体现高校在程序设计教学方面的整体水平。竞赛题目均为在线编程题，由 PAT 在线裁

判系统自动评判。难度分 3 个梯级：基础级、进阶级、登顶级。以个人独立竞技、团体

计分的方式进行排名。 

2．大数据挑战赛（Big Data Challenge） 

大数据挑战赛旨在通过竞技的方式提升在校学生对数据分析与处理的算法研究与

技术应用能力，探索大数据的核心科学与技术问题。竞赛题目提供必要的分析处理数据，

给出明确的评价指标，参赛队伍设计相应算法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结合在线评测和专

家评审的方式进行评比。 

3．移动应用创新赛（Mobile Applications Innovation Contest） 

参赛作品应为基于 iOS 设计开发的具有一定功能的 APP 应用。作品主题须紧扣竞

赛推荐的应用领域及其他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农业、健康医

疗、环境保护、教育、养老、行政管理、安全及大数据应用等。参赛者可自由命题，自

行搜集、获取相关数据，提供解决方案并能在移动设备上实际运行，由专家评审进行排

名。 

 



4. 网络技术挑战赛（Network Technology Challenge） 

网络技术挑战赛的目的在于适应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发展，对接互联网与信息产业

相关人才需求，提升在校大学生的网络技术应用与开发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

队合作能力，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高等学校网络工程与技术类相关课程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促进产教融合的 IT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四、参赛资格及报名 

1．参赛对象 

由各高等学校组织参赛，参赛人员应为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生，各校参赛队

或者参赛人员的数量限制参见各竞赛模块规程。 

各队的教练必须是参赛队所在学校的正式教师。每个参赛队可配备一名教练。 

同一高校的多个参赛队可配备一名领队，负责竞赛活动中的指导、联系等工作。领

队可由教练兼任。 

各高校应按竞赛通知的规定，在广泛培训和选拔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学生参加竞赛。 

2．参赛资格 

参赛队必须提供所在学校有关部门出具的队员身份证明（模板可从大赛网站下载）。

只有当竞赛承办单位获得所需证明材料后，一支队伍才能获得参赛资格。 

3．参赛报名 

在各竞赛模块的竞赛规程发布后，参赛学校可按竞赛规程规定向竞赛承办单位报

名。参赛学校可在校内进行预赛，通过选拔组队参加大区选拨赛、全国总决赛。 

五、大赛时间和方式 

1．大赛时间 

大赛每年举办一次，各模块的具体时间以竞赛规程为准。2017 年的赛事将在 2017

年 9 月底之前全部完成。 

2．大赛方式 

大赛分为校内预赛、大区选拔赛、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 

大区选拔赛分别在东北（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华北（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华东（上海市、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省）、



华南（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

治区）、西北（陕西省、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

省）、华中（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六个赛区组织。赛区将按照竞赛模块

规程规定设立团体或个人奖项，并按照规程遴选一定比例的队伍参加决赛。 

各竞赛模块的全国总决赛采用集中竞赛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题目，通过

在线自动评判、答辩及演示等方式，由竞赛专家委员会确定最终的获奖队伍。 

六、评审规则 

大赛专家委员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按照各竞赛模块规程中规定

的评审规则，审定各竞赛模块的获奖队伍，获奖结果在大赛网站上公示。 

获奖结果公布后，如发现获奖作品有侵犯知识产权、抄袭等违规行为，可向大赛专

家委员会举报，一经查实，将撤销违规参赛队所获奖项。由此造成的其他后果，由参赛

队自行承担。 

七、大赛网站 

大赛网站网址为 http://www.c4top.cn，各竞赛模块的竞赛规程、赛程安排、竞赛结

果等将在大赛网站公布。 

八、异议和申诉 

为保证竞赛的公平、公正、透明，在发现违反竞赛规则或出现竞赛不公的行为后，

参赛队或个人可以向相应竞赛模块的专家委员会进行申诉。申诉报告必须以正式的书面

形式提交。个人提出的申诉，须写明本人的真实姓名、所在单位、联系方式，并有本人

的亲笔签名。参赛队提出的申诉，须写明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并且有申诉队员的

签名。非实名提出的申诉无效。 

专家委员会收到申诉后进行复核，做出相应的处理；并对提出申诉的个人和参赛队

的信息严格保密。 

九、大赛经费 

1．参赛费用 



参赛队伍应按竞赛模块规程规定向承办单位交纳报名费或会务费。学校有关部门要

积极支持大赛工作，对于参赛队员及教练在优秀评比、工作量认可、活动经费等方面给

予必要的支持。 

2．社会资助 

欢迎企业或单位为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提供赞助，提供赞助的企业或单位经大赛组

织委员会同意，可在大赛有关环节进行企业形象的展示。 

十、其他 

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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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组织机构名单 

一、大赛指导委员会 

主  任：孙家广（院士，清华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陈  纯（院士，浙江大学） 

委  员：徐晓飞（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何钦铭（浙江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马殿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二、大赛专家委员会 

主  任：李  廉（合肥工业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蒋宗礼（北京工业大学，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何炎祥（武汉大学，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 

 刘云浩（清华大学） 

 王建民（清华大学） 

委  员：陈  钟（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杨  波（临沂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古天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龚沛曾（同济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王移芝（北京交通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臧斌宇（上海交通大学） 

 朱庆生（重庆大学，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 

三、大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蒋宗礼（北京工业大学，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副主任：刘  强（清华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陈  越（浙江大学） 

 陈文智（浙江大学） 

 施晓秋（温州大学） 

 



委  员：陈明锐（海南大学） 

 陈志刚（中南大学） 

姜学锋（西北工业大学） 

王全民（北京工业大学） 

魏晓辉（吉林大学） 

吴  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秘书长：张  龙（高等教育出版社） 

副秘书长：时阳（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组织机构名单 

一、竞赛专家委员会 

主  任：蒋宗礼（北京工业大学，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副主任：何钦铭（浙江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俞  勇（上海交通大学） 

 李凤霞（北京理工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  员：陈汉武（东南大学） 

 陈立潮（太原科技大学） 

 邓俊辉（清华大学） 

 甘  勇（郑州轻工业学院） 

 高光来（内蒙古大学） 

 耿国华（西北大学） 

 李茂青（厦门大学） 

 李陶深（广西大学） 

 王  浩（合肥工业大学） 

 王  茜（重庆大学） 

 王万良（浙江工业大学） 

 朱鸣华（大连理工大学） 

二、竞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陈  越（浙江大学） 

副主任：李文新（北京大学） 

委  员：陈明锐（海南大学） 

 郭东伟（吉林大学） 

姜学锋（西北工业大学） 

 林  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毛新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王全民（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 

组织机构名单 

一、竞赛指导委员会 

主  任：杜小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  员： 侯义斌（北京工业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陈新河（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骆  斌（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二、竞赛专家委员会 

主  任：王建民（清华大学） 

副主任：臧斌宇（上海交通大学） 

委  员：陈恩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胡学钢（合肥工业大学） 

 李雁翎（东北师范大学） 

 滕桂法（河北农业大学） 

 王宏志（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腾蛟（北京大学） 

 吴黎兵（武汉大学） 

 肖  侬（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于  炯（新疆大学） 

 张瑞生（兰州大学） 

三、竞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刘  强（清华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委  员：洪  玫（四川大学） 

 舒  坚（南昌航空航天大学） 

 杨永健（吉林大学） 

 张  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文耘（复旦大学） 

 左保河（华南理工大学）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移动应用创新赛” 

组织机构名单 

一、竞赛指导委员会 

主  任：吴朝晖（浙江大学） 

副主任：戈  峻（苹果公司） 

委  员：徐晓飞（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郑庆华（西安交通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马殿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二、竞赛专家委员会 

主  任：陈  钟（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副主任：周世杰（电子科技大学）  

委  员：陈佳惠（苹果公司） 

 蒋建伟（上海交通大学） 

 李  波（西安交通大学） 

 李  宁（苹果公司） 

 刘宏伟（哈尔滨工业大学） 

 彭  舰（四川大学） 

   苏中滨（东北农业大学） 

 陶  品（清华大学） 

 王志强（深圳大学） 

 吴明晖（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杨  毅（云南农业大学） 

 张为群（西南大学）

三、竞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陈文智（浙江大学） 

副主任：王靖淇（苹果公司） 

委  员：乔  飞（清华大学） 

王筱宾（苹果公司） 

叶  晶（苹果公司） 

张克俊（浙江大学） 

张齐勋（北京大学） 

郑灵翔（厦门大学） 

周庆国（兰州大学） 

朱宏明（同济大学）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网络技术挑战赛” 

组织机构名单 

一、竞赛专家委员会 

主  任：刘云浩（清华大学） 

副主任：杨  波（临沂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李向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曹图强（思科公司） 

委  员：卞佳丽（北京邮电大学） 

崔江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高小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罗军舟（东南大学） 

徐明伟（清华大学） 

徐  明（囯防科学技术大学） 

二、竞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施晓秋（温州大学） 

副主任：韩  江（思科公司） 

委  员：胡  波（思博伦通信） 

李  飞（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孙润元（济南大学） 

滕少华（广东工业大学） 

汪庆年（南昌大学） 

谢晓燕（西安邮电大学） 

徐  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张力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  燕（温州大学） 

周治国（东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