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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

国家级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省级人
民政府

2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国家级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省
级人民政府

3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国家级
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共青团中央

4 中国研究生石油装备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学会、
中国石油教育学会

由机械与汽车工程学
院承办

5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中国电子学会

由电子与信息学院承
办

6 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由电子与信息学院承
办

7 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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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化学与化工学院承
办

8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由数学学院承办

9
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
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全国工
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由自动化科学与工程
学院承办

10 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国际宇航
联合会、中国宇航协会

由自动化科学与工程
学院承办

11
中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
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全国工
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由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承办

12 中国MPAcc学生案例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

由工商管理学院承办

13 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

由公共管理学院承办

14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国家级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5 全国大学生铸造工艺大赛 国家级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6 中国（国际）传感器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仪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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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贝加莱学界联盟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贝加莱工业自动化有限公
司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8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周培源基
金会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9 “清润奖”大学生论文竞赛 国家级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中国建筑教育》 建筑学院

20 UIA霍普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大赛 国家级 国际建筑师协会、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社 建筑学院

21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大学生设计竞赛 国家级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建筑学院

22 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 国家级
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
工作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联合举办

建筑学院

23 建设工程与管理创新竞赛 国家级
香港金门建筑有限公司赞助、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建设管理系主办、清
华大学土木建管系研究生会和土木建管系本科生科协承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

24 全国高校房地产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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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与交通学院

25
“城市交通杯”全国研究生科技作品
竞赛

国家级 交通运输部综合交通协同运行与超级计算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土木与交通学院

26
中国“互联网+”交通运输创新创业
大赛高校创客大赛

国家级 中国互联网运输服务创客大赛组委会 土木与交通学院

27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电子与信息学院

28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创新创业大赛
（PMC)

国家级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青岛市科技局、橡胶谷
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9 广东大学生材料创新大赛 省级 广东省材料研究学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0 全国生物医学电子创新设计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1
“光威杯”中国大学生高性能复合材
料科技创新竞赛

国家级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2 杜邦营养与健康学生创新竞赛 国家级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杜邦营养与健康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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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康师傅杯大学生创新性研究竞赛 国家级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康师傅食品控股有限公司中央研究所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4 广东大学生金额建模大赛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科学技
术协会、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数学学院

35 中国物理学术大赛 国家级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组委会 物理与光电学院

36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国家级 国家统计局统计教育培训中心、中国统计教育学会 经济与贸易学院

37 CFA协会全球投资分析大赛 国际级 CFA协会 经济与贸易学院

38 电子商务三创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经济与贸易学院

39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创新创业精英挑战
赛

国家级 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经济与贸易学院

40 中国脑-机接口比赛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
院

41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国际级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

42 "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 国家级 信息工程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

43
IEEExtreme Programing 
competition

国际级 IEEE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

44 全国高校区块链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互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联盟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

45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
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等学校能源动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电力学院

46 广东省大学生节能减排工业设计大赛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科学技
术协会、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电力学院

47 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 国家级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电力学院

48 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IGEM） 国际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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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绿苗计划”和学生社会实践“绿色
未来奖”

国家级 北京绿色未来环境基金会 环境与能源学院

50 溢达全国环保创意大赛 国家级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大学、东华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中原工业大学

环境与能源学院

51
全国机器人锦标赛暨国际仿人机器人
奥林匹克大赛

国家级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人足球工作委员会 软件学院

52 全国高校大数据应用创新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
程科技知识中心、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

软件学院

53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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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学院

54 CCF 大数据与计算智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计算机学会 软件学院

55
“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
赛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教育部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

软件学院

56 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GMC) 国际级 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国际组委会 工商管理学院

57 中国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大赛 国家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58 “政务关注”省级调研大赛 省级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 公共管理学院

59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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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语学院

60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新闻与传播学院

61
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文书写
作大赛

国家级 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法学院

62 全国版权征文竞赛 国家级 国家版权局 法学院

63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研论文评比报告
会

国家级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学院

64 IF 国际级 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 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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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红点（Red Dot Award） 国际级 威斯特法伦北威设计中心 设计学院

66 IDEA 国际级 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 设计学院

67 Good Design Award 国际级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设计振兴会 设计学院

68
由艺术学院根据当年举办的比赛情况
上报两项

艺术学院

69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0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交通运输与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交通工程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主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1
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国家级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主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2
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分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3
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计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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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4
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

国家级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主办，中国土
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相关高校承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5
全国大学生“茅以升-公益桥小桥”
设计大赛

国家级
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团委、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哈尔滨工业大
学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6
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结构力
学竞赛”

行业协会
区域赛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力学学会牵头主办，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
学、广州大学、郑州大学、福州大学、海南大学协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7
“广厦杯”粤港澳高校结构设计信息
技术大赛

行业协会
区域赛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
学院主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8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广东省分赛 省部级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广东省秘书处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79
广东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省部级
广东省力学学会、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工
程力学系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80
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暨全国大
学生房地产专业能力大赛

行业协会
全国赛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房教中国、北京建筑大
学联合承办，中国房地产产学研用联盟、易居中国企业集团、中国房地产
策划师联谊会共同协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81
全国高等院校BIM软件建模大赛 行业协会

全国赛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82
太阳鸟杯全国大学生游艇设计大赛 行业协会

全国赛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承办,太阳鸟游艇有限股份公司
协办

土木与交通学院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