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是由中国化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联席会（以下简称“联席会”）主办的全国性大学生化学类和近化学类专业多学科综合性

竞赛。

举办竞赛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大学生实验创新能力的展示与交流平台，推动我国高等学校实验

教学改革，夯实大学生的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强化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二条 竞赛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竞赛委员会及分赛区竞赛委员会

竞赛委员会由中国化学会、联席会和相关高校专家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5人，委员若干名，

秘书2-3名。竞赛委员会下设分赛区竞赛委员会，由竞赛委员会委员、分赛区相关高校专家等组成，

设主任1名，副主任1-3人，委员若干名，秘书1名。

每届竞赛委员会及分赛区竞赛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二届。

竞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 指导总决赛和分赛区成立“竞赛组织委员会”

2. 审定总决赛和分赛区竞赛方案，指导竞赛实施

3. 审定总决赛和分赛区竞赛承办单位

4. 参加总决赛和分赛区工作，对竞赛中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协调和仲裁

5. 听取总决赛和分赛区工作汇报，并向中国化学会等上级单位做工作汇报

6. 建设竞赛“专家库”和参赛“作品库”

7. 开展竞赛项目宣传、组织赛事培训和竞赛优秀作品展示和推广

分赛区竞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 指导“分赛区组织委员会”制定和实施竞赛方案

2. 指导分赛区竞赛各项工作，协助分赛区组织委员会处理竞赛相关争议事项

3. 确定分赛区竞赛承办单位

4. 向竞赛委员会做工作汇报

第四条 总决赛及分赛区组织委员会

总决赛和分赛区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由承办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竞赛

委员会委员和有关专家组成，具体负责总决赛或分赛区竞赛的组织领导工作。组委会设主任1名，副

主任3-5人，委员若干名。主任由承办学校的校级领导担任，副主任由竞赛委员会委员与承办学校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组委会的主要职责是：

1. 制定总决赛或分赛区竞赛方案，包括竞赛要求、竞赛规则和竞赛安全总则等，报请竞赛委



员会审定；

2. 组建总决赛或分赛区专家工作组和会务工作组，报请竞赛委员会备案；

3. 实施总决赛或分赛区竞赛各项工作，确定总决赛或分赛区获奖名单；

4. 审议总决赛或分赛区下届承办申请，报请竞赛委员会审定；

5. 完成本赛区竞赛总结报告。

第五条 总决赛及分赛区专家工作组

总决赛及分赛区专家工作组由组委会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分赛区专家工作组由非本赛区

学校的专家组成；总决赛专家原则上从不参加决赛的学校中抽取。

专家工作组负责在组委会领导下制订比赛办法和评分标准，评阅实验方案和实验结果（视频或

图片），组织现场答辩和评定竞赛成绩等相关评审工作，并向组委会提交当届竞赛情况分析和竞赛

总结。

第六条 总决赛和分赛区会务工作组

总决赛和分赛区会务工作组由承办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实验中心负责人等相关

人员组成，在总决赛或和分赛区组委会领导下负责竞赛报名、交通、食宿、安全等保障工作。

第七条 总决赛和分赛区督查仲裁工作组

总决赛和分赛区竞赛委员会负责组织各自赛区的督查仲裁工作组。工作组由竞赛委员会成员3-5

人组成，指定一名负责人，负责督导各赛区按照竞赛章程组织实施竞赛，并接受参赛队伍提出的合

理申诉，进行仲裁和答复。

第八条 分赛区划分

全国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华南共七个分赛区

华北赛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

东北赛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华东赛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华中赛区：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

华南赛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湖南省、福建省、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西南赛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西北赛区：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三章 竞 赛

第九条 竞赛内容

参赛作品应符合本科实验教学或者科普宣传需要，且未在参赛当年1月1日前在正式出版物公开

发表或在同级竞赛活动中获奖。竞赛内容分为以下三类：

1．新创实验

是指把反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科研成果设计为适合本科生实验教学需要的基

础实验或者综合实验。要求所提交的新创实验未在国内外教材、杂志发表，需要经过反复验证，确

保可重复，时长、成本和安全性等符合教学需要。通常基础实验的总时长不超过8小时，综合实验的

总时长不超过24小时。



2.改进实验（包括教学实验仪器创制或改进）

是指针对现有国内外教材或杂志的教学实验，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进行创新设计，

或对教学实验仪器进行创制或改进，使之更加符合实验教学需要，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科研能力。

3．科普实验

科普实验的受众为没有或者很少有化学素养的社会公众及中小学生，要求有助于公众了解和正

确认识化学，激发青少年学习化学的兴趣和热情。要求内容反映化学之趣、化学之美、化学对社会

发展的贡献等。作品应安全、绿色、有趣、价廉、便于展示，方便公众亲手操作，并能给公众留下

深刻印象。

第十条 竞赛方式

本竞赛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进入决赛的队伍数量控制在90支以内。

竞赛分分赛区初赛和全国决赛两个阶段。每阶段赛程一般为3~4天，具体竞赛日期由竞赛委员

会发布。

竞赛按照新创实验、改进实验和科普实验三个赛道分别组织报名和比赛。

参赛队需要提交的参赛材料包含实验论文（word版和PDF版）、答辩PPT、实验视频及其它必要

附件（具体要求由竞赛通知另行公布）。实验论文PDF版、答辩PPT、实验视频及其它附件材料要求

隐匿任何与参赛学校、指导教师、参赛学生等相关的信息。

比赛采取作品评审和答辩的形式进行。作品评审可以采取现场集中评审或网上评审的方式；作

品答辩也可以采取现场或视频的方式进行。视频答辩要求采用两个摄像机位。

初赛和总决赛竞赛成绩由作品成绩和答辩成绩两部分组成，各占50%。

初赛由分赛区组委会组织进行。分赛区组委会参照本竞赛章程组织本赛区竞赛，确定本赛区的

获奖队伍和参加总决赛的参赛队伍。分赛区最终进入决赛的名额由竞赛委员会根据各赛区参赛学校

数量等实际情况确定。每个学校进入总决赛的队伍不超过1支。如某校有多支队伍出线，可按下列顺

序确定参加决赛的队伍：（1）由学校自行确定；（2）竞赛成绩第一的队伍；（3）由分赛区根据各

赛道队伍情况制定出线规则。

总决赛由总决赛组委会组织进行。被推荐参加总决赛的参赛队员、作品名称及指导教师原则上

与初赛一致，如需变动，应由参赛单位提出书面申请，主管领导签字并盖好公章，报竞赛组委会批

准；作品内容、答辩PPT、视频及支持材料允许在初赛基础上进行修改。

第十一条 参赛单位及参赛队规定

参赛对象为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竟赛为团体赛，各参赛高校以队为单位组织选手参赛。初赛每个学校最多推荐3个参赛队（其

中同一赛道报名不能超过二个参赛队），每个参赛队由3名选手组成，设队长1名，指导教师1-2名。

参赛团队命名方式为：XX大学新创实验队（或一队、二队）；XX大学改进实验队（或一队、二队）；

XX大学科普实验队（或一队、二队）。

各参赛学校负责本单位参赛队伍的组队、报名、赛前准备、赛期管理和赛后总结等事宜。

各参赛高校对参赛队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二条 竞赛程序和时间安排

1月，竞赛委员会发布竞赛通知和竞赛章程。



2月，分赛区组委会发布分赛区竞赛通知。

6月，各参赛队完成报名并提交作品（实验报告和实验视频）。各分赛区组委会对参赛材料进

行合格审核，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初评，遴选出进入分赛区竞赛的队伍。

6~7月，进行分赛区比赛。采取作品评审和答辩方式进行，确定分赛区获奖名单和参加总决赛

的名单，公示1周。

根据总决赛匿名评审的需要，要求公示时仅公布作品编号，不公布作品名称、获奖学校、指导

教师、学生姓名或团队名称。

在分赛区闭幕式颁奖时仅宣布获奖学校和参赛团队名称，不得公开获奖成果名称、指导教师和

学生姓名，不安排获奖学生发言。

8月，进行总决赛。采取作品评审和答辩方式进行。初赛成绩不带入决赛。获奖名单由总决赛

专家工作组根据作品成绩和答辩成绩综合排序推荐，并经竞赛委员会审定和公示1周后确定。

第十三条 申诉与仲裁

如发现以下问题，可以向竞赛委员会举报或者提出申诉：

（1） 参赛作品存在违反学术道德、违反法律法规、违反竞赛纪律等情况；

（2） 比赛过程中存在影响比赛结果公正公平的问题。

进行举报和申诉时，应递交书面材料、署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如遇特殊情况来不及加盖公章时，

应向组委会先口头申请，随后及时补交盖章申诉材料。组委会不接受匿名举报或申诉。

举报和申诉时间为比赛开始至作品获奖公示期结束前。

督查仲裁组根据举报或申诉的具体情况，可决定采取接受或不接受方式处置。对于接受的举报

或者申诉，将在公示期结束后二周内完成仲裁并答复。督查仲裁组作出的仲裁为最终裁定。

第四章 竞赛奖惩

第十四条 奖项设置

分赛区竞赛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等奖比例为15%左右、二等奖为25%左右、三等奖

为30%左右。

总决赛设置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特等奖比例为20%左右，一等奖35%左右，其余为二等奖。

设立竞赛工作优秀组织奖，表彰在竞赛组织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校。

中国化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联合为分赛区和总决赛获奖者

颁发获奖证书（电子获奖证书），同时为获得总决赛特等奖的参赛队伍颁发奖杯。

第十五条 在作品合格性审查、评审和答辩等比赛环节中，发现在作品、视频、附件材料、答

辩等环节中出现泄露参赛学校、指导教师和参赛人员信息等情况，将视泄露信息的严重程度在总成

绩中予以适当扣分。扣分方法：信息第一次泄露扣2分，同一信息多次重复泄露再追加扣1分。各类

信息泄露总扣分限在10分之内。

第十六条 参赛作品接受社会监督，如发现参赛者存在学术不端等行为，将取消参赛资格及成

绩，撤销其所获奖项，并通报参赛者及所在单位。

第五章 经 费

第十七条 经费来源与使用

比赛适当收取会务费，并接受企业和社会团体赞助，保障竞赛活动的正常开展。



会务费、企业和社会团体赞助由总决赛和各分赛区组织委员会分别收取或者接受，并根据相关

财务管理规定，规范管理和使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知识产权

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参赛者和所在学校所有，其他个人或单位可用于教学或其他非盈利性的公益

活动，但须注明出处。未经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相关作品用于盈利性的商业活动。

第十九条 竞赛命名

竟赛名称命名格式为：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

新设计大赛XX赛区竞赛。如有厂商赞助冠名，命名格式为：“XX杯”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

设计大赛、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XX杯”XX赛区竞赛。

竞赛会旗命名格式为：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总决赛；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

计大赛XX赛区竞赛。

奖状、奖杯及奖牌格式: 总决赛学生和教师奖状格式及获奖内容如图一；分赛区学生和教师奖

状格式及获奖内容如图二。总决赛特等奖奖杯获奖内容为：“XX杯”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

设计大赛总决赛特等奖”。竞赛工作优秀组织奖奖牌内容为：“XX杯”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

新设计大赛优秀组织奖。落款为：中国化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第二十条 本章程由竞赛委员会负责制订，经中国化学会和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席会审议通过后执行，由竞赛委员会负责解释。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竞赛委员会

2022年12月



附件2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

华东赛区组织委员会名单

组委会主任： 林一钢 副校长 浙江师范大学

组委会副主任： 张剑荣 主任 南京大学

陈 敏 处长 浙江师范大学

王淑聘 处长 浙江师范大学

章明卓 处长 浙江师范大学

朱钢国 院长 浙江师范大学

组委会成员：

孙兴文 副处长 复旦大学

林旭锋 副系主任 浙江大学

周建成 院长 东南大学

张文清 院党委书记 华东理工大学

王媛媛 副院长 华东师范大学

苏 志 副院长 南京师范大学

章文伟 主任 南京大学

刘永梅 副主任 复旦大学

董玉明 副院长 江南大学

强根荣 主任 浙江工业大学

谢枝文 院党委书记 浙江师范大学

陈海峰 院党委副书记 浙江师范大学

乔 儒 副院长 浙江师范大学

宫培军 院竞赛中心主任 浙江师范大学



附件 3：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微瑞杯”华东赛区竟赛

参赛回执

参赛单位

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人 手机

办公电话 E-mail

参赛项目数

参赛学生人数 带队教师人数

友情提醒：请务必在 3 月 20 日前将贵单位是否参赛的信息给予回复，以便竞赛组织

安排。回执填写后请发至 skygpj@zjnu.cn，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