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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赛事背景 

建筑节能，在发达国家最初为减少建筑中能量的散失，普遍称为“提高建筑中的能

源利用率”，在保证提高建筑舒适性的条件下，合理使用能源，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建筑能耗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占很大部分，根据国家建设部科技司研究表明，我国建筑

耗能比例 33%左右。建筑节能也成为实现节能减排的主要方式。因此，建筑节能创新成

为当今热点话题，同时也为绿色建筑建造提供了技术支持。在建筑节能中，高校作为科

研的前沿基地，为一些新能源的利用、系统的优化改进使用提供了技术指导。 

二、赛事顾问 

戴永峰  徐州市土木学会暖通空调分会会长 

黄  炜  教授，中国矿业大学矿井降温与能源利用研究所所长，力建学院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系学科带头人 

张  义  正通人环董事长，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暖通空调系统节

能和实践研究工作 

张志军  教授，江苏省 333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徐州市拔尖人才，江苏省教育厅青

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新型建筑节能材料及建筑节能方面的相关研究工作 

黄建恩  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力建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主任，主要从事建

筑节能方向研究 

冯  伟  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党支部书记，主要从事建筑

节能理论与技术，建筑节能检测与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吴学慧  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污水热能资源化理论与应用、

矿井降温及矿区能源整体解决方案、建筑节能新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张红英  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主要从事暖通空调教

学和实验研究工作 

高蓬辉  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主要从事传热传质、

海水淡化、空调制冷以及太阳能转换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王义江  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主要从事矿井通风与

降温、建筑节能及通风空调、深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王  菲  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现主要从事气体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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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喷射器、喷射式制冷/热泵、建筑通风 CFD、海水淡化等方面的研究 

何光艳  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电力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系老师，现主要从事工程

传热传质与强化传热技术、矿井制冷与降温技术、等方面科研工作。 

相里梅琴 副教授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老师，主要研究暖通空调节能 

李学田   副教授 徐州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老师  

张东海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 

张建功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 

魏京胜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 

高  涛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 

张  涛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 

孙  猛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 

刘  展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老师 

 

本届比赛评委团名单持续增加中 

三、赛题发布 

 竞赛内容以“绿色 环保 节能 建筑”为主题，以“激发热情、创新争先”为指导

思想，体现新思维、新思想的科技作品、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论文以及设计方案等作品。

参赛作品需满足以下要求：   

节能 

  参赛作品须符合绿色、节能的主题。 

创新 

  参赛作品须体现独特的创意，或者具备创新的理念、新颖的立意，或者运用新 

 方法新思路。 

可行 

  参赛作品应综合考虑产品或技术的可实现性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具体类型为： 

 科技作品类，要求提供一份说明书。说明书格式见附件，可以进行实物或模型的制

作、软件设计等。主题围绕“绿色 环保 节能 建筑”即可，不特别规定主题。 

 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要求提供一份社会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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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品，要求围绕主题“绿色 环保 节能 建筑”即可。如“热泵在建筑节能中

的应用”、“空调的节能策略”等。具体格式见附件。 

设计方案，关于一具体工程或项目的工程设计或施工组织设计，要求体现创新性和

先进性。 

五、赛事要求 

   （一）组队要求 

1、 中国矿业大学在校学生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学生 

江苏师范大学在校学生 

徐州工程学院在校学生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 

（5人以内组队参加） 

  2、团队组建要求 5人以内，可以跨专业、跨年级组队，可以聘请一位指导老师。 

      3、每人只能参加一组。 

   （二）报名方式： 

          进入赛氪网，搜索建筑节能，选择本比赛，根据提示完成报名即可 

          报名网址：http://www.saikr.com/vse/35256 

          报名及作品提交时间：2017 年 11 月 9 日 12 时-2017 年 12 月 6 日 12 时 

   （三）作品要求 

  由各参赛队伍自行命题，初赛所交作品为文本形式，可以制作相关模型、实物 

或图纸，具体类型参见竞赛赛题。每份作品页数不超过 15 页（包括封面），封皮 

上只写本组组号和作品名称，不可出现本组参赛队员所属学校和姓名，违规者取消 

参赛资格。 

五、竞赛日程 

初赛：活动主题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中午 12:00 在赛氪网发布，并开始报名。要求

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完成关于发布主题的作品，同时题目也将在微信、QQ 空间发布。 

初赛期间，将组织一次答疑会，邀请建筑节能方向老师和往届优秀作品同学代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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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进行讲解。具体时间将在网站上公布，并通过微信、QQ 空间通知。 

要求完成的作品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中午 12:00 之前提交至报名网站，并依通知提

交纸质档三份。12 月 6 日—12 月 12 日由竞赛顾问委员会组织专业老师评审，确定进入

决赛的 8组入围队伍，进行现场答辩。 

决赛：决赛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2：30 在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A108 举行，进

行现场答辩，届时将邀请赛事顾问组老师作为评委。入围队伍每组有 5分钟自我展示时

间和 3分钟评委提问时间。 

最后现场决出一二三等奖（根据报名组数奖项可能增加），未进入决赛优秀作品将

获得优秀奖。 

六、评分细则 

 初赛评分细则： 

 科技类作品由以下几方面打分： 

  科学性（30%） 

  创新性（30%） 

  可行性（20%） 

  经济性（20%） 

 社会调研类由以下几方面打分： 

  科学性（20%） 

  先进性（20%） 

  内  容（60%） 

 论文类作品由以下方面打分： 

  调查论证（20%） 

  创新性（30%） 

  准确性（20%） 

  论文质量（30%） 

 设计方案由以下方面打分： 

  科学性（30%） 

  创新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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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性（20%） 

  经济性（20%） 

 初赛评分由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暨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邀请

赛赛事顾问委员会评定。 

评分标准：初赛每份论文交由 3位老师分别打分。由于每位老师评判标准可

能不一致，需进行数据处理，处理方案如下： 

例如老师评判 A、B、C、D、E五份作品，打分测算后,A 组作品得分最高，为

X，将 X+5 作为满分（X+5≤100），其他的作品得分=该组得分/X*100 作为该组作品得

分，再取三位老师的平均值为最终得分，在保证中国矿业大学（包括徐海学院）、江

苏师范大学、徐州工程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至少一组进入决赛的前提下，排

序选拔出的前八位。 

决赛评分细则： 

进入决赛的八组参赛作评进行查重，重复率高者将在决赛时扣除一定分数，

具体扣分细视查重结果而定，详见群通知。 

初赛分数 40%+决赛现场综合评分 60% 

决赛现场综合评分： 

1、报告内容方面 40%  作品是否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概念清楚，论点

正确；实验方法科学，分析归纳合理；结论是否有应用价值。设计方案是否合理

等方面。 

2、报告过程方面 10%  考虑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3、创新方面 20%  对前人工作是否有改进或有突破，或由独特见解。  

4、答辩方面 30%  回答问题是否有理论依据，基本概念是否清楚等。主要问

题回答是否准确、深入。 

   决赛评分由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暨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邀

请赛赛事顾问委员会评定。 

 

七、 奖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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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安排：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 15%，优秀奖 20%（根据报名组数奖

项可能增加）。 

奖品：一等奖 奖金 200 元  纪念奖杯 

      二等奖 奖金 100 元  纪念奖杯 

      三等奖 精美笔记本 

八、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共青团中国矿业大学委员会 

     承办单位： 

      共青团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委员会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创新协会 

协办单位：   徐州市土木学会暖通分会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建工系学生会创新协会 

江苏师范大学学生会科学技术中心科技创新部 

徐州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能源、材料与物理学部大学生科技协会 

国际学院团委学生会 

建筑与设计学院科技创新创业协会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生会科学与科技协会 

安全团委学生会创新创业中心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团委学生会科技与创新创业部 

环境与测绘学院科技协会 

http://nyxb.cumt.edu.cn/
http://art.cumt.edu.cn/
http://dqydl.cumt.edu.cn/
http://sres.cumt.edu.cn/
http://cesi.cum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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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单位： 

   徐州正通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九、联系我们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创新协会： 

建环学部部长：李天成：15152102660 

建筑节能大赛组委会： 

学生负责人   吴松：15605215990 

  刘萍：15262043909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学生负责人  冯正敢：13063528572 

江苏师范大学： 

学生负责人   苏孜幸：15162254048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负责人  卜萍：14751377126 

徐州工程学院：   

学生负责人  陆松源:18752141600 

 

 

 

 

 

     

 

共青团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委员会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创新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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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大赛赛事组委会 

 

2017 年 11 月 9 日 

 

 

 

 

 

 

 
 

徐州正通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正通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工程设计、安装施工、产品销售、系统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公司。具备国家机电设备安装一级资质，消防设计与施工二级

资质，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压力

管道 GB1、GB2、GC2 安装许可等多项工程设计施工资质。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

OH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及 GB/T50430 工程建设施工

企业质量管理规范体系等认证。 

公司自 2004 年成立以来，连续多年被徐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评为“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连续多年被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评为“AAA 级优秀施工

企业”。是江苏省安装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徐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单位、徐州市土木

建筑学会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徐州建筑

职业技术学院等科研院所结为产学研合作单位。目前，公司已取得 4项国家专利。 

公司坚持“以人才为根本、以客户为中心、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铸品牌” 的发展原

则。在施工实践中形成了各专业完整的技术规范、施工管理制度、及质量保证体系，拥有各

类配套的施工机械设备、检测仪器，先后承接一大批高、大、难、急的暖通、消防及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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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累计完成建筑面积达 300 余万平方米，连年获得建筑业主管部门的表彰和用户的

赞誉，成为淮海经济区安装企业的翘楚。 

 

 

 

 

附件一：科技类作品说明书格式 

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暨 

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高校邀请赛 
参赛作品（科技作品类）说明书格式规范 

 

1．总体要求 

全文控制在 15 页 A4 纸以内，并按以下顺序编排：作品名+“设计说明书”、关键

词、正文[可自行组织，但应包括下列内容：作品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设计

制作中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的描述、作品实物或模型的照片、创新特色、预计应用前景

等]、参考文献。采用 word 2003 及以上版本编排。正文内严禁出现作者及作者信息。按

要求添加封面。 

2．页面要求 

A4 页面。页边距：上 25mm，下 25mm，左、右各 20mm。正文采用小四号字体，

标准字间距，单倍行间距。不要设置页眉，页码位于页面底部居中。 

3．图表要求 

插图按序编号，并加图名（位于图下方），采用嵌入型版式。图中文字用小五号宋

体，符号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矢量、矩阵用黑斜体）；坐标图的横纵坐标应标

注对应量的名称和符号/单位。 

表格按序编号，并加表题（位于表上方）。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线。 

4．字号、字体要求(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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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节能系统设计说明书  

（空一行） 

作品内容简介 

通过实验设计了一套家用电器节能系统……（400—600 字以内）。联系人、联系电

话、EMAIL 

（空一行） 

1 研制背景及意义 

2 设计方案 

2.1 电器控制 

电器部分采用自动控制比较容易实现，考虑到电器元件易发热等问题…… 

…… 

2.2 机械部分 

机械部分设计如图 1 所示，…… 

设计时考虑的主要问题： 

…… 

3 理论设计计算 

…… 

4 工作原理及性能分析 

…… 

完成制作后，作品实物外形照片见图 9。 

5 创新点及应用 

1）适用于不同类型家庭电器。 

2）操作和控制简便，容易地使用它。 

3）……。  

在全国大中城市，家用电器普及数量很多，所有电器都有待在节能措施实施改进，

因此应用前景很广。 

 

…… 

正文中表示物理量的符号，表示点、线、面的字母均用 Times New Roman 斜体； 

表示法定计量单位、词头的符号、函数等，化学元素符号均用 Times New Roman 正

体。 

 

（空一行） 

参考文献 

 

[1] xxx，xxx．家用电器节能现状和发展．节能机械，2001，23(3)：275-279 

[2] xxx．节能技术基础．xxxxxx 出版社，1996：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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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xxxx，xxxx．xxx，xxx 译．机器人操作的数学导论．xxxx 出版社，1998：11-67 

[4] Lee H Y, Reinholtz C F. Inverse kinematics of serial-chain manipulators[J]. ASME 

Journal of Mechanical Design. 1996, 118(3): 396-404 

 

 

 

 

 

 

附件二：社会调研类作品格式 

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暨 

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高校邀请赛 

参赛作品（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格式规范 

 

1．一份完整的社会实践论文应由以下部分组成：  

 论文题目、摘要（摘要包括： “摘要”字样、摘要正文、关键词、中图分类号）、

正文 、结束语 、谢辞、参考文献、附录等。采用 word 2003 及以上版本编排。（正文

内禁止标明作者和与作者有关的信息） 

2．页面要求 

A4 页面。页边距：上 25mm，下 25mm，左、右各 20mm。正文采用小四号宋体字体，

标准字间距，单倍行间距。不要设置页眉，页码位于页面底部居中。 

3．图表要求 

插图按序编号，并加图名（位于图下方），采用嵌入型版式。图中文字用小五号宋

体，符号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矢量、矩阵用黑斜体）；坐标图的横纵坐标应标

注对应量的名称和符号/单位。 

表格按序编号，并加表题（位于表上方）。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线。 

4．字号、字体要求(仅作参考) 

  

参考附件中“科技作品类说明书格式”的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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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论文类作品格式 

 

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 

暨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高校邀请赛 

参赛作品（论文类）格式规范 
 

1．总体要求 

全文控制在 15 页 A4 纸以内，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采用 word 2003 及以上版本编排。正文内严禁出现作者及作者信息。按要求添加封面。 

2．页面要求 

A4 页面。页边距：上 25mm，下 25mm，左、右各 20mm。正文采用小四号字体，

标准字间距，单倍行间距。不要设置页眉，页码位于页面底部居中。 

3．图表要求 

插图按序编号，并加图名（位于图下方），采用嵌入型版式。图中文字用小五号宋

体，符号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矢量、矩阵用黑斜体）；坐标图的横纵坐标应标

注对应量的名称和符号/单位。 

表格按序编号，并加表题（位于表上方）。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线。 

4．字号、字体要求(仅作参考) 

    参考附件中“科技作品类说明书格式”的填写说明 

 

 

 

 

 



  团结  向上  创新  快乐   

 

 

 

 

 

 

 

 

附件四：设计类作品格式 

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暨 

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高校邀请赛 
参赛作品（设计方案类）格式规范 

 

1．总体要求 

全文控制在 15 页 A4 纸以内，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采用 word 2003 及以上版本编排。正文内严禁出现作者及作者信息。按要求添加封面。 

2．页面要求 

A4 页面。页边距：上 25mm，下 25mm，左、右各 20mm。正文采用小四号字体，

标准字间距，单倍行间距。不要设置页眉，页码位于页面底部居中。 

3．图表要求 

插图按序编号，并加图名（位于图下方），采用嵌入型版式。图中文字用小五号宋

体，符号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矢量、矩阵用黑斜体）；坐标图的横纵坐标应标

注对应量的名称和符号/单位。 

表格按序编号，并加表题（位于表上方）。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线。 

4.其他 

可提交 AutoCAD 相关图纸，以压缩文件形式发送。 

 

 

 

 

 

 



  团结  向上  创新  快乐   

 

 

 

 

 

 

 

 

附件五：科技类作品封面 

序号：（填队号） 

编码：（由组委会填写） 

 

 

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 

暨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高校邀请赛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科技竞赛类       

 

                                            

 

                                                  

 

                                                      

 

 



  团结  向上  创新  快乐   

 

 

                         

                           

作品名称    

作品摘要 

（500 字以内；

含作品设计、

发明的目的和

基本思路，创

新点，技术关

键和主要技术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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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推广应用

的可行性分析 

(200 字以内) 

 

作品的科学性

先进性（500 字

以内；必须说

明与现有技术

相比、该作品

是否具有节能

减排的实质性

技术特点和显

著效果。请提

供技术经济分

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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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社会调研作品封面 

序号：（填队号） 

编码：（由组委会填写） 

 

 

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 

暨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高校邀请赛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社会调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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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 

 

品 

 

摘 

 

要 

（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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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科学

性、先进性及

独特之处 

（200 字以内）

 

作品的实际应

用价值和现实

指导意义 

（2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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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的资

料来源证明材

料。（可另附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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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论文类作品封面 

序号：（填队号） 

编码：（由组委会填写） 

 

 

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暨 

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高校邀请赛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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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品摘要 

（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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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可行性分

析(200 字以

内) 

 

作品的科学性

先进性（500 字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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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设计方案类作品封面 

序号：（填队号） 

编码：（由组委会填写） 

 

 

第三届中国矿业大学建筑节能大赛暨 

第二届徐州市建筑节能高校邀请赛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设计方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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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品摘要 

（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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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可行性分

析(200 字以

内) 

 

作品的科学性

先进性（500 字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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