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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科 技 教 育 学 会

吉林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组织委员会

关于举办 2018年吉林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JUPT）的

通 知
（第一轮）

吉林省各高校：

为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和实

践能力，由吉林省教育厅指导，吉林省科技教育学会主办，吉林

大学承办的“2018 年吉林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JUPT”将于 2018

年 4 月末在长春举办。

吉林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JUPT）是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

竞赛（CUPT）的省级赛事，每年举办一届。CUPT 是借鉴国际青年

物理学家锦标赛（IYPT）的模式创办的国内全国性赛事。该项活

动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是实践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

重要大学生创新竞赛活动之一。CUPT 已经在全国连续举办了 8

届，以其独特的竞赛模式和理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名高校和物

理精英参与，并已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学生物理竞赛之

一。

大赛以提升吉林省大学生的物理科研素养和创新意识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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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加强各高校大学生及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为落实学校培养

高素质本科生和创新人才培养注入新活力。欢迎高校师生前来参

加比赛或观摩交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赛事要求

1. 首次申请参加竞赛的高校，必须先参加一次竞赛观摩，深入

了解竞赛目的、内容、模式和竞赛规则等。2018年参加竞赛的

高校为2017年“吉林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参赛学校和观摩

学校，具体名单见附件1。

2. 每所参赛学校可派1-3支代表队，每支代表队由5名学生选手、

1-2名指导老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

3. 每所观摩学校必须有领队带队，最多可派5名师生。

4. 报名参赛代表队必须参加比赛，不得临时退出比赛。否则取消

下一年参赛资格。

5. 2018年JUPT试题采用31届IYPT公布的17道题（详见附件2）。

6. JUPT竞赛规则参照IYPT比赛规则（详见附件3，如有更改第二

轮通知补充说明），竞赛工作语言为中文。

7. 各参赛和观摩高校推荐裁判要求：

各参赛高校推荐2-3名教师担任竞赛的裁判，担任裁判的教

师须公平公正，参加过JUPT竞赛评审或观摩过JUPT竞赛。

观摩高校可推荐1名裁判，如果参赛单位推荐的裁判数不足

比赛要求，从观摩高校推荐裁判中遴选，遴选裁判务必提前熟悉

比赛题目、规则以及相关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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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事安排

1. 报名方式与时间：请参赛高校将参赛回执（附件 4，如果具体

参赛人员名单未定，需将参赛队数、人数以及领队信息反馈给

组委会）、观摩高校将观摩回执（附件 5）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前 e-mail 发送到指定邮箱 jlkjjy@163.com。

2. 欢迎加入 2018 年 JUPT 教师交流 QQ 群 538612023 ；学生交流

QQ 群：419455701。

3. 参赛费用

本次比赛不收取费用，相关经费由承办方筹集；师生食宿

以及差旅费用自理。

三、联系方式

1.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506号吉林省科技教育学会，

邮编：130021

2. 竞赛联系人:

罗建将 手机：18514332815 QQ：514260933

徐留芳 手机：18304313750 QQ：15425575

吉林省科技教育学会
吉林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组织委员会

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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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7 年参赛和观摩高校名单

附件 2：第 31 届 IYPT 竞赛题目

附件 3：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UPT）简介及比赛规则

附件 4：参赛回执

附件 5：观摩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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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 JUPT 参赛、观摩院校

2017 年 JUPT 参赛学校（共 10 所，按汉语拼音排序）

北华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通化师范学院

延边大学

2017 年 JUPT 观摩学校（共 8所，按汉语拼音排序）

白城师范学院 长春大学 长春工程学院

长春科技学院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农业大学 空军航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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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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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UPT）简介及比赛规则

CUPT: China Undergraduate Physics Tournament

2017年版（2017年3月修订）

1.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简介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hina Undergraduate Physics Tournament，简称CUPT）

是中国借鉴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简称IYPT）模式创办的一项全国性赛事。CUPT竞赛旨在提高学生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物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能力。参赛学生就

实际物理问题的基本知识、理论分析、实验研究、结果讨论等进行辩论性比赛。不仅

可以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科研素质，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团队合作精神、交流表达能力，使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协调发展。

CUPT竞赛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是实践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大学

生创新竞赛活动之一，已列入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计划。CUPT由

大学组织实施、大学生参与，是一项以团队对抗为形式的物理竞赛。它以培养参赛者

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根本理念。

IYPT赛事起源于莫斯科大学选拔优秀学生的活动，被各国物理教育学家广泛认可，

演变为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该模式也推广到各国大学生的物理竞赛中，2009年

开始了大学生的国际物理学家锦标赛（International Physicists' Tournament, 简

称IPT）。

2010年南开大学首次将IYPT竞赛模式引入到我国的大学生能力训练，第一届CUPT

在南开大学举行，有12所高校的17支队伍参赛。2011年，有23所高校24支队伍参赛（在

第二届组委会第二届CUPT在南京大学举行决定，限定每所高校只能有1个团队参赛，承

办高校可以有2个团队参赛，借鉴国际规则新参赛的高校必须有一届观摩经历）。2012

年，第三届CUPT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有35所高校36支队伍参赛。2013年，第四届CUPT

在兰州大学举行，有38所高校39支队伍参赛。2014年第五届CUPT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

有38所高校39支队伍参赛，15所高校和3所中学观摩。2015年第六届CUPT在国防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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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大学举行，全国48所高校的49支队伍参赛，21所高校观摩。2016年第七届CUPT在西

安交通大学举行，全国64所高校的65支队伍参赛，17所高校观摩。2017年第八届CUPT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全国73所74支队伍参赛，26所高校观摩。

CUPT竞赛淡化锦标意识，侧重高校学子间的学术交流，针对17个开放性的问题各

参赛团队各抒己见、友好讨论、展示风采、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2. 竞赛管理组织结构

2.1. CUPT指导委员会

构成：委员若干、秘书长1人

产生办法：委员由上届全国竞委会协商，包含3-4个在CUPT中工作出色的高校，及

上一年度、当年和下一年度承办高校的物理教学负责人组成，另设秘书长1人。

职责：负责竞赛发展规划和相关竞赛指导工作。

2.2. CUPT全国竞赛委员会

构成：召集人1人，委员若干。

产生办法：召集人为CUPT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委员为当年参赛各校代表（必须参

与当年竞赛，担任领队或裁判），要求每校选派1名代表（当年和一下年度主办校可选

派2名），代表一经选定一般不做调整。

职责: 各委员负责本校的CUPT的相关事宜，全国竞赛委员会负责竞赛规则审议，

竞赛规则解释及竞赛题目确定等相关问题的决议。全国竞赛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安排在比赛期间或赛后一天，具体时间由当届地方组委会安排），商讨并决定比赛

赛期间或赛后一天，具体时间由当届地方组委会安排），商讨并决定比赛的具体事宜。

2.3. 地方组委会

构成及产生：委员会的组成由当届CUPT的承办方决定，需在竞赛前至少3个月公布。

职责：负责组织承办当年CUPT，同时牵头决定以下事宜，确定参赛的注册费，确

定参赛高校、裁判人数以及和观摩人员人数，确定比赛的具体时间；根据比赛规则做

好比赛技术服务。

2.4. 裁判委员会

构成：裁判长1人，成员若干。

产生：每年调整一次，由竞赛CUPT指导委员会推荐产生并经全国竞赛委员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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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至少参与过3届竞赛裁判工作或当年和一下年度主办校裁判代表，熟悉竞赛规则，

评分公平准确。

职责：竞赛期间负责赛前裁判培训，负责竞赛规则解释和争议解决，负责赛场裁

判安排和裁判主席选定；负责受理竞赛投诉、核实及记录工作，负责修订评分细则供

全国竞赛委员会讨论。

3. 竞赛规则及赛程

3.1. 竞赛题目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参题目参考同年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IYPT）题目，

在力、热、光、电等物理分支下共设 17 个题目，参考 http://iypt.org/Problems。

3.2. 参赛队组成与报名

（1）参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每队由5名队员和1-2名领队组成，

队伍名单和身份在报到确认后不可更改。

（2）过去3年中至少参与2届竞赛和上一年度观摩过CUPT的高校可组织队伍参赛，

原则上每所高校派出1支参赛队。

（3）队员要求为本科生，不限年级和专业，特殊情况队员可少于5名但不能少于3

名，由1名队员作为队长，在竞赛赛场作为该队的官方代表。

（4）领队可以是学生或教师。

3.3. 裁判

（1）竞赛裁判由各高校教师担任，原则上每个参赛高校选派2-3名裁判（裁判可

以是领队老师兼任），同时竞赛地方组委会可以邀请非参赛高校教师作为独立裁判，

竞赛裁判资格由竞赛地方组委会确认。

（2）每场竞赛由5-7名裁判组成的裁判组评判，回避本校队伍参赛的竞赛，同时

每个裁判尽量避免多次裁判同一支队伍。

4. 竞赛日程

竞赛分为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每支队伍参加五轮预选对抗赛，五轮预选对抗

赛优胜者进入决赛。比赛前由当届竞赛地方组委会指定竞赛日程安排。

5. 竞赛规则

本项竞赛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以抽签分组、团队辩论的方式进行。赛前通过抽

http://iypt.org/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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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分组，每支队伍参加五轮预选对抗赛，每轮对抗赛由四支队伍参加。抽签过程中要

避免两队重复相遇。

每一轮对抗赛分为四个阶段，这四支参赛队扮演四种不同角色，即：正方、反方、

评论方和观摩方,进行四个阶段的比赛。每一轮对抗赛中角色的转换顺序如下：

四支队伍参加比赛时：

队伍编号 队1 队2 队3 队4

1阶段 Rep(正) Opp(反) Rev(评) Obs(观)

2阶段 Obs(观) Rep(正) Opp(反) Rev(评)

3阶段 Rev(评) Obs(观) Rep(正) Opp(反)

4阶段 Opp(反) Rev(评) Obs(观) Rep(正)

每一阶段比赛定时 45 分钟，具体流程如下：

流程 限时（分钟）

反方向正方挑战竞赛题目 1

正方接受或拒绝反方挑战的题目

正方准备 1

正方进行所选题的报告 12

反方向正方提问，正方回答 2

反方准备 2

反方的报告（最多3分钟），正反方讨论 13

评论方提问，正、反方回答 3

评论方准备 2

评论方报告 4

正方总结发言 1

打分，裁判点评与讨论 4

总计 45

对抗赛中对不同角色的要求：

正方就某一问题做陈述时，要求重点突出，包括实验设计、实验结果、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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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讨论和结论等。反方就正方陈述中的弱点或者谬误提出质疑，总结正方报告的优

点与缺点。但是，反方的讨论过程不得包括自己对问题的解答，只能就正方的解答展

开讨论，评论方对正反方的陈述给出简短评述。观摩方不发表意见。

在每一阶段的比赛中，每支队伍只能由一人主控发言，其他队员只能做协助工作，可

以和主控队员交流，但不能替代主控队员进行陈述。在每一轮对抗赛中每个队员最多

只能作为主控队员出场两次。作为正方，在一支队伍的全部比赛中，每个队员作为主

控队员进行陈述次数不能超过三次。

题目挑战和拒绝规则：

在同一轮对抗赛中，题目只能被陈述一次。

反方可以向正方挑战任何一道题目，但有以下情况除外：

A) 正方在先前比赛及本轮中已经拒绝过的题目

B) 正方在先前比赛及本轮中已经陈述过的题目

C) 反方在先前比赛及本轮中作为反方挑战过的题目

D) 反方在先前比赛及本轮中作为正方陈述过的题目

如果可供挑战的题目小于5道，则上述限制按照DCBA的顺序予以解除。在一支队伍

的全部比赛中正方对于可供挑战的题目，总计可以拒绝三次而不被扣分，之后每拒绝

一次则从正方的加权系数中扣去0.2分。累计拒绝六次，将不计名次，不参与评奖。

第五轮次对抗赛使用题目由正方自选，但需遵循如下规则：

1) 按照竞赛对阵图，队伍做正方顺序依次选择题目并在每阶段对抗赛开始前由正

方公布所选题目。

2) 正方自选题目在本轮对抗赛中不能重复。

3) 正方自选题目不能在先前比赛中作为正方陈述过，且决赛中不能再使用该题作

为正方陈述题目。

评分与成绩：

在一轮对抗赛中，每一阶段赛过后，每位裁判就各队承担的角色表现打分，分数

为1至10分的整数分数，裁判组的平均分数作为该阶段赛的成绩（角色成绩），计算参

赛队的一轮比赛成绩时，不同角色的加权系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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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 3.0（或者少于3.0，见竞赛规则）；

反方：× 2.0 ；

评论方：× 1.0 。

各参赛队在一轮对抗赛中的成绩为各阶段赛成绩的加权总和，并把结果四舍五入

保留 2位小数。各参赛队的预选赛总成绩为该队在所有五轮对抗赛中取得的成绩总和。

注：加权方法：（（最高分+最低分）/2+其他分数）/（裁判数-1）

决赛：

以预选赛总成绩进行排名，前三名进入决赛。如果预选赛总成绩相同，则以各队

赢得的对抗赛场次数目决定前三名。如果出现在所有五轮预选对抗赛中均获得分赛场

成绩最高并且没能进入前三的队伍，其中总成绩最高的一支队伍作为第四支队伍进入

决赛。进入决赛队伍的角色顺序由预选对抗赛的总成绩确定，成绩由高到低分别担任

竞赛角色顺序由高到低。例如：队伍依成绩由高到低，分别担任角色顺序表中队3，2，

1（或队4，3，2，1）。决赛名单公布后四小时内，决赛队伍确定自己陈述的题目。如

果题目相同，预选赛总成绩高的队伍有优先选择权。题目确定后立即公布。

6. 排名与奖励：

竞赛团队奖：

1) 特等奖：进入决赛的队伍和其他没能进入决赛的五轮预选对抗赛中均获得分赛

场成绩最高的队伍；决赛第一名获得奖杯。

2) 一等奖：在所有参赛队中排名前20%（四舍五入）除去获特等奖队伍获一等奖。

3) 二等奖：在所有参赛队中排名前50%（四舍五入）除去获特等奖和一等奖队伍

获二等奖。

4) 三等奖：其余完成比赛队伍获得三等奖。

如有两参赛队预选赛总成绩相等，则以各队赢得的对抗赛场次数目决定。每支获

奖队伍及领队授予相应的证书。

示例：如一共51支队伍，产生了预选赛前三名，另有2支队伍在五轮预选对抗赛中

均获得分赛场成绩最高分，其中较高分的一队进入决赛，则4支队伍进入决赛，这样有

5支队伍获特等奖，一等奖的队伍数为51×20%-5=5.2，取整数5；二等奖的队伍数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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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5=16，第11名到26名获得二等奖，其余获得三等奖。

竞赛个人奖五项，每项3人：

1) 最佳选手奖，要求做过正、反、评三个角色的报告人，按加权系数计算报告得

分后总分最高的3人

2) 最佳女生奖，要求女生，按加权系数计算报告得分总分最高的3人

3) 最佳正方奖，正方报告人总分最高的三人

4) 最佳反方奖，反方报告人总分最高的三人

5) 最佳评论方奖，评论方方报告人总分最高的三人

7. 竞赛投诉及处理

裁判打分后不得更改。

参赛队如对裁判评分由异议，可书面向裁判委员会提交投诉。

裁判委员负责对投诉进行核实，如裁判在判罚中出现明显有失公正和错误评分可

对裁判做出暂停或终止其裁判资格处罚，但不改变当轮成绩。

8. 关于观摩

参赛学校除参赛教师和队员外可以申请观摩人员，但每个学校限定4个观摩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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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年吉林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参赛回执

参赛单位 总人数

领队 1 手机 QQ/Email

领队 2 手机 QQ/Email

学生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QQ Email 备注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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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年吉林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观摩回执

观摩单位 总人数

领队 1 手机 QQ/Email

领队 2 手机 QQ/Email

学生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QQ Email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