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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章程

一、概况

1.1 大赛背景和宗旨

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中起着关键作用。为

贯彻落实国家集成电路发展战略重要部署，服务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大局，创新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养模式，为集成电路产业提供大批优秀的后备人

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特举办“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以服务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打造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将行业发展需求融入教学过程，提升在校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工程素质以及团队协作精神，助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1.2 大赛特色

汇聚全国高校，吸引优秀人才

产学协同创新，服务产业发展

以竞赛促学习，以培训促提升

积聚创新项目，引导创业实践

二、组织构架

2.1 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承办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协办单位：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产学融合发展联盟、IEEE 中国代表处、北京电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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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赛单位：IEEE 中国代表处、杭州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市紫光同创电子有限公司、北京紫光展锐科技有限公司、华夏芯（北京）通用处理器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arm、NI

支持单位：Cadence、Xilinx、ADI、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芯创智（北京）微电子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北京智芯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2.2 大赛组委会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大赛组织工作。

2.3 大赛专家委员会

大赛首席科学家由中国工程院邓中翰院士担任。

大赛专家委员会由大赛主办方统一聘请，大赛专家委员会顾问由严晓浪教授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由北京大学张兴教授担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由

东南大学孙伟锋教授担任。

大赛专家委员会负责把握赛题方向、大赛章程、验收评审等工作。

大赛专家委会成员名单：

刘泽文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教授

韩郑生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总工程师、研究员

李文宏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

贺光辉 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汤勇明 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书记、教授

何乐年 浙江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教授

罗小蓉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系主任、教授

朱樟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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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刘大可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冯士维 北京工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信息学部副主任、教授

梁红伟 大连理工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教授

吴江枫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 丽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林福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电子学院首席科学家、教授

杜高明 合肥工业大学电子科学与应用物理学院副教授

陆培民 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赵毅强 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

邢建平 山东大学微电子学院实验中心主任、教授

邹雪城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国际微电子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雷鑑铭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国际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郭 阳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

邓少芝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李 斌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

耿 莉 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教授

樊晓桠 西北工业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院长、教授

闫 江 北方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郭宇峰 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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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钧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保平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2.4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大赛组委会下设秘书处，由主办方、院校代表、企业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大赛的具体组织工作。

成员名单：

王 威（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张杰妹（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汤勇明（东南大学）

尹 敏（杭州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

蔡广全（深圳市紫光同创电子有限公司）

陈 黎（北京智芯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王彦威（北京智芯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三、 参赛须知

3.1 参赛对象

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专业（电子、信息、计算机、自动化等）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硕士/博士）。

3.2 赛区划分（拟）

(1) 华北赛区：河北、北京、天津、山东。

(2) 东北赛区：黑龙江、吉林、辽宁。

(3) 西北赛区：山西、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

(4) 西南赛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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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华南赛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港澳台地区。

(6) 华东赛区：上海、江苏、浙江。

(7) 华中赛区：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

3.3 参赛流程

本届大赛采用初赛+分赛区决赛+全国总决赛赛制。全国划分为若干赛区，学生根据学校所在省份参加分赛区决赛，最后优胜者进入全国总决赛。

本届大赛特设置校内选拔赛环节，如果学校总体报名队伍不少于 20 支，参赛院校可申请校内选拔赛；若校内选拔赛获得批准，则所在学校的参赛队

伍必须参加校内选拔赛。组委会根据学校的校内选拔赛结果，确定进入初赛环节的名单。校内选拔赛的形式由学校自行决定，校内选拔赛成绩不计入后

续成绩。

(1) 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2019 年 3 月 15 日，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2) 作品设计时间：2019 年 1 月-2019 年 5 月

(3) 校园选拔赛时间（可选）：2019 年 6 月 1 日之前

(4) 作品提交截止时间：2019 年 6 月 10 日

(5) 初赛评审时间：2019 年 6 月底

(6) 分赛区比赛：2019 年 7 月

(7) 全国总决赛：2019 年 8 月，南京（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4 报名方式

本届大赛采取注册参赛的形式，报名要求如下：

(1)学生自行组队（可跨校组队），每个团队 1-3 人，每队指导教师 1-2 位，报名表需要学校或学院盖章。

(2)每位同学只能参加一个团队，每队可选择一个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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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队成员均是本科生的参赛团队划入“本科生组”，其余团队划入“无限制组”，无限制组不能报名只面向本科生组的题目。（本科生身份确认以报

名时状态为准）

大赛官网：http://univ.ciciec.com

3.5 参赛费用

本届大赛每队须交押金 300 元人民币。押金的目的是希望参赛队遵守大赛章程，避免浪费赛事资源。如果参赛团队按照大赛章程要求完成赛事流程，

报名押金将于全国总决赛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退回。若参赛团队未按照大赛章程要求完成赛事流程而又没有合理理由，则押金不予退还。

选手及指导老师在分赛区决赛和全国总决赛期间产生的交通、住宿、用餐等费用自理。

四、评选办法及奖项设置

大赛一般设置初赛、分赛区决赛、全国总决赛三个环节，如杯赛有特殊要求，以杯赛要求为准。本届大赛特设置校内选拔赛环节，校内选拔赛无统

一要求，学校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申报。

4.1 校内选拔赛（可选择）

如果学校总体报名队伍不少于 20 支，参赛院校可向大赛组委会申请举办校内选拔赛；若校内选拔赛获得批准，则所在学校的参赛队伍必须参加校内

选拔赛。组委会根据学校提交的校内选拔赛结果，确定进入初赛环节的名单。

校内选拔赛具体形式由学校自行决定，校内选拔赛成绩不计入后续成绩。

4.2 初赛

初赛评审工作由杯赛企业技术专家进行。企业专家根据学生提交的作品，进行线上技术评分。组委会根据企业技术评分，确定入围分赛区决赛名单，

并公布在大赛官网和公众号上。

4.3 分赛区决赛

（1）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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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赛区决赛由分赛区承办方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组委会根据参赛团队的现场评审得分和初赛技术评分，得出分赛区成绩，并确定和公布全国总

决赛入围名单。

面向本科生组的企业杯赛，按照分赛区成绩排名；面向无限制组的企业杯赛，一等奖按照分赛区成绩产生，二等奖和三等奖根据本科生与研究生的

比例为本科生预留所在奖项不低于 30%的获奖名额。

（2）奖项设置

分赛区设置一、二、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总获奖团队不超过参加分赛区决赛总数的 50%。

原则上分赛区每个杯赛排名前 30%的队伍获得分赛区一、二等奖，一、二等奖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如参赛队伍较多此比例可调整至 20%。

分赛区获奖团队无奖金或奖品奖励，各分赛区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一定的奖励，奖品或奖金不超过 1000 元/队。

所有获奖团队的指导教师，均可获得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分赛区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4.3 全国总决赛

(1) 评选办法

总决赛评审工作由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根据参赛团队在演讲汇报、作品演示、提问 3 个环节的综合表现确定比赛成绩。组委会根据专家

评审成绩，确定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并公布在大赛官网和公众号上。

面向本科生组的企业杯赛，按照比赛成绩排名；面向无限制组的企业杯赛，一等奖按照比赛成绩产生，二等奖和三等奖根据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

为本科生预留所在奖项不低于 30%的获奖名额。

（2）总决赛奖项设置

1) 参赛团队奖

各杯赛均设置一、二、三等奖，其余为优秀奖，所有获奖选手均可获得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颁发的获奖证书。

一等奖比例不超过总决赛团队数量的 15%，奖励 3000 元人民币（税前）或等值奖品；从各杯赛一等奖团队中产生 1 个企业专项奖，奖励团队 1 万元

人民币（税前）或等值奖品，企业专项奖与一等奖团队的奖励不可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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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比例不超过总决赛团队数量的 25%，奖励奖金 2000 元人民币（税前）或等值奖品。

三等奖比例不超过总决赛团队数量的 40%，奖励奖金 1000 元人民币（税前）或等值奖品。

若杯赛企业对奖项设置另有要求，会在赛题中进行说明。

2) 单项奖

大赛设置赛场之星奖、企业单项奖等，具体奖项和奖励措施将在大赛官网公布。

3) 优秀指导教师奖

一二三等奖团队的指导教师，可获得大赛组委会颁发的“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4) 优秀组织奖

根据各学校在第三届大赛中的队伍数量和获奖情况，计算各学校积分，具体算法如下：

i.分赛区一等奖积分 10 分，二等奖积分 5 分，三等奖积分 2 分，其他队伍积分 1 分；

ii.总决赛一等奖积分 10 分（企业专项奖积分 20 分），二等奖积分 5 分，三等奖积分 2 分，优秀奖积分 1 分；

iii.按照上述积分求和，计算各学校总积分；

iv.总积分前 20 名，获得优秀组织奖。

获得第三届大赛优秀组织奖的学校可推荐一支通过初赛的队伍直接晋级第四届全国总决赛（不占全国总决赛入围名额），同时晋级团队可获得分赛

区学生论坛的演讲名额。

五、大赛平台支持

培训计划：参赛学生可参加大赛平台提供的免费技术培训；

流片计划：部分优秀项目可获得大赛提供的免费流片和封测资格；

投资对接计划：具备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可获得投资和行业资源对接机会；

实习实战计划: 获奖的优秀选手可优先获得企业提供的实习就业机会或项目实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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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事项

1.参赛作品严禁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参赛选手将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2.大赛组委会及其工作人员应尊重和保护参赛团队的知识产权。

3.大赛组委会对参赛团队提交的材料拥有使用权和展示权，全国总决赛结束后，组委会有权整理出版优秀作品文集。

4.参加企业命题杯赛的作品，杯赛出题企业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参加本企业杯赛及单项奖获奖团队作品的知识产权，如杯赛企业有特殊要求，

以杯赛企业要求为准。

5.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保留对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2019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