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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杯高校 AI 挑战赛暨 2018 年第一届“兴吉”杯

吉林大学高校 AI 选拔赛通知

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协会【2018】5 号

吉林大学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协会【2018】4 号

吉林大学趣玩吧【2018】10 号

吉林大学各学院学生：

党的十九大制定了面向新时代的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习主席强调，信

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

历史机遇，加强网上正面宣传，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

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主

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未来杯高校 AI挑战赛” Futurelab.AI（FA）致力于实现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及应用在高校的普及。本次大赛由睡前 Futurelab、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网易科技联合主办，面向全国高校在读学生，大赛每年举办

一次，本次大赛将于 2018年 3月至 2018年 8月期间举行，与计算机学会

(CCF)、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顶级学会及组织进行紧密合作，

是高校在大数据及 AI 领域最大规模、最具权威的科技竞赛。
通过与国内外最优秀企业合作的方式，让高校学子充分了解实际企业

需求，选拔并培养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方面的优秀人才。大赛在组织之初便

获得多方支持。无论是初设人工智能学院的南京大学，还是刚刚成立的西

湖大学，均涵盖在本次大赛的发起单位之中。此外，包括北大、清华、复
旦、上海交大、哈工大等在内的中国高校 C9 联盟的 8 所院校参与了联合
发起。且目前已确认的 40余家联合发起高校中，985、211的院校占了绝

大多数。

赛事分组：

生活设计组 科幻文学组

赛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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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赛对象：吉林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在读学生均可参赛，因为设

有非专业组，鼓励文学，历史，经济，管理，哲学，化学，商学等学院的

学生积极参加，充分发挥吉林大学学科齐全，学科交叉的优势。

②报名时间：2018年 6月 7日-6月 30日（以开启报名入口为准，可

关注大赛小助手微信账号：futurelab001）
③报名渠道：所有参赛者统一线上报名，发送负责人个人信息（班级+

姓名+学号+联系方式）至邮箱 3222868018@qq.com，并登录大赛官网

http://ai.futurelab.tv/ ，完成个人信息注册，即可报名参赛。

生活设计组

参 赛 类 别

“AI未来-美好生活再思考”基于 AI技术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重新构

建出发，分为智慧家居、未来娱乐、智能消费三大领域，进行产品及生活

方式的艺术设计，构建未来之创想。

1.智慧家居

包含家具、家电、空间、出行四大类别，围绕智慧生活进行设计，打

造梦想中的未来的家居。

2.未来娱乐

包含游戏、社交应用、运动、阅读出版四大类别，围绕未来的娱乐方

式进行设计，改变我们的娱乐体验方式。

3.智能消费

包括美食、时尚、健康、旅行四大类别，围绕未来的消费理念进行再

设计，创造新型的生活消费理念。

比 赛 要 求

1.请登录报名网站：http://ai.futurelab.tv/，填写参赛报名表并上传作品；

2.上传作品要求

需以压缩包形式进行上传作品，压缩包内需包含：作品说明（可充分

说明作品理念）、作品文件；

命名要求：压缩包需标注“参赛类别-学校-姓名（可多名）”；

视频建议采用MP4或MPEG格式，图片建议采用 JPG或 PNG格式，

作品说明建议采用 DOC，DOCX或 PDF格式；

上传的压缩包需小于 500M；

如大于 500M的作品，请将文件发送至邮箱 3188890657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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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项 设 置

奖学金

第一名：50000元 1名
第二名：20000元 1名
第三名：10000元 1名
奖励/荣誉

获得华为及金山云就业、实习机会

业内专家、大咖指导和交流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奖学金荣誉证书

赛 程 安 排

1.作品征集时间：2018年 4月 20日-2018年 6月 30日

网络征集方式，请登录报名网站：http://ai.futurelab.tv，填写参赛报名

表，并上传高精度质量作品。

2018年 4月 20日开始征集至 2018年 6月 30日截止。

2.作品评审时间：2018年 7月 2日-2018年 7月 30日

经过区域高校递交并推举出入围作品，之后每个区域经过初评评选出

1-3份作品，取得总决赛资格。

3.总决赛及颁奖典礼：2018年 9月

入选总决赛作品进行现场路演，本次大赛的专家委员会进行大赛现场

终评。

总决赛地点：北京

版 权 声 明

1.参赛作品数量不限，提交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作品，如作品有侵犯

他人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版权问题，由参赛者本人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

2.主办方有权使用当年区选和决选获胜作品用于出版、展示和宣传 ；

除此之外的作品版权归作者自己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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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组

赛 题 要 求

5000-20000字的小说

比 赛 要 求

1.全国高校本科、硕士、博士在读学生均可参赛；

2.个人报名，为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需实名认证；

3.报名方式：登录大赛官网 http://ai.futurelab.tv/，完成个人信息注册，

即可报名参赛；

4.参赛队员必须遵守并签署《竞赛协议》。

格 式 要 求

1.作品文件采用 doc/docx格式

2.文件名命名为：【作者名-《文章名》-字数】

如：刘慈欣-《烧火工》-9023

3.正文要求：包含题目和作者（宋体+TIMES 18，居中）

如：

烧火工

作者：刘慈欣

4.首行缩进，2倍行距

5.其他默认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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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项 设 置

奖学金

第一名：50000元 1名
第二名：20000元 1名
第三名：10000元 1名
奖励/荣誉

世界科幻之旅资助金 1万
有资格参加专家级写作训练营

业内专家、大咖指导和交流

有资格参加线上课程培训

有资格参加写作训练营

有资格免费参加亚太科幻大会

获得华为及金山云就业、实习机会

获得作品出版机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奖学金荣誉证书

奖项说明

参加当年亚太科幻大会差旅自理。

世界科幻之旅资助金可用于当年或次年世界科幻大会或其他未来局组

织的海外项目，申报订票完成后如有余额发放到本人。

版 权 声 明

1.参赛作品数量不限，提交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作品，如作品有侵犯

他人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版权问题，由参赛者本人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

2.主办方有权使用当年获胜作品用于出版、展示和宣传 ；除此之外的

作品版权归作者自己所有。

社团声明：

1.参赛团队如果故意宣传反动言论与蓄意攻击组委会，甚至进行暴力

色情赌博等违法乱纪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刻取消参赛资格。

2.本次校赛坚持“缩小规模，全程公益”，一旦发现任何人以任何形

式收取任何费用，直接到我校党委，纪委处予以举报。所有费用全部从负

责人奖助学金扣除，但获奖荣誉属于参赛选手和吉林大学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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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校赛和社团活动等一致，与学科竞赛体系等无关，更加强调学

术性和兴趣性，同时注重校企对接，成果转化。

4.本次校赛对于推动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等各大学院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和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联系方式：

如有疑问，请联系校赛组委会工作人员。

联系人：

肖乐乐：166244034@qq.com

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协会

吉林大学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协会

吉林大学趣玩吧

2018 年 6月 7 日

mailto:16624403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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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赛事组织

1 大赛组织

1.1 主办单位：睡前科技有限公司

1.2 联合主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网易科技

1.3 联合发起单位（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1.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3.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

4.西湖大学、
5.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6.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7.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8.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9.西安交通大学、

10.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1.东北大学、

12.青岛大学数据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
13.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4.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5.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6.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软件学院、

17.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18.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

19.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工程实验室、
20.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1.贵州师范大学、
22.贵州大学、

23.贵州理工学院、
24.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

25.四川大学计算机(软件)学院、
26.华北电力大学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7.内蒙古大学、
28.北京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

29.厦门大学、
30.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31.大连理工大学、
32.云南大学、

33.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34.山东大学（青岛）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35.北京理工大学、
36.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37.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38.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

39.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40.未来事务管理局、

4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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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华为消费者 BG

1.5 特别支持：共青团贵州省委

1.6 云服务全程赞助：金山云

1.7 战略合作媒体：网易智能、未来网

1.8 合作机构：来 Offer、1024 学院、中软国际、中国创业学院

附件二：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是团中央直属非营利性公益

机构。1989 年 10 月，中国青基会发起实施希望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

可，多次获得政府表彰，被认为是 20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公益活动之一。

截至 2016 年末，我们累计接受捐款 129.5 亿元，资助学生 5,536,000 名，援建

希望小学 19,388 所。现在，每 1000 个中国人中就有至少 3 人享受过希望工程

助学金，每 100 所农村小学中就有 7 所是希望小学。

2018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人工智能，人工

智能成为新时代国家战略。为了推广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在高校的普及，

中国青基会联合睡前科技 Futurelab、网易科技共同举办“未来杯高校 AI 挑战

赛”，旨在普及智能科学与技术知识，提高高校学子采用智能科学理论与技术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实践能力，激励优

秀人工智能及大数据人才，助力实现科技兴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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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简介

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Jili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s，JiLin University）
是吉林大学最大的学院之一，学院的学科专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合校建院

后，通信工程学院的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各方面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

合校后学科整合的优势得以充分体现。目前，学院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

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较完善的学科基础。

学院下设通信工程系、测控技术与通信仪器系、控制科学与工程系、

电子工程系、光通信科学与技术系、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和技术培训中

心等教学机构。设有信息产业部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信息产业部通信新

技术重点实验室、吉林省智能信号识别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吉林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信号检测技术与仪器研究所、微弱信号检测与估计实验室

等科研机构。

目前，学院设有通信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信号处理与仪器）、自

动化、信息工程四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约 3000人，在校研究生 500余
人。学院具有通信与信息系统、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两个学科为吉林省重

点学科。

多年来，学院为国家培养了诸如 360总裁齐向东，IEEE Fellow、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教授梁应敞等大批信息、通信与控制学科领域的政商人

才、高层次工程师、科研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2008-2012年各专业平均一次性就业率在 95%以上，其中选择保研和考

取研究生的学生总数占 30%，保送研究生的比例为 14%，进入国企和三资

企业及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占总毕业生的 60%以上.
知名校友：

陈先舟 革命先烈,民盟中央常委

古大存 老革命家,中共七大，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

梁应敞 博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IEEE Fellow [9] ,师从著名通信

研究领域王树勋教授

张伟(Weizhang) 博士,IEEE Fellow,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宋令阳 博士,北京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鲍长春 博士,国际语音通信学会(ISCA)会员,中国电子学会理事,师从我

国著名微弱信号检测领域戴逸松教授

齐向东 奇虎 360公司总裁

李月杰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执行董事

赵炳弟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哲 深圳市蔚科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董事长,吉林大学深圳校友

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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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彦生 21世纪优秀人才,科技部互联网行业专家组专家,管家帮董事长

李吉海 深圳市飙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洪海 深圳市富德康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附件四：奖学金与证书详细

4 奖励/荣誉

4.1 AI 专业组（图像算法/语音算法）

4.1.1 参赛队伍

为所有参赛队伍提供竞赛中上百 GB 规模数据集，高性能运算怪

兽 Tesla P4 GPU 的免费使

用 4.1.2 区域赛

获奖说明：区域赛阶段，各区域中系统评定分数前五名的队伍进

入现场答辩环节，最终在区域赛现场答辩环节中获得各区域内前三名

的队伍可获得以下奖励权益：

4.1.2.1 奖学金

第一名 5000 元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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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2000 元 1 名

第三名 1000 元 1 名

4.1.2.2 奖励/荣誉

※可参加华为、金山云大数据及 AI 专项培训、AI 现场授课、AI

在线直播

※免费成为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会员

※获得华为及金山云的就业、实习机会

※业内专家、大咖指导和交流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奖学金荣誉证书

4.1.3 决赛

获奖说明获奖说明：决赛阶段，各区域中系统评定分数第一名的

队伍晋级决赛，决赛系统评定分数前五名的队伍进入决赛现场答辩环

节，最终在决赛现场答辩环节中获得各项目内前三名的队伍可获得以

下奖励权益：

4.1.3.1 奖学金

第一名 50000 元 1 名

第二名 20000 元 1 名

第三名 10000 元 1 名

4.1.3.2 奖励/荣誉

※可参加华为、金山云大数据及 AI 专项培训、AI 现场授课、AI

在线直播;

※免费成为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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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华为及金山云就业、实习机会

※业内专家、大咖指导和交流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奖学金荣誉证书

4.2 未来设计组——生活设计

获奖说明：选手在大赛征集作品期间按时上传作品，根据首席科

学家及专家委员会直接评定作品成绩，并在大赛指定时间直接公布获

奖人。

4.2.1 奖学金

第一名 50000 元 1 名

第二名 20000 元 1 名

第三名 10000 元 1 名

4.2.2 奖励/荣誉

※获得华为及金山云就业、实习机会

※业内专家、大咖指导和交流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奖学金荣誉证书

4.3 未来设计组——科幻文学

获奖说明：选手在大赛征集作品期间按时上传作品，根据首席科

学家及专家委员会直接评定作品成绩，并在大赛指定时间直接公布获

奖人。

4.3.1 奖学金

获奖说明：选手在大赛征集作品期间按时上传作品，根据首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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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及专家委员会直接评定作品成绩，并在大赛指定时间直接公布
获

奖人。

第一名 50000 元 1 名

第二名 20000 元 1 名

第三名 10000 元 1 名

4.3.2 奖励/荣誉

获奖说明：所有晋级决赛的选手均可获得

※世界科幻之旅资助金 1 万

※有资格参加专家级写作训练营

※业内专家、大咖指导和交流

※有资格参加线上课程培训

※有资格参加写作训练营

※有资格免费参加亚太科幻大会

※获得华为及金山云就业、实习机会；

※获得作品出版机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奖学金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