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竞赛项目名称 类别 承办学院 负责人

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2020智能制造大赛分赛区初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机械工程学院 刘征宇

2 参加“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2020智能制造大赛”分赛区初赛及全国总决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机械工程学院 刘征宇

3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机械工程学院 郑召丽

4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机械工程学院 刘炀

5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慧鱼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机械工程学院 钟东

6 全国大学生数字化产品设计大赛 其他 机械工程学院 朱立红

7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 其他 机械工程学院 钟东

8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光青

9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永强

10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 其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奎晶

11 “永冠杯”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顺荣

12 举办材料学科基础知识竞赛 其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传妹

13 全国（安徽省）电子设计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刘春

14 iCAN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杨淑英

15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陈斌

16 第九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李磊

17 第九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合肥工业大学校赛 其他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李磊

18 2020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移动应用创新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李磊

19 2020年信息安全竞赛作品赛合肥工业大学校赛 其他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樊玉琦

20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作品赛及攻防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樊玉琦

21 合肥工业大学第六届互联+创新创业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杨兴明

22 合肥工业大学第十二届电子设计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杨兴明

23 全国（安徽省）电子设计竞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杨兴明

24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吴共庆

25 2020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薛峰

2020年合肥工业大学大学生科技竞赛资助项目



26 2020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薛峰

27 合肥工业大学第十六届机器人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方宝富

28 安徽省机器人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方宝富

29 2020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方宝富

30 安徽省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决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卫星

31 举办第16届校程序设计竞赛 其他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曹力

32 参加安徽省第五届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 其他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曹力

33 参加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ICPC）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曹力

34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曹力

35 参加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省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曹力

36 2020年数字媒体创新设计校赛暨省赛选拔赛 其他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李琳

37 2020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模拟电子系统设计专题邀请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金兢

38 合肥工业大学基础力学竞赛暨安徽省大学生力学竞赛选拔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柳兆涛

39 安徽省大学生桥梁设计大赛 其他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汪权

40 2020年第12届CAR-ASHRAE学生设计竞赛 其他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祝键

41 第三届安徽省高校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王成刚

42 第二届国际大学生工程力学竞赛（亚洲赛区） 其他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许海燕

43 合肥工业大学第八届水利创新设计大赛/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预选 安徽省A、B类竞赛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魏松

44 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王辉

45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加筋土挡墙设计大赛 （路德杯） 其他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朱亚林

46 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BIM系列软件建筑信息模型大赛 其他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蒋庆

47 第三届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竟赛 其他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何伟

48 举办2020年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化学与化工学院 魏凤玉

49 举办合肥工业大学化工设计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化学与化工学院 姚运金

50 参加2020年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华中区和全国总决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化学与化工学院 姚运金

51 参加2020年第三届全国“互联网+化学反应工程”课模设计大赛 其他 化学与化工学院 张卫新

52 “新时代·新思想·新青年”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竞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志斌



53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经济学院 李影

54 第六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暨合肥工业大学校内选拔赛 其他 经济学院 王海涛

55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外国语学院 黄贵

56 201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外国语学院 田键

57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外国语学院 柴孙乐子

58 202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外国语学院 赵伟兴

59 2020“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外国语学院 潘晨曦

60 2020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英语) 其他 外国语学院 黄娟

61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文法学院 任雪萍

62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校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文法学院 何红艳

63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 其他 文法学院 何红艳

64  时报金犊奖 其他 文法学院 何红艳

65 安徽省大学生质量文化与品牌创意设计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文法学院 王忠

66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挑战赛安徽省总决赛暨全国选拔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管理学院 何建民

67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纪峰

68 第四届安徽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纪峰

69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吴晔

70 校科技制作大赛 其他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朱怀谦

71 第三届“敦煌国际设计周”设计大赛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苏剑鸣

72 2020清润奖大学生论文竞赛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曹海婴

73 2019年第十届全国绿色建筑设计竞赛暨第七届世界大学生绿色建筑课程设计竞赛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王旭

74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分会“室内设计6+”联合毕业设计评奖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郭浩原

75 2020第六届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郑志元

76 艾景奖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竞赛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张 泉

77 全国大学生第九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宋蓓蓓

78 第十一届园冶杯大学生国际竞赛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张 泉

79 2020（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其他 建筑与艺术学院 殷晓晨



80 第七届安徽省工业设计大赛（外观类） 安徽省A、B类竞赛 建筑与艺术学院 殷晓晨

81 2020 易智瑞杯中国大学生GIS软件开发竞赛 其他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赵萍

82 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高校GIS技能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陈国旭

83 第三届安徽省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及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军辉

84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军辉

85 高保真度生物标本制作大赛 其他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军辉

86 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罗水忠

87 安徽省工业设计大赛（食品类） 安徽省A、B类竞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罗水忠

88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竞赛 其他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胡雪芹

89 举办合肥工业大学第十二届大学生数学竞赛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安徽赛区)选拔赛 其他 数学学院 杨志林

90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安徽赛区） 安徽省A、B类竞赛 数学学院 张莉

91 安徽省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合肥工业大学选拔赛 其他 数学学院 张莉

92 安徽省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数学学院 贾兆丽

93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安徽省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数学学院 刘桂庆

94 2020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数学学院 焦贤发

95 2020年安徽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电子科学与应用物理学院

（微电子学院）
张霆

96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代胜

97 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代胜

98 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代胜

99 举办中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校内选拔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钱叶剑

100 参加中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钱叶剑

101 中国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 其他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汪永嘉

102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叶兵

103 举办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校内选拔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叶兵

104 安徽省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安徽省A、B类竞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叶兵

105 全国高校智能交通创新与创业大赛 其他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叶兵

106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 高校排行榜竞赛 工业培训中心 郑红梅



107 第六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高校排行榜竞赛 工业培训中心 甘婧

108 2020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青年创客大赛 其他 工业培训中心 陈静

109 第十三届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其他 工业培训中心 任泰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