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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  

 

 

校教字〔2020〕22 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关于公布 2020年度大学生竞赛级别认定结果的

通知 
 

各单位： 

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竞赛工作组织管理办法》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竞赛活动级别认定办法》（校教字

〔2013〕93 号），经竞赛校内负责单位申报、竞赛领导小组会议

讨论、审定，在 2018 年度大学生竞赛级别认定结果基础上，2020

年共新增认定竞赛 42 项，变更竞赛级别 8 项。2020 年度，共认

定竞赛 330 项，其中Ⅰ级甲等 23 项，Ⅰ级乙等 49 项，Ⅱ级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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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项，Ⅱ级乙等 72 项，Ⅲ级甲等 51 项，Ⅲ级乙等 58 项。现将

新增和变更认定结果予以公布。 

 

附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竞赛新增和变更级别认定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 年 8月 28日 

 

 

（联系人：袁磊  联系电话：84892737） 



—3— 

 

附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竞赛新增和变更级别认定表 

（2020年度） 

序号 校内负责单位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类别 竞赛级别 备注 

1 校科协 
国际空中机器人大赛（亚太

赛区） 

国际无人机系统协会、中国航空

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

自动化学会 

创新创业类 Ⅰ级甲等 

2013 年认定为Ⅰ

级乙等，2020年变

更 

2 
经济与管理学

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创业”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创新创业类 Ⅰ级乙等 

2013 年认定为Ⅱ

级甲等，2020年变

更 

3 教务处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年会展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创新创业类 Ⅰ级乙等 2020年认定 

4 
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中国光学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 

创新创业类 Ⅱ级甲等 2020年认定 

5 
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

创业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创新创业类 Ⅱ级甲等 2020年认定 

6 机电学院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 创新创业类 Ⅱ级甲等 2020年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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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内负责单位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类别 竞赛级别 备注 

7 自动化学院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

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部高等

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

委员会 

创新创业类 Ⅱ级甲等 2020年认定 

8 航空学院 
达索系统杯大学生创新设

计大赛 
达索系统集团 创新创业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9 机电学院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

创意大赛—智能制造大赛

华东赛区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教育部高等

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创新创业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10 校科协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

赛选拔赛（分站赛，如南京

站……）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航空运动协

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创新创业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11 
经济与管理学

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创业”挑战赛校赛 
教务处 创新创业类 Ⅲ级甲等 

2015 年认定为Ⅲ

级乙等，2020年变

更 

12 
公共实验教学

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训

练综合能力竞赛 
教务处 创新创业类 Ⅲ级甲等 

2013年认定为Ⅲ

级乙等，2020年变

更 

13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Imagine Cup 微软“创新

杯”全球学生大赛（江苏区

域赛）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类 Ⅲ级甲等 2020年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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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内负责单位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类别 竞赛级别 备注 

14 民航/飞行学院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

业委员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

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中国土木工

程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教育部

科学技术委员会环境与土木水

利学部 

学科知识类 Ⅰ级甲等 

2013 年认定为Ⅰ

级乙等，2020年变

更 

15 航空学院 国际大学生力学竞赛 白俄罗斯国立交通大学 学科知识类 Ⅰ级甲等 2020年认定 

16 航空学院 SAE国际航空设计大赛 SAE国际自动化工程师协会 学科知识类 Ⅰ级甲等 2020年认定 

17 机电学院 
“光威杯 ”中国复合材料

学会大生科技创新竞赛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等 学科知识类 Ⅰ级乙等 2020年认定 

18 
材料科学与技

术学院 

“ 核 科 学 · 奥 林 匹 克

（Nuclear Olympiad）”大

赛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学科知识类 Ⅰ级乙等 2020年认定 

19 
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 
IEEE MTT-S 学生设计大赛 IEEE微波理论与技术学会 学科知识类 Ⅰ级乙等 2020年认定 

20 
材料科学与技

术学院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

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教育研究

中心 
学科知识类 Ⅰ级乙等 2020年认定 

21 
公共实验教学

部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 

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 
学科知识类 Ⅰ级乙等 2020年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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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内负责单位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类别 竞赛级别 备注 

22 民航/飞行学院 
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

计大赛 

教育部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混凝土与水

泥制品协会教育与人力资源委

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建筑材料学

科研究会 

学科知识类 Ⅱ级甲等 

2018年认定为Ⅱ

级乙等，2020年变

更 

23 
公共实验教学

部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

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中国仿真学会 

学科知识类 Ⅱ级甲等 2020年认定 

24 
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

系统设计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电子教

育学会 

学科知识类 Ⅱ级甲等 2020年认定 

25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 

教育部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

础教育研究会、中国计算机学会

软件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软件

测评机构联盟等 

学科知识类 Ⅱ级甲等 2020年认定 

26 
经济与管理学

院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

创意大赛—工业工程与精

益管理创新大赛 

教育部工业工程教指委、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 
学科知识类 Ⅱ级甲等 2020年认定 

27 航空学院 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赛 
江苏省高等学校力学土建类教

学指导委员会、江苏省力学学会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18年认定为Ⅲ

级甲等，2020年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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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内负责单位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类别 竞赛级别 备注 

28 
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 

全国大学生智能技术应用

大赛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

研究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全

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创新

联盟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29 航空学院 
国际大学生力学竞赛（亚洲

赛区） 
白俄罗斯国立交通大学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30 
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 

赛灵思 OpenHW（开源硬件）

设计大赛 
中国电子学会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31 
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公共政策案

例分析大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公

共管理案例中心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32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CCF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

序设计竞赛（CCSP）分赛区

选拔赛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33 
公共实验教学

部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江苏省赛 

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34 
经济与管理学

院 

“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

金融精英挑战赛 
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35 民航/飞行学院 
江苏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

大赛 

江苏城市科学研究会、江苏省城

市规划研究会、南京市科学技术

协会 

学科知识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36 
公共实验教学

部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

挑战赛江苏赛区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中国仿真学会 

学科知识类 Ⅲ级甲等 2020年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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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内负责单位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类别 竞赛级别 备注 

37 
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 

“求是杯”全国公共管理案

例大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学科知识类 Ⅲ级甲等 2020年认定 

38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

江苏省区域赛 

教育部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

础教育研究会、中国计算机学会

软件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软件

测评机构联盟等 

学科知识类 Ⅲ级甲等 2020年认定 

39 民航/飞行学院 
江苏省“构力杯”高校 BIM

装配式设计大赛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育工作委

员会江苏分会、江苏省土木建筑

学会 

学科知识类 Ⅲ级甲等 2020年认定 

40 
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 

江苏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分

析大赛 

江苏省管理学类研究生教学指

导委员会 
学科知识类 Ⅲ级甲等 2020年认定 

41 信息化处 
江苏省大学生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比赛 

江苏省教育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 
学科知识类 Ⅲ级甲等 2020年认定 

42 自动化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能车

竞赛 
自动化学院 学科知识类 Ⅲ级乙等 2020年认定 

43 自动化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最美电

路创意焊接竞赛 
校团委 学科知识类 Ⅲ级乙等 2020年认定 

44 民航/飞行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改

装设计大赛 

教务处、校团委、民航/飞行学

院 
学科知识类 Ⅲ级乙等 2020年认定 

45 艺术学院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 

文化素质类 Ⅰ级乙等 2020年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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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校内负责单位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类别 竞赛级别 备注 

46 艺术学院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省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 

文化素质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47 艺术学院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

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高校数字

艺术设计大赛组委会 
文化素质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48 艺术学院 
“水杉杯”江苏省大学生话

剧展演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戏剧家

协会 共青团南京林业大学委员

会 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团联合会 

文化素质类 Ⅱ级乙等  

2014年认定为Ⅲ

级甲等，2020年变

更 

49 校团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创设

计大赛 
校团委、艺术学院 文化素质类 Ⅲ级甲等 2020年认定 

50 民航/飞行学院 全国高校模拟飞行锦标赛 

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

空运动协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中国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体育竞技类 Ⅱ级乙等   2020年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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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