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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名称 

2022年度“强国杯”技术技能大赛——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二、大赛意义 

激发高校学生学习计算机领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兴趣，鼓励学生灵活

运用计算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提升算法设计、逻辑推理、数

学建模、编程实现和计算机系统能力，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挑战精神和创

新能力，培育和选拔出一大批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信息技术人才

队伍，服务“两个强国”建设。 

三、大赛内容、形式和成绩计算 

（一） 竞赛内容 

大赛为程序设计的算法竞赛。每场比赛包含若干道赛题，参赛队向评

测系统提交每题对应的解题代码。赛题为英文题面，每题都包括题目背景

说明、输入输出说明、输入输出样例等内容。赛题涉及数学（包括微积

分、数论、概率、博弈论、组合数学）、基础算法、动态规划、数据结

构、图论、计算几何、搜索、模拟等多类算法。 

（二） 竞赛形式 

组队参赛，每个参赛队由3名队员和1名教练组成。参赛队员上机编程

并提交解题代码，实时评测，实时排名。 

（三） 参赛对象 

参赛队的师生来自同一高校，其中队员为所属高校在籍的本科生或专

科生，教练必须是所属高校在职教师，教练有责任保证参赛队员身份的真

实性。 

本科生参赛队与专科生参赛队分属两个不同组别，同场比赛。 

（四） 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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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将在大赛前组织4场分站赛和1场专科赛用于参赛高校的资格遴

选。其中，专科赛仅限高职高专学校报名参加，所有高校都可报名参加分

站赛。在分站赛、专科赛中排名靠前的高校（总数不少于110所）取得当

年大赛参赛资格。获得参赛资格的高校可报名并选派1支参赛队参加大

赛。 

在上一年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高校，可额外报名并选派1支参赛队参

加大赛。 

（五） 排名规则 

所有参赛队按照解题数多少进行排名，解题数多的排名在前；若解题

数相同，再比较总用时，总用时少的排名在前；若解题数和总用时都相

同，则排名并列。 

总用时为所有解出的赛题所用时间之和；每道赛题的用时是从竞赛开

始到该题解答被判定为正确的提交时间为止，其间每一次被判为错误的提

交将被加罚20分钟时间，没有解出的赛题不记罚时。 

以各高校排名最高队伍的名次为该高校的排名；各高校其他队伍排名

取相应位置的下一高校排名为并列名次。 

四、奖励办法 

组委会颁发一、二、三等奖奖项，并颁发获奖证书。 

高校排名前10%的参赛队获得一等奖，颁发奖牌和证书。对一等奖获

奖参赛队的教练，颁发“优秀教练”证书。 

高校排名前10%-30%之间的参赛队获得二等奖，颁发奖牌和证书。 

高校排名前30%-60%之间的参赛队获得三等奖，颁发奖牌和证书。 

本科与专科分别排名。 

五、命题原则和赛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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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命题原则 

命题组有一名负责人全权负责命题及裁判工作。命题组成员不少于6

人且每人命题不超过2题。命题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则，严禁向熟

人透露题目的内容。 

命题要完成题目描述、有梯度的完整的测试数据、标准程序、比较详

细的题解。整套题中没有相似算法的题，没有模板题，没有用原题代码直

接提交能通过的题目。 

每道题要求至少有命题组其他成员1人独立验题；对于比较复杂的题

目，要求有两轮验题（正解验题及暴力验题），以确保题目描述和测试数

据准确无误。 

（二） 赛题类型与分布 

比赛时长5小时，包含10-13道题。整套题中数学、动态规划、数据结

构、图论、计算几何、搜索、模拟等类别各不超过2题。整套题中，容易

题、中档偏易题各约占20%，中档题约占30%，中档偏难题约占20%，难题

约占10%。 

六、大赛场地与设施 

（一） 大赛场地 

比赛应在同一个开阔的连续空间的场馆内举行，各参赛队伍座位安排

应保证正常视力下无法看清其他队伍的屏幕。在赛场周围显眼位置展示题

号与不同颜色气球的对应关系。 

比赛用计算机通过局域网与裁判系统、打印系统联网。 

（二） 大赛设施 

每支参赛队仅使用比赛提供的计算机参赛。参赛选手可以携带诸如书

籍、字典、手册、程序清单等文字性参考资料；但是不能携带任何可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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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处理的电子设备，也不能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在比赛中应使用比赛提

供的键盘鼠标，不得使用自带键盘鼠标。 

七、大赛时间安排 

（一） 关键流程 

参赛选手报到——开幕式——热身赛（参赛队伍熟悉场地与系统）、

教练会——正式比赛——比赛结束，确认结果排名和各奖项获奖队伍名单

——题解报告、颁奖仪式、闭幕式。 

（二） 时间安排 

2022年11月-12月间，比赛日程为3天。在关键流程基础上，比赛还安

排其他活动，包括技术讲座等。详见参赛手册中的日程安排。 

八、大赛平台说明 

所有参赛队伍使用规格配置完全相同的一台计算机（包括显示器、键

盘、鼠标）。参赛计算机安装C/C++/Java/Python等语言的编译支持，安

装常用的编辑器和IDE。比赛提供在线提交与评测系统，参赛队通过该系

统提交代码，查看评测结果和实时排名，参赛队对题目有疑问时也通过该

系统向裁判提问。 

九、大赛安全保障 

承办单位应准备比赛的应急预案，包括突发停电、网络故障、参赛选

手发病、意外伤害、食品安全、紧急疏散等应急预案。 

十、大赛组织与管理 

（一） 大赛设备与设施管理 

承办单位应组织专人负责比赛设备与设施管理，按照相关工程实施标

准布置比赛场地的电子屏、摄录像设备、电源和网络等，特别要注意避免

电源和网络被参赛人员无意间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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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用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机、服务器都应有备用设备，以便应

对突发的设备故障。 

比赛现场应准备必要的防火器材和应急医疗物资。 

（二） 大赛监督与仲裁管理 

大赛接受主办单位和组委会监督，对于比赛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及导致

的比赛结果问题可向组委会提出申诉，由组委会组织调查工作，查明情况

并给出仲裁结果。 

十一、裁判人员要求 

裁判组至少由4人组成，裁判组长应为命题组负责人，其他裁判应以

命题组成员为主。比较复杂的、可能有争议题目最好由命题者担任裁判。 

命题组全权负责题目的安全保密工作，题目印制、装订、装袋、运

输、分发等工作应由命题组现场监督进行。 

裁判必须本着公平、公正原则工作，判题以自动判题为主、人工判题

为辅，人工判题时必须建立一人判题、一人复核的机制。判题结果反馈包

括：编译错误（Compile Error，CE）、运行时错误（Runtime Error，

RE、答案错误（Wrong Answer，WA）、运行超时错误（Time Limit 

Exceeded，TLE）、内存超限错误（Memory Limit Exceeded，MLE）、正

确（Accepted，AC）。 

裁判组应及时回答选手提出的问题，及时、敏感地发现题目描述中可

能存在的错误或漏洞，根据现场反馈的情况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数据错误

问题。在比赛过程中一旦发现测试数据有错，必须重判并及时在系统中及

口头通知参赛队伍。 

裁判组应在比赛结束后1小时内提交比赛结果排名，协助确定各奖项

获奖队伍名单；在比赛结束3天内整理并向组委会提交最终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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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疫情防控 

（一）前期准备 

承办单位应成立赛事专门的疫情防控工作组。 

疫情防控工作组在赛前统计赛事具体人数，核算所需防护物资数量，

保证至少在赛前一周，赛事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口罩、护目镜、一次性手

套、酒精、消毒湿巾、消毒液、体温计等各项物资到位。 

疫情防控工作组在赛前对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展摸底调查，实施分

类管理： 

（1）仅限低风险区高校队伍参赛； 

（2）对于报名参赛时所处地区是低风险地区，而参赛前调整为中高

风险地区的参赛人员或发生其他不利于比赛安全的情况，进行劝阻和安

抚，作废其参赛资格； 

（3）所有参赛人员需持有赛前7日内正规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阴性的监

测报告（个检或混检均可），赛前填写并提交出发之日前至少14天的体

温、行程等信息，以了解赛事人员近14天内行程，有无到疫情高发地，有

无接触新冠肺炎病例、疑似病例，经疫情防控工作组审核，认定其符合参

赛要求后方可参加大赛，对于出现不宜参加大赛情况的师生进行劝阻，取

消其参赛资格； 

（4）审核大赛工作人员近14日内行程、体温等情况，对于出现不宜

参加赛事情况的工作人员直接调换，情况严重者取消赛事支撑单位的相关

支撑工作，启动应急措施。 

确定赛事参加人员名单后，通过赛事工作群以及邮件等发送赛事期间

疫情防控要求文件给参赛高校教练和参赛队员，指定由教练带领本校全部

参赛队员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培训，熟知并遵守参赛要求。同时，赛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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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工作组实施对赛事活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赛事定点住宿酒店服务

人员等的针对性培训。 

（二）报到注册和赛事进行 

分时段、分地点进行大赛报到注册工作。提前统计各参赛队伍的住宿

情况、报到时段等信息，并据此将相应参赛物资进行打包运送至相应酒

店，督促每个高校的参赛人员派代表严格按照选择的时段进行报到注册。

参赛物资中除常规赛事用品外，配备口罩、酒精消毒巾等防疫物品。 

赛事期间，在赛场各入口设立体温和健康状况监测点，凡进必检。参

赛人员持核酸检测证明、健康绿码、行程绿码和无异常情况的健康台账记

录，分时段依次入场，入场时保持间隔一米以上，不得拥挤，把好入口

关。参赛人员健康监测合格后，由志愿者引导按照疫情要求固定位置、间

隔落座，同时尽量避免参赛人员在场地内任意走动。不允许任何非参赛人

员或工作人员的其他人员进入场地。 

赛事期间，在赛场入口附近的独立房间设立临时医学观察点，对于赛

事期间进入场馆的初测体温>37.3℃或出现咳嗽、感冒等情况人员的体温

复测，进行严密的健康状态复核，一旦发现体温异常人员立即将其转移至

临时隔离区域，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参赛人员入场后，正式开赛前进行新冠肺炎防治知识科学宣传普及，

引导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充分了解新冠肺炎防治知识，强调赛事所有人员

必须严格遵守疫情防空工作要求。 

比赛结束后，场地多个出口同时开放，参赛人员分区依次从各个出口

有序退场，避免拥挤。退场后按照赛事工作人员指示尽快就餐或乘车离

开，严禁在赛场周围闲逛。 

（三）赛事后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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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场地在赛前至少半天开窗通风，赛事期间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

消毒，保持开窗通风外，开启排风扇等抽气装置加强室内空气流动。对于

赛场周围洗手间、走廊、电梯等场所，严格按照《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居家和公共场所卫生间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卫生清洁消毒指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公共

电梯(扶梯)清洁消毒工作指引》等要求，加强赛场周边卫生间、走廊、电

梯等重点场所清洁消毒。 

赛事期间，尽可能以餐包到赛事场地的方式为所有参赛人员提供餐

食，所有赛事人员在自己的位置上快速就餐。就餐前使用消毒湿巾进行手

部清洁，就餐前后规范佩戴口罩。就餐完毕后，由场馆工作人员及时清理

餐饮垃圾，注意场所内的卫生情况。对于确需到餐厅就餐时，与餐厅协调

相应的就餐时段和区域，并要求餐厅对餐饮供应场所、设备设施、餐具等

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消毒，实行分餐制，控制就餐人员间隔。人员就餐前

后必须洗手或酒精消毒，仅在吃饭时才摘下口罩，就餐后快速离开、避免

就餐时相互近距离交谈；保证参赛人员不会大量聚集，避免与赛事无关的

其他人员接触。 

赛事期间，用于接送赛事相关人员的车辆必须严格执行一趟一消毒的

要求，同时落实上车前由赛事工作人员测量乘车人员体温、车上规范佩戴

口罩并间隔落座等要求。 

赛事期间，承担接待任务的各酒店需按照要求进行日常消毒、进入人

员测温等防疫工作。 

（四）应急处置措施 

赛事期间，参赛人员或工作人员如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时，应就地

安顿原则，立即送至场馆的临时隔离点，并安排其他人员有序撤离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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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录好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安排到原来住所暂时居家隔离观察。立

即向比赛执委会报告，并联系驻点医疗团队，对病人进行初步排查后，根

据病情转送就近的发热门诊进一步隔离诊治，并第一时间向疫情防控部门

汇报，请疫情防控部门立即开展流行病医学调查，并对相关场所进行终末

消毒。赛事场地经评估合格后才可重新启用。 

如病例经诊治报告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疫情防控

部门通过流行病学确定的密切接触者应按规范立即转送至集中隔离酒店进

行医学观察，并采集标本并送检，开展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同时立即

将相关信息通报给省市疾控中心和公安局等上级部门，通过大数据分析，

确定潜在密切接触者。赛事疫情防控工作组配合上级部门要求按规定做好

潜在密切接触者追踪和管理。 

疫点或疫情处置区内上述措施均已落实，病例隔离治疗，污染场所经

终末消毒，密切接触者经集中隔离14天后没有发病的，可解除应急响应，

隔离区域解除隔离。若有新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出现，则继续做好疫点内

各项工作，达到上述要求再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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