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蓝桥杯大赛章程（个人赛） 

一、概况 

1.1  大赛背景和宗旨 

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的核心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先导性、战略性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在推进信息化和工

业化融合，转变发展方式，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为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专

业技术人才培养，向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输送具有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高端人才，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全面推动行

业发展及人才培养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已成功举

办十一届蓝桥杯大赛。大赛的举办得到了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相关司局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各省教

育厅和各有关院校的积极响应，更得到了参赛师生的广泛好评，

参赛学校超过 1200 余所，参赛规模已达四十万人次，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为贯彻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新

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有关精神，为我国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提供人才支持，加快

高等院校计算机、软件及电子信息专业教学创新与改革，提高学

生自主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中心决定举办第十二届蓝桥杯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才交流中心作为主办单位。大赛官方网站：dasai.lanqiao.cn 



大赛分为个人赛、设计赛和大数据团队赛三大项。本届大赛

为响应国务院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有关精神及推

进两化融合人才培养，大赛新增大数据团队赛，同时电子类竞赛

科目新增“EDA 设计与开发”。本活动方案仅针对个人赛，设计

赛和大数据团队赛方案另行发布。 

1.2  大赛特色 

●  立足行业，结合实际，实战演练，促进就业。 

●  政府、企业、协会联手构筑的人才培养、选拔平台。 

●  以赛促学，竞赛内容基于所学专业知识。 

●  以个人为单位，现场比拼，公正公平。 

1.3  大赛项目 

1.Java 软件开发 

对象：具有正式全日制学籍并且符合相关科目报名要求的研

究生、本科及高职高专学生（以报名时状态为准），以个人为单

位进行比赛。该专业方向设研究生组、大学 A 组、大学 B 组、

大学 C 组。 

说明：研究生只能报研究生组。985、211 本科生只能报大学 

A 组及以上组别，其它院校本科生可自行选择报大学 B 组及以上

组别，高职高专院校可报大学 C 组或自行选择任意组别。 

    2.C/C++程序设计 

对象：具有正式全日制学籍并且符合相关科目报名要求的研

究生、本科及高职高专学生（以报名时状态为准) ，以个人为单



位进行比赛。该专业方向设研究生组、大学 A 组、大学 B 组、

大学 C 组。 

说明：研究生只能报研究生组。985、211 本科生只能报大学 

A 组及以上组别，其它院校本科生可自行选择报大学 B 组及以上

组别，高职高专院校可报大学 C 组或自行选择任意组别。 

3.Python 程序设计 

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本科及高职高专

学生(以报名时状态为准)，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比赛。该专业方向

设大学组。 

4.嵌入式设计与开发 

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本科及高职高专

学生(以报名时状态为准)，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比赛。该专业方向

设大学组。 

5.单片机设计与开发 

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本科及高职高专

学生(以报名时状态为准)，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比赛。该专业方向

设大学组。 

6.物联网设计与开发 

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本科及高职高专

学生(以报名时状态为准)，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比赛。该专业方向

设大学组。 

7.EDA 设计与开发 



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本科及高职高专

学生(以报名时状态为准)，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比赛。该专业方向

设大学组。 

    8.青少年创意编程组 

对象：6-18 岁的中小学生。 

二、组织构架 

大赛设置全国组织委员会，并在全国参赛院校数量较多、参

赛人数规模较大的城市选拔院校设置赛点。 

2.1  全国组委会 

本届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作为主办单位，由

国信蓝桥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承办并统一收取大

赛相关费用。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 

2.2  举办省份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

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 

2.3   赛点 

大赛计划在报名人数比较集中的，符合报名要求、且能提供

足够数量的符合大赛需求的软件环境和硬件设备的院校设立赛

点。赛点的设立既考虑报名人数，又要考虑区域的地理分布。赛



点学校必须是有实力、有声望，对于组织当年省赛有很大的积极

性。赛点的设立由蓝桥杯大赛组委会确认，并签订相应协议。各

学校赛点严格按照大赛章程、实施办法及《“全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专业人才大赛”规则与赛场纪律》组织省赛。 

三、报名 

3.1  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2020 年 11 月——2021 年 3 月 12 日。 

3.2  报名人数及方式 

1.各参赛学校需为每位参赛选手配备一名指导教师，每名选

手的指导教师最多一名，同一名指导教师可指导多位选手。 

2.报名方式：学校及选手登录大赛官方网站在线注册并报

名。 

3.3  报名材料 

    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学生证复印件、2 寸证件照相片，以

上均需要电子扫描版，通过报名系统上传。 

3.4  报名及参赛费用 

1.C/C++程序设计、Java 软件开发、Python 程序设计、嵌入

式设计与开发、单片机设计与开发、物联网设计与开发、EDA 设

计与开发每个科目报名费为 300 元/人。 

2.选手及指导教师（或家长）在省赛、决赛期间发生的住

宿、用餐、交通等费用自理。 

3.5  组织工作 



大赛的报名、交费、下载准考证等工作全部通过蓝桥杯官网

在线报名系统完成。 

四、省赛管理 

4.1   省赛时间：2021 年 4 月  

4.2   省赛地点及形式: 

1.大赛省赛采用统一命题、分赛区比赛的组织方式。选手在

指定赛点参加省赛。 

2.大赛题目应具有实际意义和应用背景，并考虑到目前教学

的基本内容和新技术的应用趋势，同时还应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公示所有获奖名单并启动监督反馈制

度。  

五、总决赛管理 

5.1   决赛时间：2021 年 5 月 

5.2  总决赛赛题组织 

1.大赛总决赛采用统一命题、集中考试的组织方式。 

2.大赛题目具有实际意义和应用背景，并考虑到目前教学的

基本内容和新技术的应用趋势，同时还应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3.题目的难易程度，既应使一般参赛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基本要求，又能使优秀学生有发挥与创新的余地。 

4.总决赛由蓝桥杯大赛命题专家组统一命题。 



5.由蓝桥杯专家指导委员会审题组专家对所有备选题目进行

审核，指定审核标准，为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性，所有审题、

筛选过程必须保密，在总决赛前 10 天最终确定决赛题目。 

5.3  总决赛竞赛方式 

大赛总决赛采用集中比赛的组织方式。参赛学生必须按统一

时间参加大赛，按时开赛，准时交卷。 

比赛期间，选手需独立完成比赛任务，所需资料，均由蓝桥

杯大赛组委会提供。 

5.4 赛题评审 

总决赛评审工作由蓝桥杯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中

须严格遵守大赛全国专家组制定的统一评分及考核标准，评审由

竞赛评审系统自动评测并进行人工校验核对。 

评审组设组长 1 名，副组长 2 名，评审员若干，组长负主

要责任。在分数相同情况下，由评审专家组对代码质量、实现功

能、提交时间、运行时间等进行综合评定，评定大赛名次。每位

评审专家的原始评分及评审记录须交由大赛组委会保存。 

总决赛评审结果上报大赛组委会时，须同时提交含评审组每

位评审专家签字的各项详细评分记录，否则其评审结果无效。 

六、颁奖仪式 

6.1  时间：颁奖仪式于总决赛结束后举行。 

6.2  参与人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各知名院校、有关

专家、企业代表、媒体记者、大赛组委会有关负责人、参赛学校

代表、参赛学生代表等。 

6.3  活动安排  

●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致辞 

●   大赛组委会负责人作大赛总结 

●   有关领导为获奖学生和获奖单位颁奖 

●   获奖单位代表发言 

●   企业代表发言 

●   企业现场招聘会（免笔试直接面试） 

●   校企座谈会 

七、奖项设置及评选办法 

7.1  省赛 

1.参赛选手奖 

省赛每个组别设置一、二、三等奖，比例分别为 10%、20%、

30%，总比例为实际参赛人数的 60%，零分卷不得奖。省赛一等奖

选手获得直接进入全国总决赛资格。所有获奖选手均可获得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及大赛组委会联合颁发的获奖证书。 

2.指导教师奖 

省赛中获奖的参赛选手的指导教师将获得“蓝桥杯全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赛区）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3.参赛学校奖 



参赛组织工作表现突出、经审批符合相关条件的单位，将获

得“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赛区）优秀

组织单位”称号； 

参赛选手成绩优异、经审批符合相关条件的学校，将获得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赛区）优胜学

校”称号。 

7.2  总决赛 

全国总决赛按参赛项目和成绩，为获奖学生、教师和组织单

位颁发相应证书和奖励。其中： 

1.参赛选手奖 

个人赛根据相应组别分别设立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其

中，一等奖不高于 5%，二等奖占 20%，三等奖不低于 25%，优秀

奖不超过 50%，零分卷不得奖。 

所有获奖选手均可获得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及大

赛组委会联合颁发的获奖证书。 

2.指导教师奖 

所有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均可获得“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3.参赛学校奖 

参赛组织工作成绩突出、经审批符合相关条件的单位，获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优秀组织单位”称

号； 



参赛选手成绩优异、经审批符合相关条件的学校，获“蓝桥

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优胜学校”称号。 

八、监督反馈 

为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对全国总决赛和各赛区省赛的初

步评审结果执行监督反馈制度。投诉反馈期自公布评审初步结果

之日起，为期 3 天，过期不再受理。 

投诉反馈期间，各赛区大赛组委会和全国大赛组委会将受理有

关违反大赛比赛章程、规则和纪律的行为等。投诉和异议须以书

面形式提出，由个人提出的异议，须注本人的真实姓名、工作单

位、通信地址，并附有本人亲笔签名；由单位提出的异议，须注

明单位指定联系人的姓名、通信地址、电话，并加盖单位公章。

各赛区大赛组委会和全国大赛组委会须对提出异议的个人或单位

严格保密。 

 

 

蓝桥杯大赛组委会 

                                                                                                           2020 年 1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