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关于举行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全国总决赛的通知

程序设计能力是大学生利用计算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能力，为了推进该能力的培养，
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其综合素质，丰富校园学术气氛，促进校际交流，提高全国高校程序
设计教学水平，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共同研究，决定
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在杭州举行第二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全国总决赛。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承办单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协办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
支持单位：
百腾教育、网易蜂巢、亿贝软件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竞赛专家委员会
主 任：蒋宗礼（北京工业大学，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副主任：何钦铭（浙江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俞 勇（上海交通大学）
李凤霞（北京理工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 员：陈汉武（东南大学）、陈立潮（太原科技大学）、邓俊辉（清华大学）、甘 勇（郑州轻工业学
院）、高光来（内蒙古大学）、耿国华（西北大学）、李茂青（厦门大学）、李陶深（广西大学）、王 浩（合
肥工业大学）
、王 茜（重庆大学）、王万良（浙江工业大学）、朱鸣华（大连理工大学）
竞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陈 越（浙江大学）
副主任：李文新（北京大学）
委

员：姜学锋（西北工业大学）、王全民（北京工业大学）、林 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郭东伟（吉

林大学）、陈明锐（海南大学）、毛新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二、竞赛规程
2.1 参赛队组成
1. 竞赛分为 3 个组别：
a) 珠峰争鼎（本科组）
b) 华山论剑（本科组）
c) 沧海竞舟（专科组）
2. 原 985、211 高校本科生限于参加“珠峰争鼎”组；其他高校本科生可参加“华山论剑”组或“珠
峰争鼎”组；专科生可参加任一组。
3. 每支参赛队由最多 10 名队员组成。
4. 每名参赛队员必须是参赛队所属高等学校的在册本科生或专科生。
5. 一支队伍中只要有一名本科生，即不可报名“沧海竞舟”组。
6. 每所高校最多有 3 支队伍参加比赛。
7. 一所高校的参赛队若同时报名参加不同组别，则按最高组别确定高校排名。
8. 已经获得过 2 届全国个人特等奖的队员将被谢绝参赛。
9. 每个参赛队必须有一名教练，教练必须是参赛队所属高等学校的正式教师。一位教练可以作为多
支参赛队的代表，负责竞赛活动的指导和联系等工作。教练必须保证所有队员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10. 参赛队必须由教练提供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队员身份证明（带有教务部门公章的参赛队员、
教练名单，报名后可从竞赛网站打印）。只有当竞赛承办单位获得保证队伍合格的材料后，该队
才能获得参赛资格。
2.2 竞赛规则
1. 全国总决赛的比赛时长为 2.5 小时。
2. 竞赛中 3 个不同组别使用同一套题目，在同一时间，按照统一评分规则进行比赛。
3. 参赛队员仅可以携带无计算功能的铅笔或水笔入场。
4. 参赛队员不能携带任何可用计算机处理的软件或数据(不允许任何私人携带的存储设备或计算
器)。
5. 参赛队员不能携带包括无线电接收器、移动电话等在内的任何类型的通讯工具。
6. 在竞赛中，参赛队员不得和竞赛专家委员会指定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交谈；系统支持人员可以回
答系统错误信息等与系统相关的问。

7. 竞赛的预定时长为 2.5 小时，但当竞赛进行一定时间后，竞赛专家委员会主任可以因为出现不可
预见的事件而调整比赛时长，一旦比赛时长发生改变，须及时地用统一方式通告所有参赛队员。
8. 当参赛队员出现诸如擅自移动赛场中的设备，未经授权修改比赛软硬件，干扰他人比赛等妨碍比
赛正常进行的行为时，都将被竞赛专家委员会剥夺参赛资格。
2.3 命题与竞赛评分
1. 竞赛题目分 3 个梯级：
a) 基础级 8 道题，其中 5 分、10 分、15 分、20 分的题各 2 道，满分为 100 分；
b) 进阶级 4 道题，每道题 25 分，满分为 100 分；
c) 登顶级 3 道题，每道题 30 分，满分为 90 分。
2. 参赛队员必须独立按照严格的输入输出要求提交每一题的解题程序。程序须经过若干测试用例的
测试，每个测试用例分配一定分数。每题的得分为通过的测试用例得分之和；整场比赛得分为各
题得分之和。可以反复提交，取最高分，提交错误不扣分。
3. 参赛队员可以在比赛中的任何时刻尝试解决任何梯级的题目。但只有当一支队伍的基础题总分超
过 800 分时，该队进阶部分的题目分数才被判为有效；只有当其进阶题总分超过 400 分时，该队
登顶部分的题目分数才被判为有效。
4. 在进阶和登顶阶段最先完整获得其中任一题分数的前 5 位队员，分别依次获得 50、40、30、20、
10 分“先锋奖励”。该奖励分数计入个人总分。当团队进阶或登顶成功后，也计入团队的有效分。
5. 赛题的解答提交后由评分系统即时评出得分，并及时通知参赛队员。系统可能的反馈信息包括：
结果

说明

等待评测

评测系统还没有评测到这个提交，请稍候

正在评测

评测系统正在评测，稍后会有结果

编译错误

您提交的代码无法完成编译，点击“编译错误”可以看到编译器输出的错误信息

答案正确

恭喜！您通过了这道题

部分正确

您的代码只通过了部分测试点，请继续努力！

格式错误

您的程序输出的格式不符合要求（比如空格和换行与要求不一致）

答案错误

您的程序未能对评测系统的数据返回正确的结果

运行超时

您的程序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运行结束

内存超限

您的程序使用了超过限制的内存

异常退出

您的程序运行时发生了错误

返回非零

您的程序结束时返回值非 0，如果使用 C 或 C++ 语言，要保证 int main 函数
最终 return 0

浮点错误

您的程序运行时发生浮点错误，比如遇到了除以 0 的情况

段错误

您的程序发生段错误，可能是数组越界、堆栈溢出（比如递归调用层数太多）等
情况引起

多种错误

您的程序对不同的测试点出现不同的错误

内部错误

评测系统发生内部错误，无法评测。工作人员会努力排查此种错误

6. 参赛队员有权利通过竞赛专家委员会指定的工作人员提交解释请求，针对试题描述中的不明确或

错误的部分提问。如果竞赛专家委员会确认试题中确实存在不明确或错误的部分，将会做出更正
等相应处理，并通告所有参赛队伍。
7. 参赛队伍首先根据所有队员的总有效得分进行排名。在决定获奖队伍时，如果多支队伍总有效分
相同，则根据其最高级别的有效分进行排名；若还有并列，则根据其最高级别完整解决问题的总
个数进行排名；若仍然并列，则获得并列名次。
8. 参赛队员的个人排名由其个人获得的总分决定。在决定“个人特等奖”时，若出现总分并列，则
按最高级别得分排名；若仍然并列，则按最高级别完整解决问题的个数进行排名；若仍然并列，
则按系统记录的最后一次提交时间进行排名，快者为王。
9. 命题组负责题目的质量。竞赛专家委员会在与命题组协商后确定获胜队伍，这个决定是最终的。
2.4 竞赛环境和竞赛语言
1. 竞赛语言包括 C、C++ 和 Java。
2. 每位参赛队员使用一台计算机。全国总决赛中所有队员所使用计算机的本地编译环境相同。
3. 竞赛使用的软硬件平台将在竞赛命题组确定后公布于竞赛网站：http://www.c4top.cn。
4. PAT（程序设计能力考试）网站 https://www.patest.cn（即竞赛使用的在线自动判题系统）提供
包括往届真题在内的数百道练习题目，报名者可在上述网站注册后进行练习。另有为广大教师提
供的免费平台 PTA（程序设计类实验辅助教学平台）https://pta.patest.cn，可供各校教练自行
组织竞赛选拔。需要使用的教练可自行在平台注册后将账号发送邮件给 chenyue@zju.edu.cn 请
求授权。
2.5 获奖比例
全国总决赛将按 3 个组别决出以下奖项：
 全国高校特等奖：3 个（名额分配为 1:1:1），颁发奖杯、30000 元奖金/校；
 全国高校金奖：12 个（名额分配为 5:4:3），颁发金牌、5000 元奖金/校；
 全国高校银奖：15 个（名额分配为 6:5:4），颁发银牌、3000 元奖金/校；
 个人特等奖：1 人，颁发 10000 元奖金；
 最佳教练奖（由特等奖团队的教练获得）：颁发奖牌。

获得等级奖的参赛队员名单及个人信息（在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将被发送到 PAT 联盟企业，供人力资
源部门招聘时参考。
另须说明的是：
1. 成绩不到 200 分的高校没有达到成功参赛的资格，也就不具备获评其他奖项的资格。
2. 全国总决赛中不能达到 600 分的高校，不具备参评金奖的资格。
3. 若某一组别参评奖项的高校数量少于配额，则多余的名额按全体参赛高校总榜顺次分配。
三、竞赛安排
1.决赛组队：进入决赛的高校须在 4 月 7 日前确定并上报参加决赛的队员名单。
2.决赛时间与地点
决赛时间：2017 年 4 月 15 日 13:00—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