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全国大学生标准化奥林匹克竞赛常见问题回答 

1：双学位专业是标准化，第一专业非标准化，参赛时算标准化

专业还是非标准化专业？ 

答：可自由选择，建议以第一专业为参赛专业。 

2：担任队长还可以以团队成员的身份参加另一支队伍吗？ 

答：一人仅能参加一支队伍。 

3：标准化的队伍里可以出现非标准化专业的组员吗？ 

答： 可以。 

4：可以跨校组队吗？ 

答：可以。 

5：非标准化组是负责人不是标准化专业吗？ 

答：组别划分以第一负责人的专业为准。 

6：队伍里有非标准化专业的队员，算标准化队伍还是非标准化

队伍？ 

答：组别划分以第一负责人的专业为准。 

7：竞赛属于哪个类别的比赛？ 

答：全国大学生标准化奥林匹克竞赛是由中国标准化协会、中

国计量大学和全国标准化大学联盟共同举办的全国性标准化赛

事，目前为中国大学生标准化领域的最高赛事，各省对于竞赛类



 

 

别划分不同，建议参照学校所在省份认定竞赛类别。 

8：有没有去年的获奖作品可以观摩？ 

答：因参赛作品涉及参赛选手版权和隐私，后期竞赛组委会将

视咨询情况，进行赛前统一指导培训。 

竞赛常见问题回答（二） 

1：标准化方向参赛的同学是只能以标准文本的形式提交吗？

作品形式不能以调研报告的形式提交对吗？ 

答：是的，组别划分以第一负责人的专业为准。 

2：一个导师可以指导多少个队伍呢？ 

答：鉴于更好的指导效果，结合往年赛事经验，建议一位老

师指导队伍不要超过 3 支。 

3：指导老师有两个，第二指导老师不是学校的可以吗？ 

答：可以。 

4：学校的领队联系人报到哪里？与哪位老师对接？ 

答：全国大学生标准化奥林匹克竞赛领队教师群已在竞赛钉

钉群中公布链接。 

5：学校是职业学院，针对比赛文件，高职生考核标准应用

能力，可否理解为：学生应用所学专业相关的标准，如食品专业

学生，应用食品标准的能力？ 



 

 

答：可以。所说的情况属于标准应用场景的一种。 

6：非标准化专业队伍想走专业赛道制定标准文本可以吗？ 

答：可以。 

7：研究生可以参赛吗？ 

答：可以。 

竞赛常见问题回答（三） 

1：领队老师可以是校外的老师吗？ 

答：跨校组队时可以，且领队老师需在队员所在学校任职。 

2：竞赛立项的数量每年是固定的，还是取报名人数的前百分之

几？ 

答：立项数没有特别规定。根据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认真准

备机会较大。 

3：有一个标准化专业的同学，项目组可以算是标准化组队吗？ 

答：该同学为第一负责人的话，可算作标准化专业队伍。 

4：标准化方向参赛的同学是只能以标准文本的形式提交才符

合要求是吗？作品形式不能以调研报告的形式提交对吗？ 

答：是的。 低往高（即非标准化专业升级参加标准化赛道）是

可以的，高往低（即标准化专业参加非标准化赛道）是不可以的。 

5：队伍每组 4-6 人包括指导老师吗？ 



 

 

答：不包括。 

6：赛项类别提交的要求不一样。完善团队的个人信息后，要求

交申报书 A 表的，他这个 A 表里边是只要 A 表，其他什么都不

要吗？后面也有说要交 B 表的，这里也不加首页的吗？那申报书

的首页(项目名称学校全称等)是放在哪里交？是跟作品一起交吗？ 

答：避免评审时专家看到个人信息，A 表是报名环节上传，B 表

是提交作品时上传。参赛指南和每个提交环节的填写说明都做了

详细醒目提示。仔细阅读，按要求提交即可。 

7：非标准化的参赛，请问是不是 A 表审核通过后，就可以着

手准备报告了？ 

答：是的。附件 B 初赛阶段也要提交，建议同学们尽早准备。 

8：请问专科非标准化专业初赛要交哪些材料？ 

答：不同赛道，初赛阶段提交的文件都是一样的，即附件 A 表

和 B 表。进入复赛之后可根据自己的课题展开项目，复赛阶段不

设置格式要求。 

9：高职组的作品一定要以视频的形式吗？可以提交撰写的标

准文档吗？ 

答：可以。 

10：高职组标准的解读是一定只能解读本专业的吗？ 

答：不是一定，其他专业也可以。 



 

 

11：非标准化专业队伍，可以提交团标文本吗？ 

答：可以。 

12：其中上传必选文档，是不是就是上传参赛的作品了？

 

答：截图中上传的必选文档是 B 表文档。3，5 是必选，4 是可

选。 

竞赛常见问题回答（四） 

1：请问一下队伍里面只有一个标准化专业的可以走非标准化

专业赛道吗？ 

答：可以，第一负责人非标准化专业即可。 

2：参赛队伍是否可以有多名指导老师？ 



 

 

答：可以。 

3：成员可以有硕士或者博士吗？ 

答：可以。 

4：在注册个人信息时填写专业上发现没有我所在的专业，请问

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答：在竞赛群里说明情况，由系统管理员后台添加相应专业。 

5：申报表的通讯一栏填什么？ 

答：学校地址即可。 

6：研究生可以做队长吗？ 

答：可以。 

竞赛常见问题回答（五） 

1：所申报项目必须和申报人专业对口吗？还是围绕主题就可

以？ 

答：围绕主题即可，但尽量对口。 

2：初赛是不是只要提交 A 表与 B 表即可？ 

答：是的。 

3：请问标准化队伍最后提交团体标准和编制说明之外，还需要

其他报告吗？ 

答：不需要，调研报告是非标准化专业队伍的参赛形式。  



 

 

4：论文正在发表还没有接受，可以用来参赛吗？ 

答：可以参赛，但不能发表，参赛后不能发表。 

5：如果注册时用的是邮箱那密码是多少？ 

答：初始密码 123456。 

6：专业叫自动化（控制系统国际标准化），我们这个专业属于

非标准化专业吗？ 

答：可算作标准化专业。  

7：队名可以更改吗？ 

答：可以，进入团队详情页修改即可，团队队长或指导老师有

权限。 

8：B 表的每一块项目有字数要求吗？ 

答：没有字数要求，根据自己项目申报情况自行把握。  

9：本科可以和专科组成一队吗？ 

答：可以的，但要注意赛道的选择。  

10：赛道的选择也是依照队长身份来选择吗？ 

答：是的。 建议不同学历组成的团队，就学历最高成员所属赛

道参赛。也建议含有标准化专业成员，按标准化赛道参赛。  

11：项目有两位指导老师，A 表的指导老师意见的框是需要多

增加一个吗？ 



 

 

答：是的，添加一个。  

12：高职赛道可以交团体标准吗？ 

答：可以。  

13：指导老师可以是校外的企业专家吗？ 

答：可以。  

竞赛常见问题回答（六） 

1：请问做团体标准的时候需要一些调研，可行性验证，需求分

析，专家访谈和专家征求意见等，这些内容都放在编制说明里吗，

还是需要另外写一个报告？ 

答：是的，根据指导老师意见。 

2：职业大学的本科生是报本科赛道还是高职赛道？ 

答：根据通知属于高职赛道。 

3：初赛是不是只需要交申报表即可？ 

答：是的，初赛只需提交申报表。 

4：报名网址里边只有工业设计，没有工业工程专业怎么办？ 

答：联系群里相关老师后台添加。 

5：如果有两个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意见这里怎么办？ 

答：两位指导老师的意见都填在“指导老师意见”栏中，并签

名。 



 

 

6：指导老师是最多只能有两位吗？ 

答：是的。 

7： A 表有专门提交的地方，那 B 表是交在哪里？ 

答：请看群里发布的系统填报指南，B 表也有对应填报位置。 

8：初赛需要提交作品吗？ 

答：初赛阶段 A 表和 B 表都是要提交的，但是 B 表要在 A 表

在系统里提交且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在系统里进行提交操作。初赛

作品就是 B 表, B 相当于立项申报书。作品是复赛阶段提交的，

初赛阶段不需要提交。 

9：表格中的字体为仿宋体小四号，是说明也包括 A 表中的字

体吗？A 表中的字体也应该为仿宋体小四号吗？还是只包括 B

表？ 

答：可以，统一比较好。 

10：提交报名表后一般需要等多长时间会收到短信通知报名成

功或者需要重新报名？ 

答：审核工作人员一般都比较及时，提交了之后如果长时间没

收到消息，可以在群里与我们沟通。 

11：报名有截止时间吗？ 

答：报名有截止时间的，要在初赛阶段完成。 

12：指导老师意见中老师签名是手签还是打印呢？ 



 

 

答：建议用老师的手签然后拍照或截图上传，或是用电子签。 

13：只要在 15 号之前上传就可以吗？ 

答：截止时间之前都是可以的，建议留出一点操作时间，不要

最后一天匆忙提交。 

14：团队成员的个人信息需要他们自己完善还是队长可以直接

填？ 

答：队长填即可。 

15：A 表提交几天后，还没有审核，是有问题需要重新提交吗？ 

答：不是，审核老师会根据提交情况集中处理。 

 

竞赛常见问题回答（七） 

1：报名信息填错了，怎么办？ 

答：进入个人中心里边修改专业即可。 

2：请问，在提交 A 表之前，如何增加一名指导老师？ 

答：进入团队详情里边，有个编辑按钮，可以增加团队成员信

息 。



 

 

 

3：提交了 A 表，过了好几天也没有通过审核，是不是要等 14

号之后集体审核，14 号通过审核之后也是可以交作品的对吗？ 

答：4 月 7 日之前会集中审核完成截止到当天（4 月 8 日）的，

下周开始，每个工作日审核当天提交的。 

4：A 表是指申报书，而 B 表是指调研报告吗？ 

答：A 表是参赛基本信息，B 表是项目申报书。 

5：第二位指导老师是校外的，但是在是作为学校的客座教授，

没有专属的学院，学院这一栏可以暂时填无吗？ 

答：填自己学院也可以。 

6：请问填写专业班级，但有些没有班级（比如博士生的话有些

专业就一个人），请问班级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必填？只用填专



 

 

业名称即可呢？ 

答：专业名称即可。 

竞赛常见问题回答（八） 

1：一个学校组织队伍数有限制吗？ 

答：没有限制，但同一个学生只能参加一个队伍。 

2：一个队伍指导老师可以有多少？ 

答：最多 2 人，同一指导老师建议指导队伍不要超过 3 支。 

3：若目前高校学生暂时无法返校，指导老师的签名无法获得手

写版，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答：征得老师同意，用电子签章也可以。 

4：申报书的表格写东西有字数限制吗？ 

答：无限制。 

5：表格中的字体为小四号仿宋体，是 A 表和 B 表都要吗，还

是仅 B 表为小四号仿宋，1.5 行距？ 

答：AB 都用小四仿宋。 

6：是不是 15 号前把申报书 AB 表在报名网站上提交就好了？ 

答：A 表提交之后要审核，最好别拖到最后一天。 

7：如果有两位指导老师的话，在指导老师意见那一栏中只填写

一位老师的意见和签名可以吗？ 



 

 

答：可以。 

8：指导老师签字的话，如果是签好了，拍照给我，再把这个照

片放在文档里，这样算符合要求吗？ 

答：可以。 

9：名时项目的名称是填写要编制的团体标准的名称？还是需

要另起名字？ 

答：都可以。 

10：请问 A 表是提交 word 还是把 word 打印成图片提交电子

版？ 

答：最好提交 pdf 版。 

11：指导老师资格认定那一块指的是对项目成员的资格认定  

还是对项目内容的资格认定？ 

答：对项目成员的资格认定。 

12：申报书上的项目名称可以直接是最后形成的标准的名称吗？ 

答：可以。 

13：当天审核当天发的 A 表，然后第二天就可以看见审核是否

通过了是吗？ 

答：不一定，一般 1 至 2 天会集中审核一次。 

竞赛常见问题回答（九） 



 

 

1：同一个学院里面，两只队伍名字几乎一样，有影响吗（就一

字之差），或者我们现在已经提交了 A 表，然后还能改队名吗？ 

答：没有关系，不是一样的就可以。 

2：指导老师有两个，指导老师意见是需要两个老师的签名还是

其中一个老师的签名？ 

答：一个即可，两个更好。 

3：A 表提交审核通过显示报名成功了，想改一下项目名称，可

以重新提交 A 表吗？ 

答：可以，但不建议，因为后续复赛时可以再修改。 

4：提交 B 表，word 和 pdf 文件扩展名都支持吗？ 

答：是的。 

5：申报书 B 表有个项目成员分工，这里可以出现团队成员名

字吗？还是写队员 1、队员 2？ 

答： 最好写队员 1、队员 2，可以用姓或者 xxx 代替。 

6：需不需要删除项目申报书说明这一页？ 

答：不需要，没关系。 

7：做团体标准文本的团队需要做标准体系吗？ 

答：按自己的来。 

8：B 表有个要求说不能出现学校信息，但是我们标题就有学校，



 

 

这个怎么办呀？ 

答：没关系，正文不要写。 

9：封面是什么？ 

答： 没具体要求的话，自己做一个。 

10：A 表已经审核通过但想换项目名称要重新交 A 表吗，还是

在 B 表写新的就行？ 

答：在 B 表写新的就行。 

11：B 表上传的时候要加上附件的那个封面嘛， 还是直接交 B

表就好？ 

答： 都可以。 

12：A 表审核通过了，在写 B 表的时候想把题目稍微修改一下，

可以吗？ 

答：在提交作品时间内，都可以修改重新提交。 

13：作品提交是在 14 号之前提交，有具体截止时间吗？ 

答：B 表提交时间截止 15 号晚上 24 点，最好提前一天。 

14：B 表不涉及到学校，涉及到城市需要改成 xx 市吗？ 

答：可以有。 

15：已经审核通过提交了作品，并且在作品展示里面能看得到

所提交的作品，但是重新登录进去，第一个页面还是显示报名未



 

 

通过 A 表在审核，这样是有问题的吗？ 

答：A 表曾经通过过，管理员老师在审核 A 表时候发现不符合，

重新打回了，注意看团队状态是否变成报名成功，作品是否还在，

能否打开，没有就重新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