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复测工作实施过程说明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发布的《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竞赛重新启动通知及进度安排》（电组字[2021]03 号）的通知，11 月 27 日

（周六）至 12 月 3 日（周五），召开全国专家组评审工作会议。2021 年全国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评审复测采取线上测评的方式。全国竞赛组委会即将

公布各赛区参加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评审的复测队名单。为便

于同学们熟悉复测线上测评流程和要求，现将本次复测工作的实施过程说明如

下： 

一、复测对象 

复测名单上的全体参赛队伍。 

二、复测时间 

2021 年 12 月 2 日 8：00~18：00。 

三、复测方式 

采用腾讯会议线上评审。 

1. 测评环境准备 

准备工作 复测队队员 

1 

布置线上测评场地，要求如下： 
 
1.每道题目相应设置一个测评点

（1）， 
2.一个测评点包含 3 个可接入腾讯会议的机位

（2）（摄像头）： 
（1）“全景”机位一个，用于监控测评点的全部范围，该机

位固定安装； 
（2）“作品”机位一个，用于近景拍摄作品与仪器设备之间

的连接，该机位可移动，比如复测队员 1 的手机； 
（3）“仪器”机位一个，用于近景拍摄测试仪器的读数、波

形等。该机位可移动，比如复测队员 2 的手机； 

2 加入 QQ 群
（3），QQ 群用于联调设备、发布测评信息。 

3 与组委会的助理人员联调设备（测评点全景机位） 

备注： 



（1）复测所需的网络设备包括：每个参加复测的学校至少为每道题目设置一个

独立测评点，每个测评点需配置三个机位接入腾讯会议，且保证双向通信的畅

通以便及时接收专家及助理的指令： 

1) 全景机位（固定安装）。该机位在腾讯会议的参会名称命名为“评审号

+全景机位”，如：A001 全景机位。该机位的拍摄范围应包括所在房间出入

口、测评操作台、参加测评的复测队全体队员及周边至少 2 米的空间。复测队

进入评审室之后、退出评审室之前，全景机位的拍摄范围中不允许再出现其他

人员。 

2) 作品机位（带支架、可移动）。该机位在腾讯会议的参会名称命名为

“评审号+作品机位”，如：A001 作品机位。在测评过程中拍摄参赛作品及作

品与仪器设备的连接，并根据评审专家的要求随时调整。作品机位可使用复测

队员的手机。 

3）仪器机位（带支架、可移动）。该机位腾讯会议的参会名称命名为“评

审号+仪器机位”，如：A001 仪器机位。在测评过程中全程拍摄仪器设备的显

示屏，并根据评审专家的要求随时调整。仪器机位可使用复测队员的手机。 

“评审号”是为了保证竞赛评审的公平性而设置的，是复测过程中各支队

伍的唯一身份识别码。 

（2）QQ 群是复测队接收复测信息的唯一渠道，将在公布复测名单同时公布各

复测队应进进入的 QQ 群号，请复测队员务必在收到复测名单后 6 小时内经身

份认证进入对应 QQ 群并保持关注。禁止赛前指导老师等其他人员进入该 QQ

群！！！ 

 

2. 测评流程 

复测队进入评审准备室以前（仅以第 1 评审组为例） 

步骤 第 1 评审组-准备室助理 复测队队长 复测队队员 

1 

测评开始前 1 小时， 
在第 1 评审组 QQ 群 
公布第 1评审组各支复测队

的评审号 

在第 1 评审组 QQ 群 
接收复测队的评审号 

 

 
 
 
 
 
 
 

   



复测队进入评审准备室以后的作品恢复阶段 

步骤 第 1 评审组-准备室助理 复测队队长 复测队队员 

2 

提前 30 分钟，在第 1 评审

组 QQ 群叫号（评审号）并

“@复测队队长、发送腾讯

会议号” 

（1）在第 1 评审组 QQ 群

@“第 1 评审组-准备室助

理”并回复“收到”， 
 
（2）指引队伍成员进入测

评点 

（1）三人携各自的学生证件、封箱

作品进入测评点范围。 
 
（2）将测评点的 3 个机位以表 1
规定的名称登入“第 1 评审组-准备

室”腾讯会议（等候室），等待准

备室助理移入会议。 

3 
查验全部队员的身份信息

及密封完好性 
 

三人配合准备室助理的指令，在镜

头前展示各自的学生证件、箱子封

条及骑缝签名。 

4 

（1）查验信息无误后，发出

“可以开箱”指令； 
（2）待队员取出作品后，开

始计时，作品恢复时间限时

20 分钟； 
（3）监督复测队的作品恢

复过程； 
（4）20 分钟计时结束，发

出“请停止操作、等待专家

评审”指令。 

 

（1）接收到“可以开箱”指令后，

开箱并开始恢复作品，限时 20 分

钟； 
（2）接收到“请停止操作、等待专

家评审”指令后须立即停止一切操

作； 
（3）关注腾讯会议的通知，等待准

备室助理的下一步指令。 

5 

（1）告知“第 1 评审组-评
审室”腾讯会议号 
（2）引导三个机位有序进

入“第 1 评审组-评审室” 

 

（1）接收“第 1 评审组-评审室”

腾讯会议号； 
（2）依次将三个机位加入“第 1 评

审组-评审室”腾讯会议 

 

复测队进入评审室以后的测评阶段 

步骤 第 1 评审组-评审室助理 第 1 评审组专家 复测队队员 

6 

从评审专家组组长宣布

“测评开始”，开始计

时，测评阶段限时 20 分

钟。 

宣布“测评开始”，并指

示复测队操作。 

按照评审专家的指令： 
队员 1 进行测试操作； 
队员 2 操作“作品”机位拍摄作

品； 
队员 3 操作“仪器”机位拍摄仪

器； 

7 
测评结束，与复测队确认

对测评过程、结果有无异

议。 
宣布测评结束。 

通过口头或文字确认，对测评过

程、结果有无异议。 

8 
发出“测评结束，请退出

评审室”指令； 
 

待评审室助理发出“测评结束，

请退出评审室”指令后，将 3 个

机位退出腾讯会议。 

 



特别注意： 

1）复测队进入测评点后，除三名队员及测试必需设备、工具以外，其他人

员及无关设备等，不得进入测评点“全景”机位摄像范围内，违者取消该队的

测评资格。 

2）以下行为均视作违规，可取消测评资格和成绩：复测队员身份查验未通

过的、作品箱查验未通过的、腾讯会议的画面中出现复测队学校相关信息的、

未收到准备室助理的“开箱”指令前擅自开箱的等等。 

3）测评过程中，如参赛作品出现意外故障，在 5 分钟内不能调整恢复的，

测评结束。 

4）测评过程中，如复测队伍出现网络故障，在 2 分钟内不能恢复的，测评

结束。若第 1 次网络故障在 2 分钟内恢复了，第 2 次再出现网络故障，测评结

束。 

无论测评过程是否出现故障，每支复测队伍的准备阶段和测评阶段的总时

间不得超过 40 分钟。 

四、违规及处理方式 

以下情况属于违规，取消测评资格。 

1）参加复测的队员身份信息与上报的队员名单不一致的。 

2）没按密封要求对作品包装箱进行密封的；作品包装箱密封不完整，有破

损痕迹的；未收到评审室助理的开箱指令前自行打开作品封箱的。 

4）作品封箱上、参赛作品上，或者进入评审室后在任意位置出现学校等相

关信息的。 

5）复测队进入评审室之后、退出评审室之前，全景机位的拍摄范围中出现

除复测队员之外其他人员的、作品机位的拍摄范围中出现跟测试无关的物品/仪

器等的。 

6）不服从组委会工作人员安排的。 

七、争议与投诉处理方式 

复测投诉受理人：秦慧平，电话：18818859865，实名投诉邮箱：

nuedc@mail.xjtu.edu.cn。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30 日 

  



附件 1  复测学校测评点具体要求 

1、测评点地点：  

原则上，测评地点就安排在作品存放室，作品存放在一侧，测评点在另一

侧，一个房间安排不下的，就近安排在其他房间；一个赛题需要至少一个测评

点，同一学校同一题目有四队以上参与复测的，请尽量安排 2 个以上测评点。 

2、测评点调试人员： 

复测队队员与评审室助理对接联系与调试设备，保证全景机位能接入腾讯

会议：检查并保障测评点仪器设备、音视频监控设备正常工作； 

3、测评点接入腾讯会议的设备： 

a) 每个测评点必须有三套可进行视频监控的设备，其中一套设备的镜头像

素要高（以登入腾讯会议之后、能清晰传输测试仪器显示数据为准）；配备至

少一套语音交互的设备；视频、语音设备都必须能够加入腾讯会议。  

b) 视频监控设备（摄像头）最好兼容 WiFi 2.4G 及 5G 两种制式，所配

备的存储卡能够存储 2 天监控录像；语音交互设备配备麦克风及音箱。  

c) 视频监控设备中，第 1 台（全景）设备固定放在较远处，以视野所在

房间出入口、测评操作台、参加测评的复测队全体队员及周边至少 2 米的空间

为标准。第 2 台（近景）设备可令评审专家观察参赛作品上操作交互，可采用

手机配支架，既方便移动又能防抖。第 3 台（近景）设备可令评审专家清晰观

察仪器设备操作过程及显示屏显示的曲线及数据，建议用手机放置在支架上，

与仪器屏幕等高，且尽量与仪器屏幕平行。 

d) 每个测评点的三套设备必须有不同的网络可供选择，至少有一台为手

机，可使用蜂窝数据连网，其他可使用 WiFi 等网络。 

e) 每个测评点的三套设备依次加入“评审室准备助理”指定的腾讯会议，

参会名称命名为：“评审号+全景机位”、“评审号+作品机位”、“评审号+

仪器机位”，例如：A001 全景机位、A001 作品机位、A001 仪器机位。 

 

 



 

图 1 腾讯会议视频画面示意（以华南理工大学现有设备为例） 

4、测评点测试仪器： 

a) 复测学校自行根据赛题要求，准备测评所需仪器设备，并在测评前培训

复测队员学会操作使用。 

b) 测评前，需要将测评点的设备调试好，视频监控设备能够清晰观察到现 

场仪器的接线方式、开关状态、波段开关位置、显示器显示的内容（数据、波

形），如示波器需要在显示屏上清晰稳定地显示各通道信号的波形曲线、幅值

（或峰峰值）、频率、相位、通道灵敏度、扫描周期等参数。  

c) 如果条件许可，可在测评点现场增加一台计算机，通过 USB 连接示波

器，并运行示波器配套上位机软件，该计算机作为一个节点接入腾讯会议，将

上位机软件全屏运行投屏至 会议。上位机软件为读取波形模式，该模式下以一

定时间间隔进行自动刷新。 

 

图 2 截屏模式与实物显示相同（以华南理工大学现有设备为例） 

d) 仪器设备若不能完全满足测试功能或指标要求的，测评时按所能测量到

的项目数据记录成绩。  



5、测评点用具： 

    裁纸刀（用于作品箱拆封） 

6、测评点现场要求：  

a) 测评点所在测评现场，非复测者不得入内。 

b) 测评点全景机位加入会议后、拍摄范围内只有准备助理叫到号的复测队

队员能够进入。 

c) 各 QQ 群将提前公布该组各复测队的测评顺序，复测队队员按照时间安

排提前 30 分钟等候 QQ 群的呼号； 

d) 复测队队员需密切关注 QQ 群的消息，及时响应准备助理的叫号（评审

号），引导该评审号的复测队队员进入测评点； 

e) 复测队队员进入测评点后，应立即将 3 个机位登入腾讯会议； 

f) 待上一队复测队退出腾讯会议之后，下一队复测队再进入测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