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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第三号通知 

 

根据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各高校个人赛的成绩排序及报名参

加团体赛的情况，竞赛组委会讨论决定，获得本届参加“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资格的院校有：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  

江苏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湖北省 武汉大学 

浙江省 浙江大学 

江苏省 东南大学  

天津市 天津大学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江苏省 河海大学  

湖北省 武汉理工大学 

上海市 同济大学 

山东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程大学 

重庆市 重庆大学  

湖南省 中南大学 

河北省 华北电力大学  

江苏省 中国矿业大学  

湖南省 湖南大学 

江苏省 扬州大学  

辽宁省 大连理工大学 

四川省 西南交通大学  

河北省 河北工业大学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 

河北省 军械工程学院  

四川省 西南交大峨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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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解放军理工大学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湖南省 长沙理工大学 

山东省 山东科技大学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按原定计划于

2015年8月8日-10日在石家庄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举行，有关竞赛的具体事项通

知如下： 

1．竞赛时间    

2015年8月8日-10日，共3天。 

2．报到时间及地点   

2015年8月7日9:00至8月8日13:00，在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金戈大厦大厅报

到。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安排专人在石家庄火车站（出站请往西广场方向走）、

机场接站。 

3．“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规则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规则见附件一“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

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规则（试行）”。 

4．“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流程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流程见附件二“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

力学实验”团体赛流程（试行）”。 

5．“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细则和竞赛大纲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细则和大纲见附件三“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

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细则”和附件四“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大纲”。 

6．“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日程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日程见附件五“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

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日程”。 

7．参赛费及会务费 

本届参赛费、试件材料费为每队共4000元，（包括竞赛试件材料费1500元，

竞赛结束后，试件由各校带回）。若现场交费，只能收现金。参赛费由解放军军

械工程学院提供军队统一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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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费每人500元（含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 由河北省力学学会协办，并

出具发票，食宿费用自理（由会议统一安排）。 

8．住宿 

住宿标准：  金戈大厦标准（单人）间：195元/间，由金戈大厦出具军队统

一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请各参赛学校接到本通知后，务必于2015年8月2日前，

将住宿回执及学校信息（见附表一、二），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程兆刚，E－mail： 

jxxyczg@126.com，联系电话：15632165556。 

9．参赛注意事项 

参赛时，每位选手必须同时出示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二者缺一不可），军

人出示学员证，否则，不能参加竞赛。如与报名名单不符，亦不能参加竞赛。 

 

  

 

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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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竞赛规则（试行） 

1．“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以高校为单位组队，根据各高校个人赛前3名的

总成绩进行排序,有30所高校可获得“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参赛资格(最后一名

若出现有同分,可以增补),适当考虑地区性分配原则。 

2．“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参赛队由参赛高校的3名学生和1名指导教师组

成，每所高校只能有一支队伍参赛。 

3．“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以B类（中学时数）基础力学（以材料力学为主）

的教学基本要求为基础，由基础力学实验原理和综合实验两部分组成。基础力学

实验原理部分为闭卷笔试；综合实验部分为团队操作，即现场取题，在指定时间

内完成。实验原理笔试占总成绩的20%，综合实验占总成绩的80%。“基础力学

实验”团体赛着重考核学生的实验基本原理与综合应用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原则上定于竞赛年的8月上旬举行，由上届“基

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冠军队所在高校或根据实验条件指定一所高校承办。上届“基

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冠军队所在高校负责“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的命题和保密

工作，该高校不参加“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命题小组成员不得参加任何与竞

赛相关的辅导与答疑。 

5．“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的综合实验采用积分制，各队根据现场所取的

综合实验题进行比赛，综合实验分成多个考核环节，每个环节都有规定的评分标

准，由资深专家组成的评审专家组打分，汇总后确定综合实验成绩，最终根据各

参赛队实验原理笔试和综合实验两部分的总成绩（三名选手实验原理的平均成绩

20%加上综合实验的成绩80%），从高到低排序，由评审专家组确定获奖队伍，其

中特等奖1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8个，优秀奖若干。另外，竞赛还

将评出优秀指导教师奖与优秀组织奖若干。 

6．为保证“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公平、公正地进行，由仲裁委员会专家

对“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全过程实施监督与仲裁。 

7.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采用封闭形式，选手不能携带手机、计算机进

入竞赛场地，可携带普通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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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流   程（试行） 

一．公布参加“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的学校名单和“基础力学实验”团体

赛相关事项的通知。 

二．各参赛学校上报3~5名参赛选手（学生）和1名指导教师名单，竞赛时只

限3名选手参赛。 

三．“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准备 

1．“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命题：由上届“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的冠军

单位为本届“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的命题单位，命题单位不参加本届“基础力

学实验”团体赛的，命题小组成员不得参加任何与“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相关

的辅导与答疑。 

2．“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现场准备：根据“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要求

准备现场（包括笔试教室、综合实验场地及所用仪器、设备、试件、实验用材料、

工具等）。 

3．“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承办单位会务准备（包括住宿预定、“基础力

学实验”团体赛时的交通、就餐等）。 

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 

1．参赛序号抽签 

由“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秘书组组织抽签，确定每个参赛队序号，在竞赛

整个过程中，参赛队均以序号出现。 

2．基础力学实验原理笔试 

基础力学实验原理闭卷笔试，时间为1小时，参赛队选手全体参赛（3名）。

指导教师回避 

3．笔试卷批改 

由秘书组将各选手试卷密封装订后，评审专家组流水批改，秘书组统计各队

基础力学实验原理笔试成绩。 

4．综合实验竞赛场地抽签 

每个参赛队抽取“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综合实验竞赛场地编号，按抽取的

编号进入场地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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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合实验现场竞赛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综合实验现场取题，参赛队选手全体参赛（3名），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提交实验原始数据与完整的实验报告。指导教师回避。 

6．综合实验竞赛评分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综合实验竞赛评分包括实验技能和综合实验报告两

部分。 

实验技能评分由评审专家组全体成员全过程现场巡视，对各队的实验技能要

素进行打分。秘书组进行统计，去掉各队成绩中的最高分与最低分各一个，计算

各队实验技能部分的平均成绩。 

综合实验报告评分，由秘书组将各队提交的实验原始数据与实验报告密封装

订，评审专家组按实验方案、实验数据、实验分析计算与实验报告书写等要素进

行流水批改。秘书组统计各队综合实验部分的成绩。  

五．评奖 

1．秘书组统计各参赛队总成绩，提交给评审专家组。 

2．评审专家组根据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特等奖1个、一等奖2个、二等

奖4个、三等奖8个、优秀奖若干确定获奖序号。 

3．根据获奖序号，由秘书组确认获奖参赛队名单，评审专家组向竞赛组织

委员会提交获奖参赛队名单，竞赛组织委员会正式确定获奖参赛队与优秀指导教

师、优秀组织奖名单，并上报竞赛领导小组。 

六．监督仲裁委员会负责全程监督“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评奖各环

节；“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竞赛、评奖中若遇争议、申诉，负责调查并提出仲

裁意见，代表竞赛组织委员会裁决。 

七．获得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获奖者将在当年的中国力学大会上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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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竞 赛 细 则 

 

 1．根据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规则，本届“基

础力学实验”团体赛以高校为单位组队，以各高校个人赛前3名的总成绩进行排

序,有30所高校获得“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参赛资格，(最后一名若出现有同分,

可以增补),适当考虑地区性分配原则。本届竞赛个人赛出题学校山东科技大学直

接进入“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2．“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参赛队选手由参赛高校参加个人赛的3名学生组

成，每所高校只能有一支队伍参赛。 

3．“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以B类（中学时数）基础力学（以材料力学为主）

的教学基本要求为基础（详见实验赛大纲）。 

4．“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由实验原理和综合实验两部分组成。基础力学

实验原理部分为闭卷笔试，三名选手全体参加；基础力学综合实验部分为团队操

作，现场领取实验任务书，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实验原理笔试成绩以三名选手的

平均成绩计算，占总成绩的20%，综合实验占总成绩的80%。 

5．“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定于 2015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10 日举行，竞赛地

点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6．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设团体特等

奖 1 个奖，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8 个，优秀奖若干个。另外，竞赛

还将评出优秀指导教师奖与优秀组织奖若干个。 

7．“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的具体细则 

     以下内容请各参赛队仔细阅读，按照参赛细则准备参赛。如果没有按照细

则规定的要求而发生不能顺利进行比赛者，由参赛队自行负责 

（1）基础力学实验原理笔试（20%） 

笔试时间：2015年8月8日16:00~17:00，1小时； 

笔试形式：闭卷，参赛队三名选手全体参加，每人独立答题，可携带答题用

文具和普通计算器，草稿纸由竞赛现场提供； 

手机不允许带入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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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力学综合实验（80%） 

综合实验时间：2015年8月9日8:00~13:00，5小时； 

综合实验内容：现场提供实验设备、仪器、试件及综合实验任务书； 

综合实验形式：闭卷，由代表队三位学生合作完成，包括实验方案设计与实

施，最终提交实验原始数据和完整的实验报告； 

（3）组委会提供的实验所需的材料（各队若自备了以上材料，均不允许带入竞

赛现场。） 

单轴电阻应变片、接线端子、502胶水、酒精棉、丙酮棉、导线、实验报告

纸、草稿纸。 

（4）参赛队必须携带的工具 

    大剪刀、剥线钳、插空白SD卡的数码相机（自带SD卡、不可以用手机替代）、

游标卡尺（量程150mm以上）、螺旋测微仪（千分尺，量程0~25mm）、老虎钳。 

（5）参赛队自备的辅助工具与辅材 

除组委会提供的实验所需的材料外，综合实验其他所需辅助材料和工具由

各代表队自备，如：测量（卡尺、钢皮尺等）、划线、打磨等工具，胶带、焊接

所需材料、工具等。 

各参赛队也可根据本队参赛队员的需要自带静态电阻应变仪。 

不允许将具有编程和记忆功能的袖珍计算器、掌上电脑及手机带入竞赛现

场。 

综合实验评分方法：实验技能30%，实验方案25%，实验数据15%，实验分

析计算25%，实验报告书写 5%。 

综合实验现场提供的实验设备及静态数字电阻应变仪见附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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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实验设备 

 

 

附图二  应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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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大    纲 

 

实验竞赛范围：  理论力学静力学部分、材料力学 B 类（中学时数） 

实验竞赛内容：   

材料的力学性能及测试：以国标 GB/T228—2002 为标准 

具体内容：常温静载拉伸、压缩试验时的力学性能 

标准试件 

低碳钢、铸铁拉伸曲线 

低碳钢弹性极限、比例极限、屈服极限、强度极限、

延伸率、截面收缩率、颈缩现象 

铸铁强度极限 

其他金属材料拉伸曲线 

低碳钢、铸铁拉伸、压缩、扭转试验时的破坏现象，引

起破坏的原因 

弹性常数（弹性模量、泊松比、剪切弹性模量） 

电测原理及测试：电阻应变片、测量电桥、测量电桥应用、应变-应力换算 

基础力学实验常用的仪器设备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方法： 

实验数据处理：  误差基本概念、分类、特点，试验精度（精密度、准确度、精

确度） 

                一元线性回归（端值法、平均值法、最小二乘法） 

实验竞赛笔试题形式： 

填空或判断题，选择题，实验计算题，实验应力分析题。 

实验竞赛综合实验内容： 

    实验方案设计，试件尺寸测量，应变片、接线端子粘贴，导线焊接，试件安

装，加载测量，数据记录和处理，实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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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竞赛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2015.8.7，9:00 至 

2015.8.8，13:00 
各参赛队报到 金戈大厦 

2015.8.8 

13:40 指导教师预备会 
金戈大厦二号会

议室 

14:30~15:00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开幕式、合影 
学术报告厅 

15:15~15:30 抽签（确定参赛队序号） 学术报告厅 

16:00~17:00 竞赛笔试（每队三名选手） 1101、1102 教室 

17:15~18:15 熟悉综合实验场地、设备 学院羽毛球馆 

2015.8.9 

7:20~7:50 
参赛选手抽签（抽场地

号）、进场。 
学院羽毛球馆 

8:00~13:00 综合实验竞赛 学院羽毛球馆 

8:00~12:00 

 

参观院史馆 院史馆 

赞助商展示、介绍会 军体馆 

实验教学交流座谈会 
金戈大厦一号会

议室 

2015.8.10 

9:30~10:30 竞赛试件交流 军体馆 

10:30 发综合实验试件 军体馆 

10:30~12:00  
“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闭幕式、颁奖 
学术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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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回执表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团体赛 

住宿回执 

参赛单位：                                

注：由于房间数量有限，原则上学生两人合住一间。 

附表二：参赛学校信息表 

参赛学校 校徽（电子版） 校旗（电子版） 备注 

    

 

代表队 

成员 
姓 名 

性

别 

学生身份证号/ 

指导教师联系电话 

住宿 合

住 
包

间 7 日 8 日 9 日 

参赛

学生 

（前

三位

为上

场比

赛选

手） 

1         

2         

3         

4         

5         

指导

教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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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金戈大厦位置图（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