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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TRIZ 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是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联合主办，（国家）创新方法研究会、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黑龙江省教育厅、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和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等单

位具体承办的一项引导大学生运用 TRIZ 创新方法进行创新的全国竞

赛活动。第八届中国 TRIZ 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将于 2020 年

10 月中旬举办。 

一、大赛目的 

（一）激发大学生创新活力 

通过开展竞赛活动，吸引、鼓励大学生踊跃参加科技创新活动，

普及推广 TRIZ 理论，以赛促教，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愿，让大学校

园的创新活力在积极竞争的良性循环中得到激发。 

（二）提升大学生创新综合能力 

通过开展竞赛活动，引导大学生实践创新精神、创新理论、创新

思维、创新技法，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国家培养适应新形势、

新要求的创新型复合人才。 

（三）营造大学生创新创业良好环境 

通过开展竞赛活动，为大学生整合各类创新创业相关的科技服

务，保护知识产权，推动成果转化,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

索和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加强学生创新的内在动力，鼓励、支持真

正的原始性创新。 

二、大赛主题 

创新创业 方法先行 

三、参赛对象及作品分类 

（一）参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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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读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全日

制普通高校毕业 5年以内（2015 年 3月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创业者。  

教师组：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开设创新方法（涵盖 TRIZ、六西格

玛、精益生产等各类创新方法在内）相关课程以及应用创新方法进行

科学研发活动的教师。 

（二）参赛作品分类 

学生组：发明制作类（含高职高专组）、工艺改进类、创新设计

类、生活创意类、创业类。 

教师组：推广及应用类。 

四、参赛条件 

（一）报名要求 

1.发明制作类、工艺改进类、创新设计类和生活创意类报名要求 

参赛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读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参赛

院校根据自身情况，由学校有关负责部门统一组织推荐报名参赛，指

定一名教师作为联络员，指导参赛人员填写申报材料，全校汇总后按

大赛组委会要求报送。每个参赛团队，学生人数一般不超过 5 人，专

业指导教师 1 人，TRIZ 指导教师 1 人。发明制作类、工艺改进类、

创新设计类和生活创意类的所有参赛团队均需以所在院校为单位，集

体报名参赛，不接受个人报名参赛。 

2.高职高专发明制作类报名要求 

需要单独填报作品汇总表，具体报名要求同上。 

3.创业类报名要求 

参赛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读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全

日制普通高校毕业 5 年以内（2015 年 3 月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创业

者。参赛项目需由团队所在高校进行统一推荐。创业类参赛项目团队

需经过 20 学时以上的 TRIZ 理论培训。每个参赛团队，人数一般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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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5 人，TRIZ 指导教师 1 人。 

4.教师组推广及应用类报名要求 

参赛对象为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开设创新方法（涵盖 TRIZ、六西

格玛、精益生产等各类创新方法在内）相关课程以及应用创新方法进

行科学研发活动的教师。由各高校联络员统一组织推荐报名参赛，指

导参赛人员填写申报材料，全校汇总后按大赛组委会要求报送。原则

上开设创新方法课程的高校可推荐 3名教师参赛，未开设创新方法课

程的高校可推荐 1 名教师参赛,上届已获奖的教师三年内不许重复申

报。 

（二）作品要求 

1.发明制作类、工艺改进类、创新设计类和生活创意类作品要求 

参赛作品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应构思巧妙，具有较强创新性、新颖

性，原创性。 

参赛作品对促进本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有突出的作用，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 

参赛作品应具备一定的实用性，能够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应用，有

望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2.创业类作品要求 

参赛团队应结合团队自身经营的项目或产品情况，运用 TRIZ 理

论工具进行技术革新或发明创造。 

参赛作品应具备良好的用户体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参赛作品应能够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应用，并具备较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3.教师组推广及应用类项目要求 

参赛教师应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开展过创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并

产生相关教学和科研成果（如论文、论著、专利、教改项目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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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PPT 制作展示、案例应用于教学情况、创新方法教学改革项目的参

与情况。参赛教师需指导过大学生应用创新方法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三）提交要求 

1.学生组参赛作品提交要求 

参赛作品应是参赛团队的原创作品；参赛队将作品方案（包括：

发明创意、原理图、原理、设计创新点等）、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如专利证书或受理通知等、查新报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销售合同、用户使用报告等材料作为作品申报书附件一同上报。 

五、大赛流程 

大赛时间为 2020年 8 月-2020 年 10月 

（一）启动、申报阶段（2020 年 8 月 20 日—9 月 20 日） 

1.大赛启动 2020 年 8 月 20 日—9 月 10日 

各高校开始进行参赛准备工作，确定联络员人选，并将大赛联络

员信息表 Excel版于 8 月 30 日前发送至大赛指定邮箱。 

2.作品申报 2020 年 9 月 10 日—9 月 20日 

各参赛高校提交参赛作品汇总表（校内选拔赛、省赛直接晋级决

赛作品需明确标注）盖章后扫描，同时将汇总表电子版（包含 Excel

表格）及申报书电子版（匿名版）发送至大赛指定邮箱。 

（二）初评阶段（2020 年 9 月 20 日-10 月 17 日） 

大赛评委对参赛项目进行函评盲审后,评选出晋级决赛网络答辩

作品，并在大赛网站（http://www.chinaims.org/）和龙江 TRIZ 微

信平台上进行公布。 

（三）决赛阶段（2020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18 日） 

入围决赛前 200项作品进行网络答辩，评选出优秀作品，公示获

奖名单并在大赛网站公布。 

（四）作品展示阶段（2020 年 10 月 18 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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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展示作品简介，进行成果转化推介。 

（五）颁奖 

获得大赛特等奖团队将受邀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现场

颁奖。 

六、赛事安排 

（一）校赛、省赛 

 每所高校可以自行举办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校赛，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可自行举办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省赛，同时各地可以冠以

反映地方特点的副名称。 

各省省赛发明制作类前三名、校赛发明制作类第一名可直接晋级

决赛网络答辩。 

校赛、省赛比赛 9月 20日前需向中国 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

赛组委会提交比赛相关材料（比赛方案、通知、获奖名单、新闻报道、

现场图片等）进行备案。 

（二）校赛、省赛推荐要求 

1.校赛：推荐比例为校赛报名数量的前 30%。 

2.省赛：需推荐获得省赛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作品。 

七、知识产权保护 

参赛作品的专利申请等权利原则上归属发明人、设计人；大赛组

委会有选择参赛作品用于保存并展示的权利；参赛作品不得侵犯其他

个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于侵犯其他个人或组织合法权益的，一切

后果由参赛队和和相关责任人负责。 

八、成果转化及支持政策 

进一步加强推动本次大赛学生作品成果的转化及应用力度，对参

赛优秀的、应用性强的作品，利用网站积极进行展示推介，在赛期内

组织企业进行网上项目对接及洽谈转让等，对作品成果转化较好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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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高校和选手进行宣传。 

九、对外宣传 

为打造中国 TRIZ 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的品牌形象，将采用以

下三种形式进行宣传。 

（一）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二）利用网站和微信平台，对大赛赛前、赛中、赛后进行实时

报道。 

大赛属公益事业，社会各界均可赞助，对赞助单位给予重点宣传，

扩大赞助单位的良好对外社会影响。 

十、决赛日程安排 

时间 活动内容 参加人员 

2020.10.17 

8:00-8:30 开幕式 领导嘉宾 

8:30-12:00 决赛分组网络答辩 评审专家、各高校参赛队员 

12：00-13:00 午休 评审专家 

13：00-18:00 决赛分组网络答辩 评审专家、各高校参赛队员 

2020.10.18 

8:30-11:30 总决赛网络答辩 评审专家、晋级总决赛 18 支队伍 

11:30-12:00 闭幕式 公布比赛结果 

注：比赛时间可能微调，如有变动以龙江 triz(longjiangtriz)微信平台最新公布为准。 

十一、组织保障 

（一）主办单位 

科学技术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二）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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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法研究会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  

黑龙江省技术创新方法研究会 

哈尔滨工程大学 

十二、联系方式 

（一）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联系方式：0451-51920606 办公室 13903614031王秀莲 

哈尔滨工程大学 

联系方式：0451- 82569500 办公室  

18845568084 王浩宇 15765942312 张羽鑫 

汇总表和联络员信息表及大赛报送材料发送指定邮箱：

trizbei2020@126.com(邮件题目中须注明学校)。 

（三）大赛信息发布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大赛官网:http://www.chinaims.org/ 

微信公众号：longjiangtriz 

 

 

注：本参赛指南内容最终解释权归中国 TRIZ 杯大学生创新方

法大赛组委会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