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别（设计或论文）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等级 备注

A 国际重要竞赛 指国际机构定期举办的具有全球影响的设计竞赛

A1 设计 UIA世界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UIA） 国际重要竞赛 每3年一次、建筑学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均可参赛

A2 设计 亚洲建筑协会学生设计竞赛 亚洲建筑协会 国际重要竞赛

A3 设计 ULI Hines Student Competition Urban land institute 国际重要竞赛 指国际机构定期举办的具有全球影响的设计竞赛

A4 设计 IFLA国际学生竞赛 IFLA （国际风景园林师协会） 国际重要竞赛

A5 设计 ASLA学生竞赛 ASLA(美国风景园林式协会） 国际重要竞赛

A6 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国内重要竞赛

A7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国内重要竞赛

A8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国内重要竞赛

A9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0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1 CCTV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2 21世纪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3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4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5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6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7 全国高等院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社会调查竞赛 国内重要竞赛

A18 全国高等院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城市设计竞赛 国内重要竞赛

B 国际一般竞赛 指国际机构/海外大学定期举办的国际性（超过3个国家参加）的设计竞赛

B1 设计 Light of Tomorrow VELUX竞赛 威卢克斯（VELUX）集团与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和欧洲建筑教育协会（EAAE） 国际一般竞赛 单数年的9月底公布题目，次年一月颁奖。参赛者为全球建筑学生个人或团队

B2 设计 Archiprix全球建筑毕业设计大奖 Moscow Architecture Institute MARKHI，Strelka Institute for Media, Architecture and Design，Central House of Artists和ARCHIPRIX公司(欧洲)主办 国际一般竞赛 每所院校挑选出最优秀的一份毕业设计参加。上半年发出邀请，10月经国际评委评审，选出25个提名奖，次年5月最终决出7个大奖作品

B3 设计 亚洲建筑新人赛 亚洲建筑新人战实行委员会 国际一般竞赛 每年10月初在日本大阪举办。建筑学专业一至三年级的课程作业；自由投稿，无学校人数限制，无投稿报名费。

B4 设计 国际热带建筑设计竞赛 新加坡政府 国际一般竞赛 面向所有大学以及职业学校的学生，只要是在建筑学和建筑设计领域的即可报名

B5 设计 同济大学建造节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 国际一般竞赛 面向邀请院校、无研究生

B6 设计 2019UIA-CBC国际高校建造大赛 国际建筑师协会（UIA） 国际一般竞赛

B7 设计 Better Philadelphia Challenge Ed Bacon Memorial Committee of the Center f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国际一般竞赛
Founded in 2006 in memory of Philadelphia’s iconic 20th century city planner, Ed Bacon [1910-2005], this annual competition challenges university-
level students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doctoral)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address real-world urban design issues in Philadelphia that have

B8 设计 辛德勒全球大奖（SGA）学生城市设计竞赛  Schindler, 苏黎世高工（the ETH Zürich） 国际一般竞赛

B9 设计  都市公共空间设计竞赛  Airbnb Japan, K. K  Culture Convinience Club Co., Ltd  日建株式会社

B10 设计 GSA全球大奖(Global Schindler Award)  迅达集团、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the ETH Zürich）建筑学院城市设计教席 国际一般竞赛

B11 设计 IFLA国际学生竞赛（亚太区） IFLA （国际风景园林师协会） 国际一般竞赛

B12 设计 中日韩风景园林学生竞赛 中\日\韩风景园林师协会 国际一般竞赛

B13 设计 欧洲景观双年展与罗莎·芭芭拉国际景观奖 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协会和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国际一般竞赛

B14 “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大赛 国内一般竞赛

B15 “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大赛 国内一般竞赛

B16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 国内一般竞赛

B17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海赛区） 国内一般竞赛

B18 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 国内一般竞赛

C 国内重要竞赛 指全国性的定期举办的具有重大影响的设计竞赛和论文奖  以及 国内组织的定期国际性竞赛

C1 设计 “中联杯”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中国建筑学会 国内重要竞赛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院系全日制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参加，成员1～4名；每组可有不超过2名的指导教师。

C2 设计 AUTODESK REVIT 杯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主办单位：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赞助单位：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国内重要竞赛 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职业院校学生自愿参加。以1～6人结成小组参加，每小组指导教师不超过2人

C3 设计 霍普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天津大学建筑学院（TJU），《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社（UED） 国内重要竞赛 国内外高校学生自由报名、公开竞赛的方式。全日制在校学生（含硕士、博士研究生）以个人或小组形式参赛，每组成员不超过4 人，指导教师不超过2 名。

C4 论文 “清润奖”全国大学生论文竞赛 《中国建筑教育》、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国内重要竞赛

C5 设计 中国建筑院校境外交流优秀作业 中国建筑学会 国内重要竞赛

C6 设计 HA中国城乡建成遗产保护优秀学生设计作业遴选 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九校联合主办 国内重要竞赛

C7 设计 全国高等院校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及研究生乡村规划方案竞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 国内重要竞赛

C8 论文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论文竞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国内重要竞赛

C9 论文 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
 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国内重要竞赛

C10 设计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国内重要竞赛

C11 设计 趣城计划·国际设计竞赛  深圳市盐田区政府、中国建筑中心CBC 国内重要竞赛

C12 设计 UA创作奖•概念设计国际竞赛  《城市建筑》 国内重要竞赛

C13 设计 “国际绿点大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国内重要竞赛

C14 论文 中国城市规划优秀科技论文专项奖（青年）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国内重要竞赛

C15 设计 城垣杯·规划决策支持模型设计大赛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 国内重要竞赛

C16 设计竞赛，论文评比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大学生设计竞赛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国内重要竞赛

C17 论文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论文奖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国内重要竞赛

C18 论文 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 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国内重要竞赛

C19 “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大赛同济大学校内选拔赛 其他竞赛

C20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内赛 其他竞赛

D 国内一般竞赛 国内省部级设计竞赛 调研竞赛 论文奖  国内组织的单次国际竞赛

D1 设计 “天作杯”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大奖赛 《建筑师》杂志社、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国内一般竞赛 在读的国内（包括港、澳、台）外大学本科、硕士或博士生。



D2 设计、论文 专指委优秀教案作业展评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 国内一般竞赛 中国大陆、台、港、澳、新及其它地区的建筑院系等建筑学专业师生

D3 设计 阿尔博波特兰建筑设计比赛 阿尔博波特兰集团与上海市同济大学、丹麦BIG（Bjarke Ingels Group）建筑设计集团 国内一般竞赛 建筑学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均可参赛

D4 设计 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 国内一般竞赛

D5 设计 中国建筑学会国际青年建筑设计竞赛 清华大学 国内一般竞赛

D6 设计 同济大学建筑系年度优秀作品奖 同济大学 国内一般竞赛

D7 设计 东南▪中国建筑新人赛暨亚洲建筑新人赛中国区TOP100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内一般竞赛

D8 设计 “筑梦上海 青春畅想”长三角大学生上海地标设计大赛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江苏省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安徽省委员会 国内一般竞赛

D9 设计 全国高校竹设计建造大赛 安吉县人民政府、国际竹藤组织 国内一般竞赛

D10 设计 高校木结构设计邀请赛二等奖 全国高校土木工程学科指导委员会木结构教学研究会 国内一般竞赛

D11 设计 上海市高校大学生建筑设计作品竞赛 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国内一般竞赛

D12 设计 i.FUTURE|2017首届未来城市概念设计国际竞赛  国家发改委-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国内一般竞赛

D13 设计 义龙未来城市国际设计竞赛  贵州省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委会与CBC建筑中心 国内一般竞赛

D14 设计 2017第二届“五维源”杯 中国苏州太湖·小人国设计大赛  中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组委会 国内一般竞赛

D15 设计 奉贤南桥镇口袋公园更新设计国际竞赛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国内一般竞赛

D16 设计 扬州芒稻河西岸青年设计师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管理委员会，扬州市规划局 国内一般竞赛

D17 设计 钠田杯可持续设计国际竞赛  宿迁市人民政府 国内一般竞赛

D18 设计 全国大学生绿色校园概念设计大赛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绿色校园组 国内一般竞赛

D19 论文 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年度学术论文评选 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 国内一般竞赛

D20 设计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国内一般竞赛

注：其他重要国内外竞赛及获奖，将采用逐一认定的方式，由获奖人提出认定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