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时间分配如下：

1）高职高专赛道（高职院校在校生、职业本科院校专科专业在校生、五年制高职专科

段学生含技师院校）：

● 2023 年 4 月 3 日，9:00-12:00，14:00-17:00，18:30-21:30；

● 2023 年 4 月 4 日，9:00-12:00，14:00-17:00，18:30-21:30。

2）本科赛道（普通全日制本科在校生，含职业本科院校本科生）：

● 2023 年 4 月 5 日，9:00-12:00，14:00-17:00，18:30-21:30；

● 2023 年 4 月 6 日，9:00-12:00，14:00-17:00，18:30-21:30；

● 2023 年 4 月 7 日，9:00-12:00，14:00-17:00，18:30-21:30。

注意事项：

1. 初赛为资格赛，开考时间采用预约制，各赛道可选考试时段如上。初赛成绩分为A、B、

C、D四个等级，D级为不合格，给予一次补考机会（时间待定），补考没有达到C级以上

含C级，不能参加决赛。

2. 如需修改预约时间，请在当前预约的初赛开考前24小时之前通过个人中心-初赛记

录修改预约时间，爽约视为缺考，成绩为D级。

3. 参加初赛时，请根据本队预约的初赛时间，提前45分钟进入线上监考房间进行身

份核验，开考前5分钟停止核验身份，未核验身份视为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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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电脑自带的扬声器，须确保能正常听到声音） + 摄像头摆放的支架（或其他高

二、考前准备

初赛开始前请准备好以下事项：

1) “圆梦杯”大赛参赛凭证（通过“个人中心-报名记录”查看）

2) 参赛人员个人身份证

3) 参赛人员的手机（号码与初赛分工设置的一致）

4) 作答电脑（笔记本或台式机均可）

5) 监考设备（二选一）

① 独立摄像头 + 麦克风（电脑自带或外接均可，须确保声音输入正常） + 耳机

度适中的支撑物）

② 手机（确保手机电量充足，是否配备耳机可根据考试环境自行决定） + 手机支

架（或其他高度适中的支撑物）

6) 工具软件（安装于作答电脑中）

① 监考软件（腾讯会议软件）

下载地址：

PC 版本：https://www.nushdc.com/download 点击“腾讯会议 PC 版”右侧

“下载软件”进行下载；

Android 版本：https://www.nushdc.com/download 点击“腾讯会议 Android 

版”右侧“下载软件”进行下载；

IOS 版本：https://www.nushdc.com/download 点击“腾讯会议 IOS 版”右

侧“下载软件”进行下载。

② 画原理图和 PCB 的软件（根据日常练习习惯）

https://www.nushdc.com/download
https://www.nushdc.com/download
https://www.nushdc.com/download


可使用立创 EDA 或其他EDA软件。

③ 远程云端硬件实验平台及Keil

 

远程云端硬件实验平台地址(可使用访客模式登陆体验，正式考试时会下发登陆账

号和密码）：https://dev.bj-jc.com:20002/RemoteExp/login

④ 录屏软件（EV 录屏）

下载地址：

EV 录屏软件：https://www.nushdc.com/download 点击“下载软件”进行下

载。

⑤ 浏览器（Google)

 

 

下载地址：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点击“下载 Chrome”

进行下载。

6) 草稿纸和笔。

7) 其他：确保电脑网络畅通，确保电脑电量充足（笔记本建议连接电源使用），确保参

赛号、监控系统房间号无误（通过“个人中心-报名记录-查看参赛凭证”可查看）。

注意事项：

1. 参加初赛前请确保已经做好初赛分工，如未分工，请通过“个人中心-报名记录”点

击“初赛分工安排”进行设置，否则无法进入初赛考核系统；

2. 答题人员“报名手机号”以初赛分工中设置的为准，分工中设置的手机号会更新到报

名信息里，每个报名队员在参加正式考核之前建议都至少进行一次模拟考核，以熟悉正

式流程（3月 3 1 日-4月2日可机型模拟测试，模拟次数不限）；

3. 初赛考核需要队员用“报名手机号”（分工安排中最终确认的手机号）登录大赛官网

，再输入“证件号”和“参赛号”方可进入考核。参赛号通过“个人中心-报名记录”点击

“参赛凭证”可查看；

https://dev.bj-jc.com:20002/RemoteExp/login
https://www.nushdc.com/download
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4. 监考系统采用腾讯会议软件，参赛人员须提前下载安装好腾讯会议软件，并注册账

号，监控系统房间号通过“参赛凭证”可以查看。



三、考前身份核验（请考生于开考前 45 分钟进入线上监考房间，开考前 30 分钟

前摆好监考设备。初赛考核开始前 5 分钟停止身份核验，未核验身份视为缺考。）●

用手机作为监考工具的操作流程：

1. 手机上安装腾讯会议软件，初赛考核开始前 1 小时左右，连接好手机 + 手机支架，

调好手机音量，打开腾讯会议，登录账号。

2.在在腾讯会议主页中，点击“加入会议”。

3. 在“会议号”中输入“监控系统房间号”（可以在报名记录-参赛凭证中查看，须

提前备好），在“您的姓名”中填入“姓名+学校名称”，关闭麦克风，开启扬声器，



开启摄像头，点击“加入会议”（初赛考核开始前 45 分钟进入）。

4. 开考前 45 分钟到开考前 30 分钟，在监考老师的指引下，将摄像头摆放到可以拍

摄到作答者和电脑作答画面的固定位置，拍摄效果如下图所示



摄像头摆放位置如下图所示

5. 开考前 30 分钟开始，在监考老师的指引下，在摄像头前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考前签

到，配合监考核查个人信息。



6. 个人信息核验通过后，坐在座位上，等待初赛考核开始，禁止离开座位。

注意事项：

请考生于开考前 45 分钟进入线上监考房间，开考前 30 分钟前摆好监考设备。初赛考

核开始前 5 分钟停止身份核验，未核验身份视为缺考。



● 用外接 USB 摄像头作为监考工具的操作流程：

1. 电脑上安装好腾讯会议软件，初赛考核开始前 1 小时左右，连接好外接 USB 摄像

头 + 麦克风 + 耳机 + 摄像头支架，打开电脑端腾讯会议，登录后点击右上角“设

置”（初赛考核开始前 45 分钟须进入线上监考房间，设备调试时间请自行把握，建

议在初赛考核开始前 1 小时调试设备为宜）。

2.在设置界面中，点击“视频”，选择正确的设备，确保视频画面清晰正常。

在设置界面中，点击“音频”，选择正确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设备，检测扬声器和麦克

风。



3.确认视频、音频设备都正常后，在腾讯会议主页中，点击“加入会议”。

4. 在会议号中输入“监控系统房间号”（可以在报名记录-参赛凭证中查看，须提前

备好），名称“姓名+学校名称”，开启摄像头，关闭麦克风，点击“加入会议”（初

赛考核开始前 45 分钟进入）。



5. 开考前 45 分钟到开考前 30 分钟，在监考老师的指引下，将摄像头摆放到可以拍

摄到作答者和电脑作答画面的固定位置，拍摄效果如下图所示

摄像头摆放位置如下图所示



6. 开考前 30 分钟开始，在监考老师的指引下，在摄像头前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考前签

到，配合监考核查个人信息。

7. 个人信息核验通过后，坐在座位上，等待初赛考核开始，禁止离开座位。

注意事项：

请考生于开考前 45 分钟进入线上监考房间，开考前 30 分钟前摆好监考设备。初赛考

核开始前 5 分钟停止身份核验，未核验身份视为缺考。



四、正式答题

1.用谷歌浏览器打开大赛官网（www.nushdc.com），点击右上角“登录”按钮。

2.参赛人员用初赛分工安排时填写的手机号作为账号，获取验证码或输入密码登录。

3.登录成功后，点击标题栏“参加初赛”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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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页面底部“正式考核”按钮。

5.在初赛系统中，填入身份证号和参赛号，点击“进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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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初赛系统中完成初赛的正式答题（每位队员答题的题型与初赛分工设置的一致）

题型按以下顺序排列：

1）理论考核（单选题，点选作答，作答完成后，可点击“理论考核交卷”进行交卷）

2）电路设计（电路原理图设计或 PCB 设计二选一作答，作答完成后，可点击“电路

设计交卷”进行交卷）

注意：在提交设计文件时不允许出现出现选手的任何信息，否则视为作弊，总成绩以

0 分计算，不同的设计题目需严格按照设计所需文件上传，文件格式不符将以 0 分计

算。（上传的答案文件的要求以初赛正式考核中题目的要求为准）



3）编程测评（按题目要求作答，作答完成后，可点击“编程测评交卷”进行交卷）

注意：在提交程序文件时不允许出现选手的任何信息，否则视为作弊，总成绩以 0 分

计算，务必严格按照题目要求上传文件，文件不符合要求所造成的后果自负。如题

目要求录制功能演示视频上传，可使用考前安装的录屏软件进行录制。（上传的答案

文件的要求以初赛正式考核中题目的要求为准）





注意事项：

1.初赛考试时间采用预约制，本科和专科院校可选时段不同，请各参赛队伍按需根据

自身情况预约初赛时间。如需修改预约时间，请务必在当前预约的初赛开考前24小

时之前从个人中心-初赛记录修改（开考前24小时内无法修改初赛预约时间）。

2.同一时间点开始考试的参赛队伍，所有的作答人员的开考时间点一致。如一人作答

多个题型，逐题作答。

常见问题

1.关闭标签重新打开，答案有无缓存？

2.超时未提交会怎样？

3.答题过程中，能否查阅资料？

4.答题过程中，能否相互协作？

如有任何问题，可加入第二届“圆梦杯”大赛官方QQ群（群号234348688）反

馈（加群备注：姓名+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