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浙高图秘字〔2022〕6 号

关于举办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

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的通知

各高校图书馆：

恰逢 4月读书节即将到来之际，为进一步展示和提升浙江地区高校师生的信

息素养能力，营造浓郁学习氛围，助力师生教学科研，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特举办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研思未来 学在当下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4 月 1 日—2022 年 5 月 31 日

1.初赛：

2022 年 4 月 1 日—2022 年 4 月 30 日

2.决赛：

2022 年 5 月 10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

3.评审：

2022 年 5 月 21 日—2022 年 5 月 31 日

三、活动对象

浙江区域范围内各高等学校师生

四、参赛组别

1.本科院校组

2.高职高专院校组

五、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协办单位：浙江省各高校图书馆

六、活动内容

1.大赛分为两部分：初赛（个人赛）、决赛（团体赛）。

2.各参赛单位需设指导老师 1名，并加入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主题

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指导老师交流 qq 群（855609312），便于后续沟通大赛进展。

3.此次活动通过“知网研学”平台的功能来实现，并利用平台后台统计功能

实现积分统计。

（一）初赛（个人赛）

1.比赛形式：

初赛以个人利用平台进行研究学习、获取学习积分的形式开展。

2.比赛赛制：

初赛期间，各高校参赛者注册并登录平台（x.cnki.net），并在个人中心完

善姓名、学校、学院、专业、手机号、电子邮箱等个人信息后，绑定到本校研学

机构账号。活动期间使用平台，领取“亚运知识知多少”等学科资源包，针对学

科资源包内的文献资源或平台其他文献资源，进行阅读、收藏、笔记、创作等操

作（详见附件 1参赛指南），即可获取相应学习积分。最终根据积分排名和参与

人数对个人及指导老师进行奖项评定。

3.奖项设置：

（1）本科院校组

初赛设 60 名个人优胜奖，其中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30 名，

颁发奖品及荣誉证书；设 5名优秀指导老师奖，颁发奖品及荣誉证书。

（2）高职高专院校组

初赛设 40 名个人优胜奖，其中一等奖 5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5 名，

颁发奖品及荣誉证书；设 3名优秀指导老师奖，颁发奖品及荣誉证书。

4.初赛评分规则：

平台会自动记录参赛者的学习积分，参赛者也可在平台的个人中心随时查看

个人学习积分。



（1）个人优胜奖：根据个人学习积分进行排名，若学习积分相同，则根据

完成时间进行排名。

（2）优秀指导老师奖：根据参赛单位参赛总人数情况选出。本科院校组参

赛总人数排名前五、高职高专院校组参赛总人数排名前三的参赛单位指导老师获

优秀指导老师奖，若出现参赛总人数一致的情况，则优先选取总分高者。

注：仅注册、无学习积分记录的账号，不计入参赛总人数与参赛单位总分内。

5.赛事安排：

（1）2022 年 3 月 25 日前：承办单位为参赛单位开通平台机构版账号，协

办单位将账号密码或者邀请链接在校内发布，各图书馆随后进行活动宣传。

（2）2022 年 4 月 1 日 0 时—2022 年 4 月 30 日 24 时：开展初赛（个人赛），

比赛时间内，参赛者自行使用平台进行学习积分。活动承办方将接受参赛单位申

请，开展大赛线下或线上培训。

（3）2022 年 5 月 9 日前：公布初赛（个人赛）获奖名单及决赛（团体赛）

入围名单。

（二）决赛（团体赛）

1.比赛形式：

以团体赛形式开展。初赛各参赛组别中，各参赛单位取校内初赛成绩前五名，

将积分成绩相加作为此参赛单位总成绩，选取各参赛组别中总成绩前十的参赛单

位进入决赛，若出现总成绩相同的情况，则优先选取初赛参赛人数多的单位进入

决赛。最终决赛队伍由 10 支本科院校团队和 10 支高职高专院校团队组成。入围

决赛的参赛单位图书馆作为组织单位，负责召集并提交参加决赛的人员名单。

2.参赛成员：

参赛单位须指定 3名成员参赛，参赛单位可自行安排参赛者参赛。

3.比赛内容：

数据库使用及课题研究能力比拼

（1）比赛形式：

决赛以团队利用平台功能进行课题研究的形式开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

交作品。

（2）比赛赛制：



各参赛团队自行选择研究课题，在平台上查找收集相关资料，并借助数据处

理、可视化分析等工具，分析课题研究现状，得出相关研究结论。最终以视频创

作形式呈现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

视频录制及视频呈现方式：不限。

视频时长：3—5分钟。

视频格式：MP4 格式。

视频文件命名格式：学校名称+课题名称+参赛成员

（3）比赛时间：

2022 年 5 月 10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

（4）作品提交方式及截止时间：

2022年5月18日24时前，各组将作品发送至指定邮箱（648880219@qq.com），

逾期发送则视为主动放弃决赛资格。

4.奖项设置：

（1）本科院校组

决赛设团体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4名，颁发团体

证书及个人奖品；设最佳人气奖 1名，颁发团体证书；设优秀组织奖 1名，颁发

荣誉奖牌。

（2）高职高专院校组

决赛设团体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4名，颁发团体

证书及个人奖品；设最佳人气奖 1名，颁发团体证书；设优秀组织奖 1名，颁发

荣誉奖牌。

5.奖项评选明细：

（1）团体奖：根据各参赛组别参赛团队的成绩进行排名。其中，各参赛组

别排名第一的获一等奖，排名第二、第三的获二等奖，排名第四、第五、第六的

获三等奖，排名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的获优秀奖。

（2）最佳人气奖：根据网络投票选出，得票数最高者获得，若出现得票数

一致的情况，则由专家评委投票表决选出。

（3）优秀组织奖：决赛各参赛组别排名第一的参赛团队所在单位获优秀组

织奖。



6.决赛评分规则：

（1）专家评审：专家评委根据视频作品进行打分，而后算出平均分，即为

该队得分，满分 100 分（详见附件 3专家评审标准）。

（2）网上投票：得票最高者为 100 分，其余参赛队伍得分为：100*“网上

投票”得票数/最高得票数。

（3）总分计算方法：“专家评审”得分*70%+“网上投票”得分*30%。

7.赛事安排：

（1）2022 年 5 月 10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开展决赛（团体赛）。

（2）2022 年 5 月 9 日 24 时前：各参赛单位将决赛团队信息登记表（详见

附件 2决赛团队信息登记表）发送至指定邮箱（648880219@qq.com）。

（3）2022 年 5 月 18 日 24 时前：参赛团队提交参赛作品。

（4）2022 年 5 月 21 日—2022 年 5 月 25 日：开启网上投票。

（5）2022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专家评审。

七、奖品设置

1.初赛：

一等奖：荣誉证书+罗技键鼠套装（价值 300 元左右）；

二等奖：荣誉证书+小米体脂秤（价值 100 元左右）；

三等奖：荣誉证书+小米小爱随身音箱（价值 50 元左右）；

优秀指导老师奖：荣誉证书+飞利浦加湿器（价值 500 元左右）。

2.决赛：

团体一等奖：荣誉证书+华为智选智能乳胶枕（价值 500 元左右）每人一件；

团体二等奖：荣誉证书+小米手表（价值 400 元左右）每人一件；

团体三等奖：荣誉证书+飞利浦电动牙刷（价值 300 元左右）每人一件；

团体优秀奖：荣誉证书+米家智能台灯（价值 100 元左右）每人一件；

最佳人气奖：荣誉证书；

优秀组织奖：荣誉奖牌。

注：

（1）大赛荣誉证书统一由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盖章。

mailto:3月12日前，各参赛单位将报名表发送至电子邮箱1025859856@qq.com；


（2）大赛奖项评定由主办方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承办方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统一评审。

八、联系方式

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吴双，0571-87953861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杨松，13588138163

王人方，18768140243

九、附件

1.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参赛指南

2.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决赛团队信息登记

表

3.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决赛专家评审标准

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2022 年 3 月 22 日



附件 1

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

参赛指南

1.承办单位为参赛单位开通大赛所需平台机构版账号，协办单位将账号密码

或者邀请链接在校内发布并指导参赛者绑定本校开通的机构账号。

注：参赛人员需绑定本校本次开通的机构账号，个人积分才算入参与期间的

学习积分；参赛人员务必在平台个人中心完善姓名、学校、学院、专业、手机号、

电子邮箱等个人信息，否则将不计入成绩；仅注册、无学习积分记录的账号，不

计入参赛人数及参赛单位总分内。

2.积分规则：

①登录：每日首次登录积 10 分，且 APP 登录额外积 3分，每日仅限 1次；

②阅读文献：阅读一篇文献积 3分，每日最高可积 18 分；

③文献阅读时长：有效阅读（发生笔记、摘录等行为的阅读）时长每累计满

6分钟积 3分，每日最高可积 18 分；

④文献收藏：收藏一篇文献到专题积 1分，每日最高可积 5分；

⑤笔记：阅读文献时每记一条笔记积 3分，每日最高可积 18 分；

⑥笔记汇编：阅读记笔记后每汇编一次笔记积 6分，每日最高可积 18 分；

⑦创作：每日首次创作积 10 分；

⑧插入引文：创作时每插入一条引文积 3分，每日最高可积 18 分；

⑨文件上传：专题中每上传 1个文件积 3分，每日最高可积 9分。

注：平台网页端、桌面端、移动端均可领取积分。

3.活动宣传：承办单位配合主办单位提供平台使用手册、视频等素材进行活

动宣传，协办单位积极动员组织。

4.产品培训：有相关需求的参赛单位可联系承办单位进行培训预约。

5.交流答疑：各参赛单位组织 1名指导老师加入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

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指导老师交流 qq 群（855609312）。

6.具体操作由中国知网浙江分公司工作人员与各参赛高校对接。



附件 2

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

决赛团队信息登记表

参赛单位 单位名称：

参赛组别
□本科院校组

□高职高专院校组

参赛成员

参赛课题



附件 3

浙江省首届“知网·研学杯”主题阅读与信息应用大赛

决赛专家评审标准

项目 标准 分值 评分

团队分工 团队分工是否合理，是否体现协作精神； 10

视频创意 视频呈现方式是否有创意，视频制作是否精良； 10

视频效果
视频内容是否完整、镜头切换是否自然、画面构造

是否和谐、画面播放是否流畅；
10

选题意义 选题思路是否合理，选题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性； 10

检索策略 检索策略是否恰当，资源获取范围是否合适、全面； 20

工具应用
数据分析工具是否应用恰当，处理结果是否有效支

撑结论分析；
20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是否重点突出、论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

合理、是否体现探究精神。
20

总分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