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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安徽省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通知 

为加快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充分发挥学科和技能竞赛

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为培养高素质测绘地理信息类

专业人才，增强和提高我省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由安徽

省教育厅主办，安徽理工大学承办，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和广东科力达仪器有限公司协办的“2019 年安徽省大学生

测绘技能大赛”将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15 日在安徽淮南举行，现

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队伍及仪器 

 1. 参赛队伍 

报名且通过资格审查的 29 个院校代表队（名单参见“附件 1 参

赛院校代表队名单”）参加比赛，每支代表队参赛选手 4 名，指导

教师 1-3 人；每个院校领队 1 人。 

2. 竞赛使用仪器 

为保证竞赛公平公正，本次竞赛仪器设备由协办单位广州中海

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科力达仪器有限公司提供，相

关配件自备。 

1）全站仪：广州中海达 ATS-320M 全站仪（棱镜自带）； 

2）数字水准仪：科力达 DL07 数字水准仪（2m 条码水准尺、

尺垫自带）； 

3）GNSS 接收机：海星达 iRTK5X 接收机（提供全套）； 

4）绘图用计算机由组委会提供，成图软件使用南方 CASS 10.1

数字测图软件； 

5）外业计算用计算器由组委会提供； 

6）各参赛队自带中国移动 SIM 卡（能使用流量功能，供 RTK

使用），自愿携带水准尺撑杆、测绳和钢尺。 

各参赛队竞赛使用的设备可由上述两家公司提供，也可以自带，

但自带的设备主机必须与大赛规定的上述型号一致，三脚架、棱镜

等附件和手簿不作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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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到须知 

1. 比赛日期：2019 年 7 月 12日至 15 日 

1）7 月 11 日全天：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选手报到 

地点：古阳国际大酒店一楼大厅（位置及交通说明参见“附件 2

大赛协议宾馆”和“附件 3 抵达报到地点交通说明”）；提前到达参赛

队可自行与酒店联系。 

2）7 月 11 日全天、12 日上午：裁判报到 

地点：新锦江国际大酒店一楼大厅（位置及交通说明见“附件 2

大赛协议宾馆”和“附件 3 抵达报到地点交通说明”）。 

3）7 月 11 日全天、12 日上午：参赛选手熟悉竞赛仪器和竞赛

场地，具体时间及安排请关注赛前通知。 

4）7 月 12 日下午(国家重点实验室 1 号报告厅)：13:00 全体裁

判会，14:00 参赛队分组抽签及竞赛技术要求说明会，16:00 开幕式。 

5）7 月 13 日全天、14 日上午：竞赛。 

6）7 月 14 日下午 16:00(国家重点实验室 1 号报告厅)：闭幕式。 

7）7 月 15 日上午：返程。 

2. 资格审查 

参赛选手携带身份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报到时请出示相关

证件，以备核实身份。 

3. 选手意外伤害保险 

各参赛队必须为选手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报到时出示购买

证明，如未购买，不予办理报到手续。 

4. 餐饮与住宿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大赛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中餐集中安排在学生食堂就餐，早餐、晚餐在宾馆就餐。 

参赛队可预订本次大赛协议宾馆古阳国际大酒店，也可自行预

定其他宾馆。参赛队会务由淮南市守诺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承担，相关事宜可联系陈超经理（联系电话 ：1507795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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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赛队和专家裁判于 7 月 6 日前，将填写完成的“附件 4：参

赛人员回执”和“附件 5：专家、裁判回执”发送到指定邮箱或所

在群，以便会务安排。 

5.安徽理工大学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泰丰大街 168 号（邮编：232001）（具

体位置见附件 2 中的“交通路线图”）。 

本次大赛相关信息在参赛队伍 QQ 群（群名：安徽 2019 测绘技

能大赛，QQ：609391442）和专家裁判群中进行发布，请大家关注。 

四、交通说明 

由于淮南东站（高铁站）、淮南站（普站）和淮南汽车站距离

报到酒店较近，且参赛队伍人数众多，大赛组委会不安排接送，请

谅解。抵达报到地点交通情况参见“附件 3：抵达报到地点交通说

明”。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磊 18098693642    刘超 18255420251 

大赛 QQ群：安徽 2019 测绘技能大赛（QQ 号：609391442） 

附件：  

附件 1．参赛院校代表队名单 

附件 2．大赛协议宾馆名单 

附件 3.  抵达报到地点交通说明 

附件 4.   参赛人员回执 

附件 5.   专家、裁判回执 

 

安徽省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组委会 

                       （安徽理工大学测绘学院代章） 

二○一九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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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赛院校代表队名单 

序号 参赛队名称 领队 指导教师 参赛队成员 

1 安徽大学 1队 

刘辉 

刘 辉、朱晓峻、殷志祥 袁福晓 夏常伟 唐愉松 张鑫 

2 安徽大学 2队 江鹏、王彪 韦耀钦 陈延康 戴亚奇 徐浩 

3 安徽大学 3队 胡洪、张鹏飞、亢瑞红 周振南 陈亚鑫 王辉 张明 

4 合肥工业大学 1队 
吴兆福 

黄世秀、余敏、屈小川 彭滨 尤子全 于涵 刘星辰 

5 合肥工业大学 2队 陶庭叶、朱勇超、李振轩 龙宣宇 李卓儒 奚家晋 陈勉 

6 安徽建筑大学 1队 

施贵刚 

高旭光、林鹏、曹品 陶杨 纪子函 赵阳 储德意 

7 安徽建筑大学 2队 高旭光、林鹏、朱鑫 薛轩 姚霆宇 林坤泉 李修洪 

8 安徽建筑大学 3队 廖振修、高旭光、孟俊霞 朱安国 罗汐 王伟伟 田豪杰 

9 安徽农业大学 1队 田劲松 田劲松、刘新、郝泷 罗吕 王旭 刘费帆 储栋 

10 安徽农业大学 2队 高祥 高祥、董斌、田劲松、过家春 夏毅成 翟晨阳 汪睿 张少锋 

11 滁州学院 1队 

李鹏 

刘玉婵、何桂芳、谷双喜 胡康建 花顺顺 方珂靖 李强 

12 滁州学院 2队 谷双喜、钱如友、刘玉婵 李虎 杨荣坤 路文权 吴跃天 

13 滁州学院 3队 钱如友、何桂芳、谷双喜 王浩翔 方东 程宁 张保同 

14 宿州学院 1队 
付金沐 

戴洪宝、徐长海 贾玉坤 计双双 丁兴旺 代春义 

15 宿州学院 2队 郭忠臣、白洪伟、朱楠 施华胜 杨磊 刘陈陈 倪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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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徽理工大学 1队 

张国卿 

吕伟才、张国卿、王磊 吕凤伟 罗锦 许洲 杨顺通 

17 安徽理工大学 2队 张国卿、吕伟才、郭庆彪 徐利伟 王树野 王铖熠 韩浩 

18 安徽理工大学 3队 张国卿、吕伟才、王磊 张乔 张生 钟炜钢 张蒴 

19 皖江工学院 1队 
闻亚 

闻亚、黄晓时、宋仁琳 陈科 徐贤亮 陈慧 柳昌涛 

20 皖江工学院 2队 闻亚、黄晓时、宋仁琳 史昌东 王清 王超 邹凯骐 

21 池州学院 1队 

张乐勤 

张姣姣,武玲玲,甘梦仙 张哲恩 张驰 陈亮 孙时雨 

22 池州学院 2队 甘梦仙,仵振东,武玲玲 刘森 吴海波 任梦 张亚州 

23 池州学院 3队 仵振东,武玲玲 杨民书 张正威 陈庙 侯香港 

24 安徽三联学院 1队 卢明宇 许倩倩,卢明宇,江胜月 孙瑜 陈乐霄 张晓祥 苗秋凤 

25 安徽新华学院 1队 邱荣海 邱荣海,高秀娟,王璠 闵昊 刘佳信 汪静 戴书锦 

26 安徽新华学院 2队 高秀娟 高秀娟,邱荣海,王璠 陈魁 苑梦柯 董志恒 刘盼盼 

27 蚌埠学院 1队 武心嘉 杨晓波,姜丽,武心嘉 马从光 陶玉涛 陈康 汤会会 

28 安徽科技学院 1队 张振国 李新伟,张官进 许安东 卢天赐 李忠 陶新宇 

29 安徽工程大学 1队 周华聪 杨一振,王昌胜,曹兵 马可可 刘春雷 陈鹏飞 汪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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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大赛协议宾馆 

1）古阳国际大酒店（领队、指导老师、参赛队员住宿酒店） 

协议价 268/间（标准间/大床房）（双早，有发票） 

目前房间数量充足，酒店门口停车位充足 

酒店提供早餐（06:30 开始），午餐可在会务组购买餐券 

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中路 281 号 

会务：淮南市守诺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会务联系人：陈超联系电话 ：15077952228 

QQ 号：232055713 微信号：15077952228 

大赛秘书处联系人：王磊  18098693642 刘超  18255420251 

酒店距离安徽理工大学约 30 分钟车程。 

 
酒店位置（古阳国际大酒店） 

 
交通路线图（古阳国际大酒店安徽理工大学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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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锦江国际大酒店（专家、裁判员住宿酒店） 

协议价 289/间（标准间/大床房）（双早，有发票） 

目前房间数量充足，酒店门口停车位充足 

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中路 12 号 

电话：0554-6679103 

大赛秘书处联系人：王磊  18098693642    刘超  18255420251 

酒店距离安徽理工大学约 20 分钟车程 

 
酒店位置（新锦江大酒店） 

 

 
 

交通路线图（新锦江大酒店安徽理工大学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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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抵达报到地点交通说明 

 
不同交通方式重要节点图 

 

 
安徽理工大学校园地图 

 

合肥新桥机场—新锦江

大 酒 店 ( 直 达 ) ， 约

95km，机场大巴约 80

分钟，45 元/人。 

具体时刻表，请关注

“淮南机场大巴”微信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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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租车 

淮南东站——古阳国际大酒店：距离约 15 公里，打车费用约

30元，历时约 30分钟； 

淮南站——古阳国际大酒店：距离约 2 公里，打车费用约 6 元，

历时约 7分钟； 

淮南汽车站——古阳国际大酒店：距离约 1.5 公里，打车费用

约 6元，历时约 5分钟； 

淮南东站——新锦江大酒店：距离约 17 公里，打车费用约 35

元，历时约 35分钟； 

淮南站——新锦江大酒店：距离约 2.5 公里，打车费用约 6 元，

历时约 8分钟； 

淮南汽车站——新锦江大酒店：距离约 5 公里，打车费用约 10

元。 

2）公交车 

淮南东站——古阳国际大酒店 

出站直行 50 米，乘坐 G1 路公交车，共历 22 站，南京新百站下

车，路南即为古阳国际大酒店。 

淮南站——古阳国际大酒店 

乘坐 9 路/29 路公交车，共历 4 站，田区政府站下车，下车往

西步行 200米，左手边即为古阳国际大酒店； 

乘坐 24 路/631 路公交车，共历 4 站，田区政府站下车，下车

往西步行 200米，左手边即为古阳国际大酒店； 

乘坐 32 路公交车，共历 5 站，南京新百站下车，路南即为古阳

国际大酒店。 

淮南汽车站——古阳国际大酒店 

乘坐 9 路/121 路/29 路公交车，共历 1 站，龙湖路站下车，即

为古阳国际大酒店； 

乘坐 8 路/G1 路/3 路公交车，共历 3 站，南京新百站下车，路

南即为古阳国际大酒店。 

淮南东站——新锦江大酒店 

出站直行 50 米，乘坐 G2 路公交车，共历 25 站，洞山站下车，

继续往前进方向步行 140米，右手边即为新锦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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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站——新锦江大酒店 

乘坐 24 路/9 路公交车，共历 3 站，洞山站下车，继续往前进

方向步行 140米，右手边即为新锦江大酒店。 

淮南汽车站——新锦江大酒店 

乘坐 3 路/9 路/121 路公交车，共历 6 站，洞山站下车，继续往

前进方向步行 140米，右手边即为新锦江大酒店； 

乘坐 127 路/26 路公交车，共历 7 站，洞山站下车，继续往前

进方向步行 140米，右手边即为新锦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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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参赛人员回执 

院校名称  到达时间  离开时间  

领   

队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 Email 

     

指导

教师 

     

     

     

     

     

     

     

参赛选手 

第 

一 

队 

姓 名 性别 学 号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第 

二 

队 

     

     

     

     

第 

三 

队 

     

     

     

     

备 

注 

其他说明：包括对食宿的要求（如标间合住、单间等）、是否带车（司机是否

食宿）、所带仪器设备情况及其他未考虑到的问题。 

注：1、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队员入住古阳国际大酒店；如有其它要求，请在备注栏填写。

2、此回执请于 2019 年 7 月 6 日前发送给联系人（或安徽 2019 测绘技能大赛 QQ 群），以

便于会务安排。 

联系人：刘  超  电话：18255420251   邮箱：271498737 @qq.com 

王磊电话：18098693642   邮箱：707416423 @qq.com 

mailto:106436517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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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专家、裁判回执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到达时间和车次、

航班 
 

返程时间和车次、

航班 
 

手机号  

身份证号  

户  名  

开户行（全称）  

银行卡账号  

其他说明 

如是否带同行人、食宿要求、是否带

司机（司机是否安排食宿）等。 

注:1、开户行最好为工商银行，请填写到具体的营业厅，如“中国工商银行

淮南市洞山支行”，请仔细核对银行卡账号；2、您可采用高铁与动车（淮南东

站）、普通快车（淮南站）、飞机（合肥新桥机场）、高速等交通方式；3、回

执请于 2019 年 7 月 6 日前发送给联系人（或安徽省裁判微信群）；4、专家、

裁判在 7 月 11 日全天、12 日上午报到（淮南市新锦江酒店），12 日下午 13 点

召开裁判会议，14 日下午 16 点闭幕式。 

 

联系人：刘  超   电话：18255420251   邮箱：271498737 @qq.com 

王  磊   电话：18098693642   邮箱：707416423 @qq.com 

余学祥   电话：13855481080   邮箱：1064365177@qq.com 

 

mailto:1064365177@qq.com
mailto:106436517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