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线上比赛操作手册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委员会 浙江大学物理学系 浙江省物理学会 



 

 

一、序言 

本操作手册旨在帮助参加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的各参赛选手、

裁判老师以及观摩人员知悉线上比赛的要求规范，熟悉所需软件的基本操作，以

更好地保障本次线上比赛的顺利进行。 

本次比赛要求各参赛队员原则上在同一物理空间参赛，每个参赛队员使用自

己的钉钉账号进入比赛场地，并至少有一位同学接入可拍摄到全体队员的广角摄

像头。 

各参赛队员在比赛整个过程中应听从志愿者和裁判主席老师指挥，提前调试

相应设备，确保网络环境通畅，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预备多余的设备和房间以应

对网络问题等突发情况。在整个比赛流程中，每队最多只能有一位同学发言，在

非发言环节应及时关闭麦克风。发言同学应选择在安静、无噪声的环境中参赛。 

本次比赛将采用钉钉视频会议系统作为线上比赛主平台，腾讯会议系统作为

辅助平台，通过钉钉视频会议和腾讯会议的共享屏幕、白板、钉钉聊天区等功能，

完成对阵信息显示、展示报告、书写讨论和时间展示等任务，具体见表 1。线上

比赛的终端设备采用电脑（或者电脑和 pad 两个终端设备一起使用，手机可作为

掉线后登录主平台的备用设备），并请事先下载和安装好钉钉和腾讯会议软件。 

表 1 线上比赛平台分工 

钉钉视频会议 腾讯会议 

对阵信息、比赛时间展示 对阵信息显示 

正方共享屏幕 反方、评论方共享屏幕 

正方书写讨论 反方、评论方书写讨论 

全员开启摄像头，全程比赛语音交流  



 

 

各参赛队员和裁判老师应确保使用与报名注册手机号一致的钉钉账号，在

每轮比赛前由志愿者添加到场地钉钉群中准备开始比赛。 

观摩人员应在每轮比赛开始前提前申请进入相应比赛场地对应的钉钉观摩

群（具体见《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竞赛指南》），等待志愿者邀请进

入钉钉视频会议和分享腾讯会议的邀请口令。 

建议各位阅读本手册的队员，提前熟悉相关操作，特别是在会议中共享屏幕

功能应事先调试，并在比赛中提前准备，按时关闭。如果确有突发原因中断比赛，

应及时联络志愿者寻求帮助。 

 

二、软件下载安装 

钉钉（DingTalk） 

Windows 客户端下载 

Mac 客户端下载 

iOS 移动端下载 

Android 移动端下载 

腾讯会议（VooV Meeting） 

Windows 客户端下载 

Mac 客户端下载 

 

三、钉钉注册和登录 

1.  PC 端注册（若已有账号可跳过此步） 

 打开钉钉客户端 

 点击“新用户注册” 

https://www.dingtalk.com/win/d/
https://www.dingtalk.com/mac/d/
https://www.dingtalk.com/ios/d/
https://www.dingtalk.com/android/d/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win.html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mac.html


 

 

 输入手机号（赛事注册时提供的号码），输入短信验证码 

 

 

 完成注册 

2.  移动端注册 

 打开钉钉移动端 

 点击“注册账号”，选择注册方式 

 

 输入短信验证码，设置密码 

 完成注册 

3.  登录 

使用报到注册时

的手机号码 



 

 

 输入手机号和密码进入钉钉客户端 

 修改钉钉账号昵称为“学校名-身份(选手、观摩、裁判)-姓名”，如“浙

江大学-选手-张三” 

 

 

 比赛队员和裁判老师会自动由志愿者邀请进入本轮场地钉钉群 

 志愿者将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30 分钟左右发起视频会议，参赛队员和裁

判准时加入比赛主会场 

 设备调试：在视频会议中点击麦克风旁边的小箭头，再选择“设备检

测”进入设置界面，切换和调试相应的音视频设备 

 

修改钉钉账
号昵称 



 

 

 

 

 至少有一位同学接入可拍摄到全体队员的广角摄像头，样例如下 

 

 

 裁判老师请全程开启摄像头 

 志愿者将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30 分钟左右开启观摩群可被搜索功能（为

便于管理，每个场地观摩群设定人数上限，若满员请选择其他场地观

摩） 



 

 

 观摩人员搜索希望加入的比赛场地的观摩群号，申请加入该群 

 

 

 

 观摩人员由志愿者邀请进入钉钉会场，并全程保持麦克风、摄像头等设

备关闭，严禁点击共享屏幕干扰比赛秩序。志愿者将移除没有遵守观摩

秩序的人员，本次视频会议将无法进入。 

 

四、腾讯会议登录 

 打开腾讯会议客户端 

 使用微信或手机号码注册登录 

 登陆完成后，点击“加入会议”，输入本场比赛志愿者在场地钉钉群中

发布的会议号 

 在“您的名称”处按“学校-身份-名字”格式修改，例：“浙江大学-队

员-张三” 

输入本场比赛

观摩钉钉群号

Click!

观摩群已有人数



 

 

 点击“加入会议”进入比赛辅助会场 

 进入会议后，点击麦克风形状按钮旁边的小箭头，选择对应的音视频设

备 

 

五、比赛流程 

整个比赛过程，通过志愿者摄像头在钉钉会议展示各环节比赛时间；主控

队员报告环节，由主控队员各自在钉钉及腾讯会议系统共享屏幕；在主控队员



 

 

讨论环节，由主控队员各自共享屏幕，其他人员可通过切换钉钉会议及腾讯会

议系统自由选择观看正方及反方主控队员共享的屏幕。整个比赛过程采用钉钉

会议系统进行语音交流，全体人员在整个比赛过程需关闭腾讯话筒。为确保整

个比赛过程语音交流流畅顺利，所有人员在进入会议系统的时间段内需要保持

环境安静。 

 

表 2 比赛整体流程 

准备环节 

志愿者：每轮比赛开始 40 分钟前通过钉钉组织将三支参赛

队各 5 位队员，以及 5 位裁判老师添加至本场地群，并于比

赛开始前 30 分钟发起钉钉视频会议和腾讯会议，同时开放

观摩群可被搜索功能，观摩群人数达到上限或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关闭群可被搜索功能 

参赛队员：提前 20 分钟接受志愿者发起的邀请进入钉钉视

频会议，以及通过邀请口令进入腾讯会议，关闭钉钉视频会

议话筒，并注意全程关闭腾讯会议话筒，按第一阶段正、

反、评队伍顺序依次测试麦克风和共享屏幕功能 

裁判老师：比赛开始前 5-10 分钟接受志愿者发起的邀请进入

钉钉视频会议，以及通过邀请口令进入腾讯会议，关闭麦克

风，全程打开摄像头，由裁判主席与志愿者确认比赛开始 

观摩人员：比赛开始前 10 分钟接受志愿者发起的邀请进入

钉钉视频会议，以及通过邀请口令进入腾讯会议，全程关闭

麦克风、摄像头 



 

 

开场 

裁判、队员介绍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展示对阵信息；宣读比赛注意

事项；介绍本场裁判老师 

各方队长：依次介绍本队所有成员 

反方挑战题目 

（1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展示对阵信息；钉钉视频会议

摄像头展示时间；在钉钉群发布具体对战信息 

正反方队长：打开钉钉话筒，挑战及接受题目，之后关闭话筒 

正方准备 

（1 分钟） 

志愿者：关闭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

示时间 

正方主控：开启钉钉视频会议屏幕共享，打开钉钉话筒 

正方报告 

（12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观看钉钉会议共享屏幕 

反方提问 

（2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保持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回答反方提问 

反方主控：打开钉钉会议话筒提问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观看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反方报告准备 

（2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关闭钉钉会议话筒，保持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反方主控：开启腾讯会议屏幕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 



 

 

反方报告 

（最多 3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保持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反方主控：腾讯会议系统共享屏幕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观看腾讯会议共享屏幕，并可自由切换

和观看钉钉视频会议及腾讯会议的共享屏幕 

正反方讨论 

（+反方报告共 13 分

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打开钉钉话筒，保持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反方主控：保持腾讯会议系统共享屏幕 

正反方可利用白板等工具书写讨论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自由切换和观看钉钉视频会议及腾讯会

议的共享屏幕 

评论方提问 

（3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保持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回答评论方提问 

反方主控：回答评论方提问 

评论方主控：打开钉钉话筒提问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自由切换和观看钉钉会议及腾讯会议的

共享屏幕 

评论方报告准备 

（2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关闭钉钉话筒，保持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反方主控：关闭钉钉话筒，关闭腾讯会议共享屏幕 

评论方主控：开启腾讯会议共享屏幕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 



 

 

评论方报告 

（4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保持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评论方主控：腾讯会议共享屏幕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观看腾讯会议共享屏幕，并可自由切换

和观看钉钉视频会议及腾讯会议的共享屏幕 

正方总结 

（1 分钟） 

志愿者：钉钉视频会议摄像头展示时间 

正方主控：打开钉钉话筒，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评论方主控：关闭钉钉话筒，关闭腾讯会议共享屏幕 

其他人员：全程静音，观看钉钉视频会议共享屏幕 

评委打分和评论 

（9 分钟） 

裁判：在摄像头前一起亮分；打开话筒对比赛进行评论；确认

各队伍分数 

志愿者（主持人）：钉钉会议九宫格展示各裁判亮分结果；依

次记录并宣读每位裁判打分；钉钉群聊天区公布得分结果 

参赛队员：关闭话筒，钉钉会议九宫格查看得分，确认志愿者

发布的得分记录表 

场间休息（5-10 分钟） 

 

六、比赛时操作事项 

 各参赛队使用的设备（包括备用设备）应提前确认工作正常，保障网络

环境通畅； 

 若主控队员设备出现故障，应使用其他队员的设备继续陈述； 



 

 

 如遇到断电、断网等突发情况掉线或无法正常参赛，应当立刻由领队联

系本场志愿者或组委会，及时恢复比赛； 

 每场比赛选题环节结束后，在正方主控准备环节，正、反以及评论方队

员应将主控队员姓名以“X 方主控：XXX”的格式发送到比赛钉钉场地

群，且不得再做出更换； 

 各队伍应注意本方队员作为正方主控队员的出场次数，具体规则以《中

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UPT）简介及比赛规则（2020 年版）》为

准； 

 比赛时钉钉会议在本方非发言阶段应关闭麦克风,（本方发言阶段，也

只能主控一个账号开启麦克风） 

 

 辅助会场（腾讯会议）仅用于反方、评论方的共享屏幕，所有人的麦克

风应全程关闭 

 全程比赛禁止录像 

此时麦克风为

关闭状态，再

次点击即可开

启麦克风 



 

 

 比赛流程的进行以志愿者和裁判主席的说明为准 

 主持人在打分环节会宣读各队伍得分，若有疑问应当场提出 

 每阶段结束后，志愿者会在讨论区公布得分表，若有疑问应立即提出 

 本轮比赛全部结束后，所有人员应自觉退出本场地群，观摩人员也应立

刻退出观摩群 

 所有场地开放观摩，每个场地对应一个观摩群，有人数上限设定。观摩

群每轮比赛前定时开放可搜索功能，先到先得 

 若有其他问题可以由联系人或领队代表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