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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一、 个人赛总决赛安排 

（一）个人赛总决赛（软件类） 

比赛时间：2016 年 5 月 28 日   

上午：9:00-13:00   

（1） C/C++程序设计大学 B 组  

（2）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A 组 

下午：14:00-18:00  

（3） C/C++程序设计大学 A 组   

（4） C/C++程序设计大学 C 组 

（5）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B 组    

（6）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C 组 

比赛地点：北京大学（海淀区）、北京科技大学（海淀区）、北京

建筑大学（西城区）、北京联合大学（朝阳区北四环）、北方工业

大学（石景山区） 

具体比赛时间和地点以考前在报名系统下载的准考证为准。 

（二）个人赛总决赛（电子类） 

比赛时间：2015 年 5 月 28 日 上午：9:00-14:00 

（1）单片机设计与开发 

（2）嵌入式设计与开发 

比赛地点：北方工业大学 



具体比赛时间和地点以考前在报名系统下载的准考证为准。 

（三）个人赛总决赛选手注意事项 

1、本次总决赛不设置现场报到环节。参赛院校或选手应在考前

登录报名系统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和教师领队证。准考证和教

师领队证开放下载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 

2、参赛选手应根据准考证上的比赛时间和地点，准时参加个人

赛总决赛。参加个人赛总决赛比赛时，选手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

证等有效证件，未携带相关证件的学生不能参加比赛。 

3、选手和领队老师在比赛及颁奖典礼期间凭准考证，领队证进

入校园，请领队老师和参赛学生妥善保管相关证件，以免因遗失

证件影响参加比赛或活动。 

4、选手在比赛期间，由大赛组委会统一提供比赛时所需用笔、

草稿纸、食品及饮用水，选手不能携带除证件以外的任何物品入

场。 

5、参赛期间大赛组委会将为所有参赛的选手购买团体意外保险，

保额 10 万元/人。 

6、决赛招聘会：5 月 29 日上午 9:00-12:30 大赛组委会将在北

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举行“蓝桥杯名企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岗

位面向全国，参赛学生须携带简历和准考证参加。学生和老师进

入北大校园和招聘会现场均凭准考证或领队证，请务必保留。 

7、颁奖典礼门票领取：颁奖典礼将于 5 月 29 日下午在北京大

学邱德拔体育馆举行，入场时间为 13:00-13:30，颁奖典礼门



票和蓝桥杯参赛纪念 T 恤请在上午的招聘会现场领取。北京大学

邱德拔体育馆禁止携带箱包及饮料等，座位对区不对

座。 

8、个人赛总决赛获奖情况将在 5 月 29 日中午通过大

赛微信服务号（lanqiaobei）公布，请各参赛院校老

师及学生提前关注大赛服务号，及时了解相关资讯。（微信扫描

右侧二维码）网页版获奖名单稍后会同步更新在蓝桥网发布

www.lanqiao.org。 

（四）个人赛总决赛住宿 

外地参赛师生请自行安排住宿酒店。酒店可从携程、艺龙等

正规预定网站预定。也可拨打网站预定电话将酒店的选择要求及

价位告知接线员，由接线员帮忙预定，携程：10106666，艺龙：

4006161616。一些经济型连锁酒店也是较好的选择，比如“如

家”、“汉庭”、“7 天”、“速 8”等。因北京交通早晚高峰较为拥

挤，建议选在赛点附近宾馆住宿，或选择地铁口附近的酒店，乘

坐地铁前往会场。 

二、软件创业团队赛和社会公益团队赛总决赛 

（具体安排参见官网团队赛决赛通知） 

三、计算机学科校企合作高峰论坛 

时间：2016 年 5 月 28 日 

地点：北京大学（定向邀请） 

 



四、单片机技术及校企合作论坛 

时间：2016 年 5 月 28 日 上午 9:10－11:40 

地点：北方工业大学郭品楼 342 

参加对象：电子信息技术类院系领导、指导教师及技术源厂商专

家，因场地有限，限定 100 人。 

主题活动： 

（1）技术及教学交流 

（2）校企合作交流 

（3）现场免费赠送： 

A 单片机书籍：面向全部与会者； 

B 单片机实验箱：面向参加论坛的教师。 

五、总决赛颁奖典礼 

时间：2016 年 5 月 29 日 下午 13:00-16:30 

地点：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 

注意事项： 

颁奖典礼将于 5 月 29 日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颁奖典礼

门票和蓝桥杯参赛纪念 T 恤请在上午招聘会现场凭准考证、教师

领队证领取，每所院校须派一名代表领取门票。13:00-13:30 颁

奖典礼入场，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禁止携带箱包及饮料等，座

位对区不对座。 

 

 



附录赛点乘车路线： 

一、 软件类赛点----北京大学 

赛点名称：北京大学计算中心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近北大东门） 

特别说明：北京大学东门距离北大计算中心考场最近。  

交通路线：  

1） 北京站到北京大学东门 

出北京站进地铁 2 号线 （内环），经过 9 站到达西直门站-

换乘-地铁 4 号线（安河桥北方向）,经过 7 站，在北京大学东

门站下车，从 D 口出地铁，向南步行到北京大学东南门。  

此方案换乘 1 次，全程耗时约 50 分钟，步行约 350 米。花费 4 

元/人。  

乘出租车花费约 71 元（按最短路程）  

2） 北京西站到北京大学东门 

从北京西站步行约 423 米进地铁 9 号线（国家图书馆方

向），经过 4 站到达国家图书馆站，站内换乘地铁 4 号线（安河

桥北方向），经过 5 站到达北京大学东门站，从 D 口出地铁，向

南步行到北京大学东南门。  

    此方案全程换乘 1 次，耗时约 40 分钟，步行约 450 米。

花费 4 元/人。 乘出租车花费约 40 元（按最短路程）  

3） 北京北站到北京大学东门 

从北京北站向南步行 871 米在 A1 口进地铁 4 号线（西直



门站），沿安河桥北方向，经过 7 站到达北京大学东门站，从 D 

口出地铁，向南步行到北京大学东南门。  

此方案全程耗时约 35 分钟，步行约 900 米。花费 2 元/人。  

乘出租车花费约 31 元（按最短路程）。  

4） 北京南站到北京大学东门 

在北京南站站内乘坐地铁 4 号线，沿安河桥北方向，经过

16 站，到达北京大学东门站，从 D 口出地铁，向南步行到北京

大学东南门。 此方案全程耗时约 40 分钟，步行约 200 米。花

费 2 元/人。 乘出租车花费约 72 元（按最短路程）。  

5）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北京大学东门 

在机场内乘坐机场快轨，在三元桥站换乘地铁 10 号线（外

环），经过 11 站在海淀黄庄站换乘地铁 4 号线，沿安河桥北方

向经过 2 站到达北京大学东门，从 D 口出地铁，向南步行到北

京大学东南门。此方案换乘 2 次，全程耗时约 80 分钟，步行

约 600 米。花费 30 元/人。 乘出租车花费约 100 元（按最短

路程）。 



 

 

二、 软件类赛点----北京科技大学 

赛点名称：北京科技大学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  

特别说明：北京科技大学西门公交车站较多，西门和北门下车进

入校园考场都比较近，此外大巴车不能进入校园。  

交通路线：  



1) 北京西站到北京科技大学  

    方案一: [换乘 1 次] 先乘 387(北京西站-慧忠路东口) 在

北京西站 站上车， 在 蓟门桥东站下车；最后换乘 836(宝隆公

寓小区-北亚花园) 在蓟门桥 站上车， 在 北京科技大学北门站

下车；全程约 15 公里。  

   方案二: [换乘 1 次] 先乘 21(北京西站-中国科技馆东门) 在 

北京西站站上车，在 蓟门桥站下车；最后换乘 836(宝隆公寓小

区-北亚花园) 在 蓟门桥站上车，在 北京科技大学北门站下车；

全程约 16.1 公里。  

2) 北京南站到北京科技大学  

    方案一：北京南站出发,乘坐 102 路(电车)上行(北京南站-

动物园公交枢纽), 在缸瓦市换乘 690 路下行(前门-颐和园),抵

达北京科技大学北门. 约 17.45 公里。  

    方案二：从北京南站出发,乘坐奥运专线 6 路下行(北京南站-

奥林匹克南公交场站),在蓟门桥换乘 836 路上行(宝隆公寓小区-

北亚花园),抵达北京科技大学北门.约 21.52 公里。  

3) 北京站到北京科技大学上地铁 2 号线，往崇文门方向，西直

门站下车，换乘地铁 13 号线(13 号线在高架站台上，换乘不需

再购票)，往大钟寺方向，五道口站下车，B 口出站，沿成府路

往东约 800m 就是。地铁票价 2 元。 

4)  北京北站到北京科技大学  

    方案一：392 直达 34 分钟 6 公里 步行 1036 米。  



    方案二：从 北京北站  步行约 574 米 到达索家坟站（东

北方向），乘坐 392 路(7 站) 到达成府路口南站，步行约 462 米 

到达 北京科技大学 （东北方向）。  

5) 首都机场站到北京科技大学。  

（换乘 1 次）总行程 28.778 公里从首都机场出发,步行约

50 米乘 359(首都机场-东直门外) 在首都机场站上车,经过 10 站,

行程 14.818 公里在大山桥东站下车换乘 737(孙河乡政府-香山) 

在大山桥东站上车,经过 18 站,行程 13.403 公里在学院桥东站下

车到达北京科技大学。 

 



 

三、 软件类赛点----北京联合大学 

赛点名称：北京联合大学 （朝阳区，近西门或南门）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1）北京站到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站乘坐地铁 2 号线（建国门方向，5 站，16 分钟)，在雍和

宫步行 200 米换乘地铁 5 号线（天通苑北方向，4 站，13 分钟)，

惠新西街北口(B 口出)步行 892 米，到达北京联合大学-西门。 

 

2）北京南站(地铁站)到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东段（善各庄方向，3 站，11 分钟)，

在蒲黄榆步行 206 米换乘地铁 5 号线（天通苑北方向,13 站,31

分钟),在惠新西街北口(B 口出)，步行 892 米到达北京联合大学-



西门 

 

 

四、 软件类赛点----北京建筑大学 

赛点名称：北京建筑大学 （西城区，近东门）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 1 号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 



1）北京站到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站步行 291 米 至 北京站(约 5 分钟)，乘地铁 2 号线外环

（西直门方向）至朝阳门站内换乘地铁 6 号线（海淀五路居方向）

车公庄西 下车（D 西南口出）步行 765 米至北京建筑大学（西

城区）(约 14 分钟) 

2） 北京南站到北京建筑大学 

从 北京南站(地铁站)出发，平安里站内换乘地铁 6 号线（海淀

五路居方向）至车公庄西下车（D 西南口出），步行 567 米至北

京建筑大学(约 10 分钟) 

 



 

五、 电子类赛点----北方工业大学 

赛点名称：北方工业大学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晋元庄路 5 号 

交通路线：  

1）首都国际机场到北方工业大学 

    方案一：最快从首都国际机场 2 号航站楼（国内到达）步

行 200 米，乘坐机场线（东直门方向，T2 航站楼上车，坐 2 站）

东直门下车，换乘地铁 2 号线内环 （东四十条方向，东直门上

车，坐 3 站）在建国门下车，换乘地铁一号线 （苹果园方向，

建国门上车，坐 14 站）在八宝山站下车，步行 40 米，乘坐

M14 （香峪部队方向，坐 4 站）北方工业大学站下，步行 100

米，到达北方工业大学南门。 



    方案二：换乘少从首都国际机场 2 号航站楼（国内到达）

步行 25 米，乘坐机场 4 线空调（公主坟北方向，T2 航站楼上

车，坐 11 站）航天桥下车，步行 215 米（下车往前走 40 米后

右转沿航天桥环岛步行 175 米）乘坐 977 路快公交车 （冯村

西里方向，航天桥西上车，坐 3 站）在晋元桥西下车，步行 160

米，乘坐 358 路公交车 （黄南苑小区方向，杨庄东上车，坐 2

站）北方工业大学站下，步行 100 米，到达北方工业大学南门。  

2）北京站到北方工业大学  

    方案一：最快在北京站乘坐地铁 2 号线内环（崇文门方向，

坐 6 站）复兴门下车，然后换乘地铁一号线（苹果园方向，坐 8 

站）八宝山站下车步行 40 米，乘坐 M41 路公交车（香峪部队

方向，坐 4 站）北方工业大学站下车，步行 100 米到达北方工

业大学南门。  

    方案二：从北京站出发，步行 642 米（沿北京站街步行 388 

米后沿建国门内大街步行 112 米），乘坐 728 路公交车（老山

公交场站方向，北京站口东上车，坐 10 站）在地铁八宝山站下

车，步行 155 米（下车后前走 100 米然后左转沿鲁谷东街步行

10 米），乘坐 M14 路公交车（香峪部队方向，地铁八宝山站上

车，坐 4 站）北方工业大学站下，步行 100 米，到达北方工业

大学南门。 

3）北京南站到北方工业大学 

    方案一：最快从北京南站出发步行 300 米，乘坐地铁四号



线(安河桥北方向，坐 4 站)在西单站下车，换乘地铁一号线（苹

果园方向，坐 9 站）在八宝山站下车，步行 40 米，乘坐 M14

路公交车（香峪部队方向，地铁八宝山站上车，坐 4 站）北方

工业大学站下，步行 100 米，到达北方工业大学南门。  

    方案二：步行少北京南站出发，步行 300 米，乘坐地铁四

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北京南站上车，坐 3 站，宣武门下车），

换乘地铁二号线内环 （长椿街方向，坐 2 站）复兴门下，换乘

地铁一号线 （苹果园方向，坐 11 站）苹果园下车 D 东南口出，

步行 230 米，乘坐 358 路公交车（黄南苑小区方向，地铁苹果

园站上车）北方工业大学站下车，步行 100 米，到达北方工业

大学南门。  

4）北京西站到北方工业大学 

    方案一：最快在北京西站乘坐地铁九号线 （国家图书馆方

向，坐一站）军事博物馆下车，换乘地铁一号线 （苹果园方向，

坐 6 站）八角游乐园下车（A 北口出），步行 230 米乘坐 663

路公交车 （苹果园南方向，京原路口东上车，坐 8 站）北方工

业大学站下车，步行 80 米到达北方工业大学南门。  

    方案二：换乘少从北京西站出发，步行 350 米（沿莲花池

东路辅路步行 60 米后左转，步行 290 米），乘坐 663 路公交

车（苹果园南方向，北京西站上车，坐 20 站）到达北方工业大

学站下车，步行 80 米到达北方工业大学南门。  

5）北京北站到北方工业大学 



    方案一：最快从北京北站出发步行 130 米，乘坐地铁四号

线 （天宫院方向，西直门上车，坐 5  站）到西单站下车，换

乘地铁一号线 （苹果园方向，坐 9 站）到八宝山站下车，步行

40 米，乘坐 M41 路 （香峪部队方向，地铁八宝山站上车）北

方工业大学下车，步行 100 米到达北方工业大学南门。  

方案二：换乘少从北京北站出发步行 800 米，乘坐 347 路

公交车（八大处方向，西直门外上车坐 14 站）在南辛庄下车步

行 7 米，乘坐 318 路 （老古城方向，南辛庄上车，坐 7 站）

在北方工业大学站下车，步行 100 米到达北方工业大学南门。

备注：北京地铁票价：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