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Proteus Cortex-M3 仿真设计国际大赛

（中国赛区）竞赛通知

一、竞赛宗旨和目的

以 TI、ST、NXP、Microchip 等厂商为代表开发的基于 Cortex-M0/M3/M4 的 32 位微控

制器芯片，由于其低功耗、低价格、32 位总线性能的特点，在消费电子、工控设备、穿戴

设备、物联网设备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同时也成为各类高等院校微控制器课程理论教学、

实验实训与创新竞赛的主流芯片。

Proteus Design Suite 集混合模式仿真器、微控制模型、外设模型、集成开发环境、

PCB 设计于一体，涵盖了微控制系统开发的整个过程。由于其强大的仿真功能和协同的集成

开发环境，为微控制器课程教学、创新实训和科研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解决方案，是电

子信息类课程教学的标配 EDA 软件。

基于 Proteus Cortex-M3 微控制器仿真平台集成人机交互显示界面、基础按键、控制、

数据采集、存储和输出等功能模块，外设控制资源丰富，并且完全支持常用的现代通信协议，

如 I2C、SPI、以太网和 USB 等，还可以克服硬件调试中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适合进行基

础实验教学、创新项目设计和竞赛训练，还能结合各种传感器技术、控制对象和网络技术来

实现较复杂的智能应用系统。

英国 Labcenter 公司自 2016 年首次举办 Proteus 仿真创意设计国际大赛以来，中国

赛区选手在每届竞赛当中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广受全国各地高校师生高度关注与好评。为

呼应广大师生对开展 Cortex-M3 课程教学和创新应用的需求，英国 Labcenter 公司决定举办

“2021 Proteus Cortex-M3 仿真设计国际大赛”。

本次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进一步完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促进院校之间的互相学习与交流，不断提高高校学生的专业素养、工程设计能力、实

践动手能力、创新研发能力，推动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

二、竞赛和评判规则



（一）竞赛规则：

 参赛者需要设计一个完整的基于 Cortex-M3 系列微控制器的应用作品。

 参赛者需要在 Proteus ISIS 原理图绘制界面设计好完整项目的应用原理图。

 参赛者需要在 Proteus VSM Studio 集成开发环境（IDE）中设计好仿真电路程序。

 竞赛作品不能在 Proteus 现有设计示例的基础上设计。

 在竞赛期间，我们将向所有参赛者提供最新正版 Proteus Design Suite 软件。

（二）评判规则：

 创意性：作品具有创新性或令人兴奋的设计方案。

 实用性：作品具有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方法。

 难度：作品电路原理的难易程度和程序代码的复杂程度。

 呈现效果：作品展示过程和结果的丰富性、多样性等。

三、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教育机构（学校、院系、培训机构等）在读学生。

四、竞赛程序

1、报名

以院系为单位，参赛指导老师登录竞赛官方网站 www.proteusedu.com，按规定填写提

交“2021 Proteus Cortex-M3 仿真设计国际大赛（中国赛区）”报名表。

报名时间：2021 年 12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2、资格审核

参赛者资格审核由组委会执行，成功报名后将在数天内收到组委会发出的邮件回执。

3、竞赛软件发放

承办单位根据参赛人数，向本次大赛的主办单位申请一定数量的竞赛版软件并发送给参

赛指导老师。

4、初选

 各参赛单位（教育机构）内部自行进行初选。

 参赛学生使用正版授权软件进行项目设计，设计完成后提交给指导老师。

http://www.proteusedu.com/


 初选入围：由指导老师评估参赛学生上交的设计作品，选取 3-5 个最佳或最有创

意的项目作为初选入围作品名单。

5、竞赛作品提交

由指导老师登录竞赛官方网站 www.proteusedu.com，按要求上传提交初选入围作品文

档。

6、最终评选

由主办方 Labcenter Electronics Ltd（英国 Labcenter 公司）组织专家评选优秀作品

和名次。

五、评选及奖励办法

1、评选办法：参赛作品统一提交给主办方 Labcenter Electronics Ltd（英国 Labcenter

公司）评选，将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胜奖四个奖项。

2、获奖者将收到邮件通知，获奖信息将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公布，详情请留意竞赛

官网。

3、奖励办法：

 一等奖可获 10000 元人民币现金奖励，以及“2021 Proteus Cortex-M3 仿真设计

国际大赛”一等奖证书。

 二等奖可获 5000 元人民币现金奖励，以及“2021 Proteus Cortex-M3 仿真设计

国际大赛”二等奖证书。

 三等奖可获 2000 元人民币现金奖励，以及“2021 Proteus Cortex-M3 仿真设计

国际大赛”三等奖证书。

 优胜奖获得“2021 Proteus Cortex-M3 仿真设计国际大赛”优胜奖证书。

 获奖作品指导老师可获“2021 Proteus Cortex-M3 仿真设计国际大赛”优秀指导

老师证书。

六、作品征集时间和方式

征集时间：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作品提交截止时间：北京时间 2022 年 2 月 28 日 18:00。

http://www.proteusedu.com


作品上交要求及方式：

1、Word 文档：包含院校名称、学生姓名、指导老师姓名和邮箱地址的中英文项目说明

（同一作品最多允许有两名指导老师）。

2、仿真工程文档：竞赛作品相关的 Proteus 文件（.PDSPRJ 文件），应使用 Proteus

自带的 Project Notes 功能填写中英文参赛信息（院校、学生姓名），并对工程文件进行必

要的中英文描述。

3、视频文件：录制仿真电路演示视频，视频展示仿真电路运行状态，并演示其工作方

式。

4、把以上文件打包为压缩文件，并命名为：学校-院系-学生姓名，登陆到竞赛官方网

站上传。

七、其他说明

1、赛前培训：

培训时间 ：2022 年 1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请关注大赛官网）。

培训对象：参加大赛的各位选手和指导老师。

培训方式：网络视频培训。

2、联系我们：

网址：http://www.proteusedu.com

邮箱：marketing@fengbiaoedu.com

技术咨询：赵老师 135 0304 7085

事务咨询：叶老师 135 6046 3598

3、参赛须知：

 本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我们将保证竞赛所提供的软件在竞赛时间内的正常运行，软件将于竞赛结束后失

效；

 在北京时间 2022 年 2 月 28 日 18:00 点后收到的参赛作品将不会被接纳；

 竞赛承办单位、支持单位的员工或其家属或以任何方式与比赛有联系或帮助参赛

的人员不得参加竞赛；

http://www.proteusedu.com


 竞赛作品的版权在提交材料时转交给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将保留所有提交内容用

于营销的权利（如：作为示例工程包含在 Proteus 软件中，或在 Labcenter 网站

上引用）；

 主办单位保留取消不符合竞赛规则的参赛者资格的权利；

 一旦参赛，表示参赛者同意遵守上述条款和条件。

主办单位：Labcenter Electronics Ltd

承办单位:广州风标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 PROTEUS 应用协会

2021 年 11 月 8 日



附件 1

2021 Proteus Cortex-M3仿真设计国际大赛（中国赛区）

2021 Proteus Cortex-M3 simulation desig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China）

报 名 表

Registration form

参赛学校（院系）基本信息/In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Iinstitute

中文名称/Chinese Name

英文名称/English Name

参赛人数（竞赛版需求量）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licence demand quantity)

联系电话/Tel.(86)

组织老师信息/Information of Organized Lecturer

中文姓名/Chinese Name 例如/e.g. 朱海玲

英文姓名/English Name 例如/e.g. Zhu Hailing

联系电话/Tel.(86)

电子邮箱/E-mail

QQ/MSN


	2021 Proteus Cortex-M3仿真设计国际大赛（中国赛区）
	报 名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