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CKC 杯全国纵横汉字输入大赛 

暨纵横码学术研讨会方案 

一、宗  旨 

为促进纵横码的推广应用，学习研究交流经验，展示成

果，扩大纵横码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 

二、参加地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教育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中

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北京市职业教育学会、北京市

成人教育学会、香港苏浙沪同乡会。 

（二）承办单位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北京老教育工作者总会、苏州大学纵

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 

（三）协办单位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江苏省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

宁波大学高等技术研究院、北京教育考试院。 

（四）组委会: 

1.顾问： 

柳  斌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 

王明达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 



张天保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原会长 

章新胜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朱新均 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原党组书记、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原会长 

王  湛 教育部原副部长、江苏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原副主任  

陶西平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

合会副主席 

胡昭广 北京市原副市长 

范伯元 北京市原副市长、北京市教育关工委主任 

沈仁道 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陈大白 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谢丽娟 上海市原副市长 

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  尧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 

北京市教委有关领导 

2.名誉主任： 

周忠继：香港苏浙沪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纵横汉字输入法发明人 

3.主任： 

董明传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董事长 

马叔平 北京老教育工作者总会会长、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

副董事长 

钱培德 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北京纵横码推

介培训中心副董事长 

4.副主任： 



戴家干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刘占山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昭文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  奇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上海市教委原副

主任、上海市教育评估院院长 

刘  丰 江苏省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书记 

王让定 宁波大学高等技术研究院院长 

杨  帆 北京市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有声 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  健 北京教育考试院院长 

章家祥 北京老教育工作者总会副会长、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

心副董事长 

张  定 北京老教育工作者总会副会长、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

心主任 

杨季文 苏州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陈  斌 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副处长 

5.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源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 

王明复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李培峰 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刘雍潜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秘书长 

何  引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林小苹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总课题组秘书长 



高俊珍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财务部主任 

曹启祥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包括参赛团团长） 

6.裁判组： 

裁判长： 

张  定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主任 

李培峰 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何  引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副裁判长： 

周克兰 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副教授 

张玉华 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讲师 

黄媛媛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兼职教师 

四、大赛内容： 

（一）纵横汉字输入速度比赛、词语接龙比赛、看图写作比赛。 

（二）纵横码推介工作成果汇报与展示及纵横码的应用、创新、

展望学术研讨。 

五、大赛活动形式 

本次大奖赛分为网络比赛和现场冠、亚军比赛及颁奖和成果展示

两个阶段。网络比赛通过网络远程进行，再从网络比赛输入速度成绩

好的人员中挑选一定比例的人员参加现场冠、亚军比赛。比赛技术

全权由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提供。 

（一）活动安排 

本次大赛的网络比赛时间：2014 年 7 月 25 日 15：00。 



现场比赛、颁奖及成果汇报、学术研讨在北京举行，具体时间：

2014 年 8 月 15 日。 

（二）出席北京现场活动人员 

香港特邀嘉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特邀嘉宾，各参赛团的

团长、领队；大赛组委会从网络比赛成绩 好的人员中挑选出的一定

比例的选手（参加现场冠、亚军比赛）；相应的指导教师和纵横码学

术研讨获得论文一等奖作者等。 

（三）比赛组别 

 本次大赛的比赛组别分为 12 组，分别是： 

小学 1 组（为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小学 2 组（为小学四

年级至六年级学生）、中学组、职校组、智障组、残疾组（含聋哑人）、

青年组（35 岁以下）、中年组（男 36-59 岁，女 36-54 岁）、老年组

（男 60 岁及以上、女 55 岁及以上）、农民中年组（男 36-59 岁，女

36-54 岁）、农民老年组（男 60 岁及以上、女 55 岁及以上、教师组。 

（四）网络比赛名额分配及比赛有关事项 

本次活动的选拔赛由各地区纵横码推广中心或相应机构负责实

施，选拔赛结束后，根据本次活动的要求确定参加本次大赛的比赛队

组别及网络比赛的地点，并上报大赛组委会备案，大赛组委会在 201

4 年 7 月 25 日下午 15:00 点整，开始进行全国网络比赛，网络比赛的

输入文本（文本 1 和文本 2）由裁判组随机抽取。 

本次大赛各地区网络比赛队的名额分配方法及有关要求： 



1.依所确定的本次大赛的组别，各地区负责人根据本地区选拔赛

情况，确定参加网络比赛的组别，各组别每个地区限报 1 个队，每队

3-5 人。 

2.确定参赛队后，各地区上报选手名单（7 月 10 日截止）。 

3.完成网络比赛后一天内，各地区须向大赛组委会提供网络比赛

的现场录像视频文件，上传FTP地址将在大奖赛主页http://zhhz.suda.e

du.cn/2014 上公布；没有提供或者提供的录像不真实者，取消该地区

的比赛成绩；视频要求：比赛开始前 5-10 分钟拍摄每位参赛队员入

座后的正面视频，确保看清每位队员；比赛期间正面拍摄比赛全景及

比赛队员的特定场面； 

4.网络比赛包括汉字输入速度比赛、词语接龙比赛、看图作文比

赛（只针对小学 1、2 组）三个内容。 

5.各组别参赛选手必须在同一轮次参加比赛，若确因网络或机器

本身问题致使有些选手未完成比赛时，在地区负责人提出申请后，可

进入第二轮比赛，但比赛文本使用“文本 2”。 

6.每个选手的比赛成绩按综合分计算，小学组的综合成绩=输入

速度比赛成绩×60%+接龙比赛成绩×30%+看图作文比赛成绩×10%，

其他组别的综合成绩=输入速度比赛成绩×70%+接龙比赛成绩×30%。 

7.各地区必须认真填写诚实参赛承诺书，一旦发现有冒名顶替弄

虚作假事件出现，取消该地区的选手所在组别的比赛成绩。 

（五）现场冠、亚军比赛有关事项 

1.时间地点：2014 年 8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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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人员：由大赛组委会从网络比赛成绩突出的人员中挑选出

的一定比例的选手，具体名单由大赛组委会在大奖赛主页http://zhhz.

suda.edu.cn/2014 上公布； 

3.比赛内容：汉字输入速度比赛； 

4.现场冠、亚军比赛组别设置。根据网上比赛成绩，组委会决定，

暂定为：小学组、中学组、职校组、青年组、中老年组等五个组别。 

（六）奖项设置 

1.网络比赛选手奖 

按本次活动所设的网络比赛组别，分别设网络比赛选手（个人）

一、二、三等及优秀奖（比赛成绩按综合分计）。 

当某一奖励级别出现同分数（即多人并列）时，以输入速度成绩

的高低来区分，若输入速度的成绩出现相同奖励级别并列，同时减少

下一奖励级别的同等人数。 

2.现场冠、亚军比赛选手奖 

参加现场比赛的每个组别的第一名获得冠军奖； 

参加现场比赛的每个组别的第二名获得亚军奖； 

现场冠、亚军比赛选手奖和网络比赛选手奖不可兼得。获得冠、

亚军现场比赛选手奖的选手自动取消其已经获得的网络比赛选手奖。 

当某一奖励级别出现同分数（即多人并列）时，奖励级别并列，

同时减少下一奖励级别的同等人数。 

3.指导教师奖 

本次活动设指导教师奖，获得网络比赛选手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获

指导教师奖，指导教师的获奖等级与其指导选手的网络比赛获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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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获得现场冠、亚军比赛选手奖的指导老师，其获奖等级与冠、

亚军比赛选手获奖等级相同。指导老师只能获得一项指导选手 高的

奖项。 

4.组织奖 

根据各参赛单位组织参赛情况，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七）奖励 

组织奖颁发证书和奖杯及奖励。获得指导教师奖、个人奖的选手

将颁发证书和奖励。 

具体奖励办法另定。 

（八）比赛时间安排 

各地区参加网络比赛的报名截至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10 日。 

全国网络比赛时间定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下午 15：00 点进行，

网络比赛的文本由裁判组负责。 

现场会和现场冠、亚军比赛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  

（九）比赛形式和使用软件 

网络比赛包括汉字输入速度比赛、词语接龙比赛、看图作文比赛（只

针对小学 1、2 组）三个内容。 

现场冠、亚军比赛只进行汉字输入速度比赛。 

1.输入速度比赛（网络比赛、现场冠、亚军比赛） 

（1）比赛时间：5 分钟。 

（2）比赛文本：文本 1（文本 2 作为备用文本）。 



（3）比赛软件：由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提供，输入

法软件为 2002 第四版或后续发行的各个版本，可以带自定义词库。

具体比赛软件可从http://zhhz.suda.edu.cn/2014 下载。 

（4）比赛规则： 

在规定的时间内，按屏幕提示内容进行录入，每正确录入一个汉

字记为 1 分，错字、漏字每 1 字扣 1 分；由计算机自动统计并记录比

赛成绩。此成绩即队员的输入速度比赛成绩。 

2.词语接龙比赛（网络比赛） 

（1）比赛时间：5 分钟。 

（2）比赛形式：比赛时系统随机给出一个词（各个队员所见的首

词是相同的），队员根据该词的尾字进行词语接龙，输入的词语必须

是 2002 第四版或后续发行的各个版本中的词汇。 

（3）比赛软件：由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提供。 

（4）比赛规则：队员根据系统给出词的尾字进行词语接龙，正确

而不重复的词语中的每一个字计 1 分（长度大于 4 个字的词语，以 4

字词计分）；根据输入的正确词语，由计算机自动统计并记录比赛成

绩。  

（5）队员的接龙比赛成绩即时计算机自动统计并记录的成绩。 

3.看图作文比赛（网络比赛） 

（1）比赛时间：20 分钟。 

（2）比赛形式：队员根据系统随机给出的图片进行写作。 

（3）比赛软件：由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提供。 

（4）比赛规则：作文成绩由三名语文教师评定。 

http://xxxx/201


（十）纵横码推介成果汇报和展示、纵横码的应用、创新、展望

学术研讨 

通过纵横码推介成果汇报和展示及学术研讨，进一步提高对纵横

码的认识，明确纵横码的发展方向。促进纵横码的推介及普及，为电

脑中文化、中文电脑化、数字化社会做出贡献。 

1.研讨内容： 

（1）本地区、本部门纵横码推介成果汇报和展示 

（2）纵横汉字输入法的推介经验与总结。 

（3）纵横汉字输入法教学的经验和创新以及教学课件。 

（4）不同版本输入法、软件技术优越性的论证。 

（5）纵横汉字输入法的科学性、实践性、社会性的研究与探讨。 

（6）纵横码发展的展望。 

2.要求： 

（1）各参赛单位提供纵横码推介成果报告（3000字以内）；学术

研讨交流论文（3000字以内），于2014年6月30日前发至纵横码大赛

组委会电子邮箱：ckc2010@126.com）。 

（2）凡已经参加过全国纵横码评比的论文不得重复参加本次评

比，参加者文责自负。 

（3）论文格式要求：题目用三号字黑体，居中；一级标题用四号

字体；二级标题、三级标题用小四号字体；页眉、页脚用小五号字体；

其它用五号字体；图、表居中。论文打印用A4纸。课件交光盘。 

（4）纵横码成果展示内容：各参赛单位提供一份反映本地区、本

部门推介、学习、应用纵横码的成果展板电子版小样（制作规格为2

米×0.8米），于2014年6月30日前发至：ckc2010@126.com邮箱。纵

横码的成果展板由大会组委会统一制作。 



3. 学术研讨论文奖： 

(1). 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2). 颁发证书、奖励。 

六、大赛报名方法 

(一)以各地区为单位统一组织报名，各地区在报名时，需与组

委会签订《安全责任书》和《诚实参赛承诺书》。 

（二）各地区请认真填写网络比赛报名表，并在 2014 年 7 月 10

日 24 点前将报名表发至大赛专用邮箱：ckc@suda.edu.cn 

七、现场活动有关费用 

各赴京参加活动的人员，往返旅差费自理，参会期间活动经费、

食宿费用由大赛组委会负责。 

 

 

 

2014 年 CKC 杯全国纵横汉字输入大赛组委会 

                          201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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