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第二届安徽省“大学生 5 分钟科研英语演讲” 

大赛的通知 

2019-08-01 

各学院、有关部门： 

为积极响应国家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的创新人才”号召，继 2018 年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大学

生 5 分钟科研英语演讲大赛后，为提高我国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

英语从事专业学习、科研创新和学术交流的能力，帮助我国未来的科

研工作者有效地向国际同行介绍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中国学

术英语教学研究会和华北电力大学将联合主办第二届中国大学生 5

分钟科研英语演讲大赛暨“让大学生用英语讲科研”活动。为向大赛

输送我省优秀人才，为学生打造更高更广阔的锻炼和展示平台，特举

办第二届安徽省大学生 5 分钟科研英语演讲大赛，现将赛事安排通知

如下： 

一、参赛对象 

我省高校在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报名时分本科生组、硕士生组

和博士生组，专业不限。 

二、大赛要求： 

(一)参赛选手需用易于理解的英语,在 5 分钟时间内向没有专业

背景的听众介绍一项与自己专业相关(包括专业科普类)的研究。 

(二)研究形式可以介绍已发表或撰写中的科研论文，也可以介绍

尚处于想法阶段的科研计划。 



(三)演讲的具体内容包括: 

1.论文标题和研究领域; 

2.研究现状; 

3.研究目的(问题或假设); 

4.研究方法; 

5.研究结果(或预期结果); 

6.结果讨论和研究意义; 

7.参考文献(可放在视频的 PPT 上)  。 

(四)作品形式是 5 分钟的视频和一个 250 词左右的英文论文摘

要。 

(五)参赛选手需遵守学术道德，不得出现以下学术不端行为: 

1.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2.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3.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 

4.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如发现选手有上述行为，组委会将取消选手的参赛资格，并且通

报选手所在学校进行严肃处理。 

三、报名须知 

(一)所有参赛选手请于 9 月 20 日前，通过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

究 会 ( 以 下 简 称 “ 学 会 ” ) 的 大 赛 入 口

(http://sentbase. com/cn5mrp/)报名，并在线提交参赛作品及资

料。 



 (二)资料包括: 

1.大赛作品报名表(附录 2); 

2.演讲视频; 

3.论文摘要; 

4.PPT 及演讲稿; 

5.科研诚信保证书(大赛官网下载)。 

(三)参赛选手请注意选择自己所属的赛区，没有赛区的学生请就

近选择所属赛区。 

(四)参赛选手可以以团队形式参赛。团队最多 5 人，报名时需写

清演讲者的姓名。参赛选手作为演讲者只能参赛一次，但是可以作为

团队成员加入另一个团队。 

四、大赛流程 

(一)所有参加安徽赛区比赛的同学，需在 9 月 27 日之前将参赛

作品发送至邮箱 3061627702@qq.com。 学校将成立竞赛委员会和专

家评审委员会（由学术英语教师和专业课程教师联合组成），负责评

审所有学生的参赛作品。 

(二)按本科生组、硕士生组和博士生组，各选出若干获胜作品（同

时获得“优胜奖”）进入第二届中国大学生 5 分钟科研英语演讲大赛

复赛。复赛的视频作品无需重新提交。 

（三）复赛由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组织，采取盲评形式。由

学会专家组对所有进入复赛作品进行盲评，选出参与决赛的作品。复

赛在 11 月 15 日前结束。 

mailto:(一)所有参加安徽赛区比赛的同学，需在9月27日之前将参赛作品发送至邮箱30616277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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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赛由学会组织（时间在 11 月-12 月），评选特等奖、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档次的比例按全国参赛人数比例确定），

同时公布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五）优胜奖以及决赛获得三等奖以上的选手和指导教师（每位

参赛选手报名时限填一位学术英语指导教师姓名和一位学科专业指

导教师姓名）都将获得英汉对照证书。 

五、参赛规则 

(一)上传的视频为 5 分钟(误差不超过 1 分钟)。 

(二)视频为 MP4格式，大小在 100M 以内。 

(三)视频应在静止的位置上进行连续录制，无剪辑，无中断。视

频画面可进行缩放。 

(四)选手需在视频中用手势或语言明确提示演讲开始的时间。 

(五)演讲应使用 PPT 作为辅助材料，页数一般不超过 5 张，PPT

中不能插入动画或动态效果图。 

(六)演讲中不能使用其他的电子媒体素材，如声音或视频等;也

不要使用道具类的辅助手段。 

(七)演讲语体应为口语,不包括诗歌朗诵、说唱乐、歌曲等语言

形式。 

六、联系方式 

（一）报名和提交作品网站：（http://sentbase. com/cn5mrp/） 

（二）参赛选手咨询： 

总赛区邮箱：岳剑英老师 china5ms@163.com 

mailto:china5ms@163.com


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021-55664525 

大赛咨询及投诉邮箱：china5ms@163.com 

初赛安徽赛区邮箱：张靖老师 1310871832@qq.com 

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0555-2315492 

学科竞赛联络 QQ 号：3061627702 

本次大赛安徽赛区群：591947157     

        

 

主办单位：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 

安徽赛区初赛承办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9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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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附件 1: 评分标准 

附件 2：大赛报名表 



附件 1        

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关键词） 

三级指标 
（说明） 

评分指导 
（建议每项一级指标整体打分） 

  
  
视频： 
（一） 
演讲 
内容 
（100分） 

1.清晰性 

研究背景、问题/目的以及创新点的介绍是否清晰？ 
（说明：演讲者应清晰地介绍“做了什么研究/要做什么研究”，

以及“为什么要做该项研究”。背景信息通常包括话题的重要

性、当前研究的现状、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等；由背景信息，

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引出研究问题/目的，可以清晰地体现本项

研究的必要性或贡献） 

  
四个方面都比较好：95 分左

右 
如果有一个方面不够好：85

分左右 
如果有两个方面不够好：75

分左右 
如果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方面

不够好：65 分左右 
2.完整性 

科研信息是否完整？ 
（说明：科研信息主要包括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结果/预期结

果、结论/意义等） 

3.适合性 

演讲内容是否适合非专业听众？ 
（说明：考虑听众的理解能力，避免详细介绍专业内容；对术

语进行解释说明；用听众能够理解的信息/实例解释比较复杂的

专业内容） 

4.逻辑性 

结构是否清晰、是否符合逻辑？ 
（说明：各个部分排序合理、衔接自然，便于读者理解演讲内

容；从研究背景的呈现提炼出研究问题，针对研究问题设计研

究方法/理论框架，由研究结果推导到结论并回答研究问题；研

究结果和结论应该与研究问题/目的相呼应） 
  
  
视频： 
（二） 
演讲 
技能 
（100分） 

1.吸引力 

是否能够吸引听众的兴趣？ 
（说明：开场尽量吸引听众，通常使用生动有趣的例子、贴近

生活的实例、假想的场景或者相关的问题等；在演讲过程中，

可以引入生动有趣的内容，维持听众的注意力） 

 
三个方面都比较好：95 分左

右 
如果有一个方面不够好：85

分左右 
如果有两个方面不够好：75

分左右 
如果有三个方面不够好：65

分左右 
  

2.非言语交流的效果 

是否有效地使用非言语交流方式？ 
（说明：恰当地使用身势语、目光交流等非言语交际方式，可

以展示演讲人的热情和自信心、增加与听众的互动) 

3. PPT 页面的效果 

PPT 页面设计是否理想？ 
（说明：PPT页面的字体和内容应该清晰、简练，便于听众阅读

和理解） 
视频： 
（三） 
演讲 
语言 
（100分） 

1.流利性 
语言表达是否流畅 ? 三个方面都比较好：：95分

左右 
如果有一个方面不够好：85

分左右 
如果有两个方面不够好：75

分左右 
如果三个方面不够好：65分

左右 

2.准确性 词汇、语法和发音是否准确？ 

3.适合性 

语言使用是否适合非专业听众？ 

（说明：考虑听众的理解能力，避免使用行话，如果必须使用，

应提供解释说明；学术语言也应简单易懂） 

三个部分的比例：演讲内容 70%，演讲技能 15%， 演讲语

言 15% 

解释权：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021-55664525）  



附件 2 

 

                           大赛作品报名表  

 

2019年度“中国大学生５分钟科研英语演讲”比赛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年级（本科、硕

士生或博士生） 
 研究方向  

学校  学院  

E-mail 地址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2019年安徽赛区限填 1位学

术英语指导教师姓名和1位学科专业指

导教师姓名，由参赛选手自行确定，本

报名表提交后补填或修改无效） 

学术英语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指导教师 
 

英语摘要（Abstract） 

[注] 英语摘要不超过 250词，包括：  

(1) Title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your research work in a succinct way)  

(2) Background (showing how your study builds on and extends prior work)  

(3) Purpose (identifying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o be investigated)  

(4) Methods (describing the methods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5) Findings (the findings can be complete, preliminary, or hypothetical, depending on 

the status of your research)  

(6) Conclusion and implications (indic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your research in a 

larger c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