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项属性 

•赛项类型：创新性比赛，类似青创赛 

•适合参赛学生：小学中高年级、初中、高中 

•能力考察要点：学生综合素养（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写作能力、
表达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学习能力） 

•指导教师要求：无特殊要求 



赛项特色——北斗主题 

•北斗特色的科创赛项 

•在地面上最贴近人们生活的航天工程，参与门槛低 



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智能手机 



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目 
录 

C
o

n
te

n
ts 

 

认识北斗 01 

赛事介绍 02 

赛项分析 03 

操作演示 04 作品示例 04 





北斗（BDS） 伽利略（GALILEO） 

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GNSS） 

格洛纳斯（GLONASS） GPS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融合高精尖现代科技的系统，北斗二号卫星工
程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0XX年工作概述 
 

四大航天工程 

载人航天——神州、天宫 探月探火——嫦娥、天问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高分系列卫星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三号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 ）

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

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

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

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功能 

导航 全球范围内为用户提供精确的位置 

提供精确的速度和方向信息 

全球范围内为用户提供准确的时间 

提供短报文卫星通信功能 

北斗功能 



导航卫星 

主控站 
注入站 
监测站 

定位导航设备，如汽
车导航仪、手持终端、手机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组成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北斗应用 

气象应用 

国防安全 

智能交通 个人位置服务 

航空运输 特殊货物运输监管 

应急救援 

精密授时 精细农业 

海运和水运 





赛项形式 

创意制作 方案文档 演讲答辩 

通过简单的形式，
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20XX年工作概述 
 

北斗应用无处不在 

京东、顺丰等大型现代
化物流公司，利用卫星
导航实现智能化管理 

将北斗智能物流管理应用
于其他应用场景 

——智能垃圾桶、智能移
动厕所、公交车人流量监
控…… 



20XX年工作概述 
 
创新制作工具材料 

•生活中常见的任何创新材料和开发工具 



20XX年工作概述 
 
高级创客工具 

•学校可以提供的高级创客设备 



20XX年工作概述 
 
开源硬件编程 

•开源硬件 

•北斗定位模块 

图形化编程 



赛项分析 



20XX年工作概述 
 

参赛须知 

• （一）参赛对象为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 

• （二）各参赛队伍根据设立选拔赛的区域参与比赛，由优胜队伍代表参加全国总决赛。如部

分省级行政区域无承办单位，按就近原则参赛。 

• （三）赛事由中小学校、科技馆、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及社会培训机构等单位组织学生

参与报名。 

• （四）每个参赛单位至少派1位老师带队。 

• （五）大赛为公益性赛事，不向学生及老师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参赛师生的差旅及食宿费用

等自理。 

• （六）大赛官方网站设置在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的官网

（http://www.ccastic.spacechina.com），大赛同时以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名义开通

官方微信号"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大赛官网和大赛官方公众号是大赛官方信息指定发

布平台。 

http://www.ccastic.spacechina.com/


20XX年工作概述 
 

赛程安排 

• 大赛分为地区选拔赛（市省一级）和全国总决赛。 

2021年12月-2022年1月 
确定各地方赛区组委会
及承办单位 

2022年6月底前 
完成地区选拔赛,各地方
赛区在大赛组委会指导下
分别组织比赛，评选产生
入围全国总决赛的作品 

 

2022年7-8月，举办
全国总决赛 



20XX年工作概述 
 

报名要求 

•申报对象  
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在校学生 

•参赛人数要求  
参赛选手以个人或者小组为单位，每小组不超过 2 人，每位参赛者在一届大
赛中，只能申报一个作品参加比赛。每个作品只能申报不超过 2 名指导教师。 

•报名其他限制  
同一组参赛者必须是同一省或市（直辖市）、同一组别（小学组、初中组、
高中组）的学生。 

小组作品不能在参赛中途加入新成员。提交的作品应为所有成员共同完成。 
 



20XX年工作概述 
 

赛项内容 

•参赛学生以“北斗创造美好生活”为主题，基于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空服
务能力的了解，通过观察生活，创想出某种北斗卫星的应用场景，通过动手
制作和撰写方案等方式，将创意场景和工作原理清晰展现。  
 

创新类比赛 

方案 

制作 



20XX年工作概述 
 

选题方向 

•作品清晰描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创意应用场景中起到的作用。方案可以是
基于北斗的创新应用，也可以是利用北斗作为技术手段对某个场景的优化改
造。 
 

创新围绕北斗主题 

新应用 优化改造 



•鼓励学生利用掌握的创新实践技能，完成科技作品制作，或者对部分科技作
品的原理进行工程实践和技术验证。推荐使用生活中常用的各种工具和材料、
学校实验室的创客工具、科学仪器和开源硬件等，结合北斗定位设备来实现
作品，制作过程和成品以照片的形式融入方案文档一并线上提交。 

北斗+ 材料 工具 

提交内容 



20XX年工作概述 
 

参赛形式 

•通过预选的项目要进行现场展演答辩。参赛队应携带与作品相关的资料和制
作的模型参与。参赛队员应结合本队的作品和方案文稿，进行现场宣讲并答
复专家评委提出的问题。参赛队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所有队员均应在展台待
命，不得任意缺席。评委根据方案质量、答辩情况对参赛队进行评价。 



参赛工作 

了解北斗 
头脑风暴确
定创意主题 

创意作品设
计与制作 

撰写文档 提交作品 
现场演讲答

辩 



赛项评审 

创新性 科学性 规范性 

工程性 艺术性 

作品评分 

现场表现 

作品评分 



小学组作品要求 

•小学组的作品以北斗创意制作为主，辅以应用场景。 

•重点考察学生完成项目的制作过程和思维过程、项目过程中对于北斗相关知
识的理解和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应用。 

•应提交的材料形式为创意制作说明，文档格式为PDF，包含创意作品的清晰
图片、创意作品的创意点、应用场景、设计制作过程等描述，文字不少于
300字。重点考察学生完成项目的制作过程和思维过程、项目过程中对于北
斗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应用。创意作品必须包含北斗定位设
备，并正确显示出位置、时间或速度等卫星数据信息。 



小学组作品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创新性 无抄袭，与其他选手作品无雷同，构思新颖，设计、制作方法独特 

2 科学性 
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应用场景中起到的作用描述准确无误 
作品所展现的科学概念、知识、原理准确无误 

3 规范性 
文档中逻辑清晰，语句通顺，字数不少于300字，无明显文字表述性错
误 

4 工程性 
文档中说明了制作流程，且合理规范 
制作难度和复杂程度 
制作作品完成程度和制作工作量 

5 艺术性 作品结构合理、美观，颜色搭配和谐 

6 现场表现 语言得当，条理清晰，逻辑正确，展示资料齐全，演示顺畅 



中学组作品要求 

•初中组作品为创意方案结合设计制作，全面考察学生对航天北斗相关知识的
理解、创新点、动手实践能力、科学探究方法、文案撰写能力。 

•应提交说明文档，格式为PDF，字数不少于1000字，内容包括背景及意义、
创新点、功能设计、制作过程或技术验证、总结展望，可根据作品形式提交
附件（如材料清单、设计文件等）。目的是全面考察学生对北斗系统相关知
识的理解、作品的创新点、动手实践能力、科学探究方法、文案撰写能力。
创意作品必须包含北斗定位设备，并正确显示出位置、时间或速度等卫星数
据信息。 



初中组作品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创新性 
无抄袭，与其他选手作品无雷同，构思新颖，设计、制作方法独特，
解决问题、数据分析、设备或工具使用等方面有创新 

2 科学性 
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应用场景中起到的作用描述准确无误  
作品所展现的科学概念、知识、原理准确无误 

3 规范性 
文档中逻辑清晰，语句通顺，字数不少于1000字，无明显文字表述
性错误 

4 工程性 

文档中说明了制作流程，且合理规范 
制作难度和复杂程度 
制作作品完成程度 
制作中使用开源编程等难度较高的设计工具且有一定工作量 

5 现场表现 语言得当，条理清晰，逻辑正确，展示资料齐全，演示顺畅 



高中组作品要求 

•高中组作品为创意方案结合设计制作，全面考察学生对航天北斗相关知识的
理解、创新点、动手实践能力、科学探究方法、文案撰写能力。 

•高中组的作品形式为创意作品和创新应用方案。应提交说明文档，格式为
PDF，字数不少于2000字，内容包括背景及意义、创新点、功能设计、制作
过程或技术验证、总结展望，可根据作品形式提交附件（如材料清单、设计
文件、程序代码等）。目的是全面考察学生对北斗系统相关知识的理解、创
新点、动手实践能力、科学探究方法、文案撰写能力。创意作品必须包含北
斗定位设备，并正确显示出位置、时间或速度等卫星数据信息。 



高中组作品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创新性 
无抄袭，与其他选手作品无雷同，构思新颖，设计、制作方法独特，
解决问题、数据分析、设备或工具使用等方面有创新 

2 科学性 
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应用场景中起到的作用描述准确无误  
作品所展现的科学概念、知识、原理准确无误 

3 规范性 
文档中逻辑清晰，语句通顺，字数不少于2000字，无明显文字表述
性错误 

4 工程性 

文档中说明了制作流程，且合理规范 
制作难度和复杂程度 
制作作品完成程度 
制作中使用开源编程等难度较高的设计工具且有一定工作量 

5 现场表现 语言得当，条理清晰，逻辑正确，展示资料齐全，演示顺畅 





只要你 ，就能创作出
好的作品，就能够在北斗创造美

好生活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课程实施案例 



成果案例 





了解北斗 
• 对北斗有一定了解，知道北斗可以
帮助船定位、导航，而且还能提供
短报文功能 

头脑风暴 

• 提出“共享船屋”的设计理念，经
营者在安全海域内投放“共享船
屋”，旅游者可以预约共享船屋，
在安全海域内选择导航路线来进行
旅游体验，过程中通过短报文功能
跟陆地进行需求沟通。 

创意制作 

• 常用的瓦楞纸板、雪糕
棍、原木棍作为材料，
结合北斗定位设备，进
行了制作 

撰写方案 

案例-北斗共享船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