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航天創意比賽規則 

1 背景 

“星空浩瀚無比，探索永無止境。” 

中國航天經過 60 多年的發展，創造了以“兩彈一星”、載人航天、深空探測、空間站建造等為代表的輝煌成

就，積澱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中國將繼續實施月球與深空探測、載人航天等重大工程， 推動建設國際月球科研站；

大力發展氣象、海洋、陸地監測衛星，為各國應對防災減災、氣候變化等提供支撐；推動近地小行星聯合監

測、預警、防禦能力提升，共同建設普遍安全的地球家園。航天在堅定中國自信、端正價值追求、促進科技創

新與發展等方面正發揮著引領作用。 

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旨在弘揚航天精神，普及航天知識，在廣大青少年心中播撒仰望星空、飛天逐夢的種

子。航天創意比賽正是青少年能夠展示自己想像力和創意能力的舞臺，更能激發青少年探索太空的熱情。 

 

2 比賽概要 

2.1 比賽組別 

比賽按小學低年級組（一至三年級）、小學高年級組（四至六年級）、初中組、高中組四個組別進 行。每個組別

均進行地區選拔賽和全國比賽。組委會向區域選拔賽分配晉級全國比賽的名額。每支參 賽隊只能參加一個組別的

比賽，不得跨組別多次參賽。 

2.2 比賽環節 

航天創意比賽設航天科技知識考察與創意設計兩個競賽環節。 

2.2.1 地區選拔賽中，參賽隊需完成航天科技知識考察（占總分 15%），並對自己的創意設計進行現場展演答辯

（占總分 85%）。兩項綜合評分評出優秀參賽隊，推薦至全國比賽。 

2.2.2 全國比賽中，參賽隊需完成航天科技知識考察（占總分 15%），並對自己的創意設計進行現場展演答辯（占

總分 85%）。兩項綜合評分評選出一、二、三等獎。 

2.2.3 比賽成績=0.85×現場答辯得分+0.15×航天科技知識考察得分。 

 

3 比賽內容與任務 

3.1 航天科技知識考察 

3.1.1 航天科技知識考察封閉進行。 

3.1.2 知識考察由比賽組委會命題。考題涵蓋航天精神、文化與航天科學技術知識等內容。考題形式 以機答題為

主，滿分為 100 分。考察得分是比賽總成績的一部分。 

3.1.3 以參賽隊為單位進行知識考察。缺席考察的參賽隊得零分。 

3.1.4 考察在比賽期間擇機進行，由比賽組委會統一組織。考察時間不超過 1 小時。考察成績由比賽組委會宣

佈。 

3.1.5 創意賽不排除在答辯環節中評委對學生提出有關航天科技知識方面的問題。 

3.2 航天創意主題選擇 

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與能力，選擇與航天相關的方向進行深入思考，在現有科技的基礎上，可以 進行適當的創

新性科學幻想。以解決問題為目標，鼓勵參賽學生突破目前的技術和思維局限，設計有 創意的解決方案參與競賽。

選手可選擇參考以下選題方向： 

參考主題（1）：載人航天方向 

中國空間站是一個長期在軌運行的太空實驗室，可以支持開展大量科學研究和實驗。高真空、微重力、強

輻射、高低溫、太陽能源等空間實驗環境，每年數次的神舟飛船發射任務、航天出艙活動， “天宮課堂”科普活



動等助力廣大青少年在載人航天方向進行豐富的創意。 

本方向參賽作品以載人航天相關創意思路和設計為主，創意方案可包含但不限於未來空間站、太 空城市、月

球科研站、太空人食品、太空人訓練器材、太空人娛樂設施、航天服、空間站用品等。 

參考主題（2）火星生存方向 

火星是太陽系內第四顆行星，以其紅色的表面而聞名。它具有冰川、火山、沙漠和峽谷等地貌。火星上有

證據表明曾經存在過水，因此被認為是外星生命的可能存在地。它是目前人類探索外星生命的主要目標之一，也

是太空探險的重要目標。火星生存方向的參賽作品可參考但不限於以下問題展開： 

如果人類想要移民火星，要解決哪些問題（食物、能源、通信、環境等）？ 在火星上如何

建造能夠滿足人類生存所需的基地，基地中有哪些組成部分？ 在建造火星基地的過程中，

要考慮哪些因素？ 

圍繞火星運行的人造衛星將會是火星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設計一顆火星人造衛星？ 圍繞火星運

行的人造衛星由哪些系統組成，它們會發揮什麼作用？ 

參考主題（3）北斗衛星工程應用方向 

北斗是我國自主研發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為人類提供了重要的時間、空間資訊。這些時空資訊就像水、

電、互聯網一樣，是現代人類生活離不開的基礎要素。基於北斗我們可以解決各種問題，提出創意應用場景，讓

人們在航天科技的服務下生活得更加美好。讓我們為了明天更好的生活積極思考， 參賽作品可參考但不限於以下問題

展開： 

北斗如何在個人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 

北斗如何在某個行業（如交通、工農生產、環境保護、智慧城市）中發揮重要作用？ 北斗如何在

危急時刻守護人們的安全？ 

北斗如何與其他科技融合發揮更大的作用（與遙感和通信衛星結合、與 5G 通信技術結合、與多種感測器和

物聯網結合、與人工智慧結合……）？ 

未來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如何設計，如何更好的協助人類創造科技生活？ 參考主題

（4）星球探索方向 

“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是人類不能永遠生活在搖籃裡。”中國航天經過多年的努力創造了輝煌的成就，還將繼

續實施深空探測、建設月球科研站等任務，探索更多的地外星球，為人類文明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將來移民第二

家園做好充分的準備。星球探索方向的參賽作品可參考但不限於以下問題 展開： 

如果你是航天工程師，你會去探索哪顆星球，理由是什麼？ 

在星球探索（尋找、前往、建設等）的過程中，應用到哪些科學原理和科學技術？ 

你想在星球上做哪些方向（例如資源開採、天文觀測、科學實驗、生態養殖、中轉站、星際移民、 小行星改造

等）的研究？如何保障研究的順利開展？ 

參考主題（5） 未來太空生存方向 

拓展人類的生存邊界，向太空進發是全人類的夢想。浩瀚的宇宙中蘊含著豐富的資源，然而看似 平靜的太空卻

危機四伏。決定人類能否走出地球搖籃走向深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們能否在太空中建 立安全、舒適的生活、工作環

境。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人類早已適應了地表環境，請借鑒我們在地 表的生存條件和生存經驗，思考如何在太空

中創造出適宜的環境。選題可以參考以下示例或完全自定 選題： 

未來空間站如何保障長期駐留太空人的身心健康？ 

未來空間站如何實現太空人長期生存所需的關鍵物質（如水、氧氣）的迴圈？ 

如何維持人類在太空中長期生存所需的適宜溫度？如何對其中的的科學原理進行驗證？ 如何穩定供給

人類在太空中長期生存所需的能源？如何對其中的的科學原理進行驗證？ 如何在太空中實現食物的

自給自足？ 

參考主題（6） 月球探測車方向 



探測月球、開發月球資源、建立月球基地已成為世界航天活動的競爭熱點。月球上特有的礦產和 能源，是地球

資源的重要補充和儲備，將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月球已成為未來航 天大國爭奪戰略資源的焦點。

月球探測車是我國對月球自主觀測和探索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該方 向的作品可參考但不限於以下問題展開： 

月球探測車為適應月球環境應設計什麼特殊的結構和外觀設計？ 月球探測車

的能源提供該怎麼設計？ 

月球探測車上太空人生活空間所涉及的生命保障系統要怎麼設計？ 月球探測車

怎麼設計探測功能及取樣功能？ 

月球探測車怎麼設計行進功能與遠端控制系統？ 參考主題

（7） 其他與航天相關的創意。 

3.3 參賽形式 

參賽隊應充分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依據科學原理，查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提出一種 新穎的解決方

案，進行創意設計，形成本隊的創意設計方案海報。為更好地表達創意設計意圖，參賽 學生可以選擇使用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形式之一：創意畫、實物模型、VR   三維程式設計作品等方式進行方案實現。 

 

4 比賽規則 

4.1 參賽隊應在組委會指定的網站報名參賽。 

4.2 各參賽隊應在組委會指定時間前提交參賽材料。參賽材料是現場展演答辯前預選參賽項目的唯一 依據。各參

賽隊應按照以下格式提供參賽電子版資料： 

4.2.1 創意設計方案，以 PDF 形式提交，檔大小不超過 5MB。方案範本如

下： 

 

申報單位： 申報日期： 
 

選題方向： 專案類別：創意 

項目名稱： 

組別：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指導教師 

姓名     

學校名稱     

專案資訊 

（提示：小學組文字 1500 字以內，初\高中組文字 1500-3000 字，圖片 3-10 張。請用宋體，10 號字，1.5 倍行距填寫。） 

 

項目簡介 

專案概述，綜合性地簡要介紹專案的基本情況。 

包括專案的主要內容、創新點、關鍵技術、項目成果（研究的結論）。 

 

目的與問題 

具體描述專案的目的和意義，所解決的具體問題。 

 

 

 

 

具體闡述設計思路和方案，包括對項目的背景研究，研究過程，研究方法、工具、 手

段、技術路線和方案等方面的描述。可參考如下內容，並結合本研究項目特點完

善方案描述。 

⚫ 具體設計需求描述； 

⚫ 設計標準及工程限制描述； 



 

設計思路及方案描述 

⚫ 實現專案成果的具體步驟、方法； 

⚫ 成果方案描述及資料分析； 

對專案成果檢驗的方法及檢驗結果 

 

預期效果 
專案成果具有哪些特徵，能夠滿足哪些需求，能夠應用在哪些領域。 

 

創意與創新點 

實現項目創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闡述： 

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研究新物件，採用新方法，得出新結論 

 

結論與展望 

總結專案研究過程及專案成果，對專案成果的進一步展望。 

 

成員及分工 
（成員簡介及任務分工） 

 

4.2.2 展示海報，內容包含團隊簡介、設計意圖、圖紙、細節等，海報大小不得超過 1000mm×1200mm， 以清晰的 

JPG 格式圖片提交，不超過 5MB； 

4.2.3 說明創意設計、製作的視頻，參賽隊必須全員參與，時長不少於 4 分鐘、不超過 5 分鐘，MP4 格式，大小

不超過 50MB； 

4.2.4 方案實現內容（以下可選其一）。該部分提交材料能夠充分展示創意設計的意圖、過程或成果等 內容。 

創意畫：提交電子版照片，畫作大小不超過 1000mm×1000mm，電子版照片大小不超過 5M（此項僅限小

學 1-3 年級學生）； 

實物模型：提交電子版照片，照片不超過  3 張，每張電子版照片大小不超過  5M，實物大小不超過 

1000mm×1000mm×1000mm，重量不超過 10kg; 

VR 三維程式設計作品：三維模擬程式可使用 unity3D、Unreal Engine、Xrmaker 等行業通用的 3D 引擎進

行程式開發，禁止使用我的世界（Minecraft）、迷你世界、Kerbal Space Program 及其他沙箱遊戲或沙箱編輯

器進行程式開發。需提交程式源碼及展示視頻，作品長度不超過 3 分鐘，視頻大小不超過50M。 

4.3 現場比賽需由學生進行展示答辯，接受專家問辯。 

4.4 參賽作品不得涉及保密內容。 

4.5 創意方案應由學生獨立或集體親身實踐和完成，可以接受老師的指導。 

4.6 每支參賽隊由不多於 3 名的學生和不多於 2 名指導教師組成，每名學生只能參加一支參賽隊。學生必須是截

止到 2023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學生。現場布展和評審階段場館均封閉，僅允許學生隊員在場，指導教師不得

入場。 

4.7 參賽隊員應以積極的心態面對和自主地處理在比賽中遇到的所有問題，自尊、自重，友善地對待 和尊重隊友、

對手、志願者、裁判員和所有為比賽付出辛勞的人，努力把自己培養成為有健全人格和 健康心理的人。 

 

5 評分標準 

5.1 評審 

地區選拔賽對參賽作品進行初評，優秀作品進行現場展示並參加評委現場問辯環節。 

在指定的評審問辯時間內，所有學生參賽隊員均應在展位待命，不得任意缺席。參賽隊指導教師 不得進入場

館。每項作品有 5 分鐘的講解與演示時間，5～10 分鐘的提問、答辯時間。 

5.2 評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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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航天科技知識考察由答題系統自動判分，答題正確得分，不正確不得分。 

5.2.2 評審專家將對創意方案、海報、方案實現及現場問辯表現進行評審。評審標準如下： 

 

評分項目 評價要素 評判分數 

 

明確目的與問題 

 

（10 分） 

 

明確定義了要解決的問題（5 分） 

 

研究該問題的目的是什麼（5 分）  

 

 

 

設計思路及方案 

 

（20 分） 

具體描述了創意內容，將創意具象化呈現（10 分）  

方案思路清晰，分析正確，結論合理。（5 分）  

 

研究過程的時間安排、節點成果展示等合理可行（5 分） 

 

清晰記錄專案實施過程，語句通順，無明顯文字表述性錯誤（5 分）  

 

 

創意與創新點 

 

（30 分） 

作品為原創專案，在問題提出、方案設計等方面具有創新和創意，

且創意具備新穎性 

 

（20 分） 

 

研究問題、方案、技術路線、分工方法等方面展現了團隊的創造能力

（10 分） 

 

合作溝通（10 分） 團隊能對專案全流程進行合理規劃與統籌，溝通充分，配合默契（10 

分） 

 

 

 

優化反覆運算（5 分） 

團隊能夠對設計方案進行反思與改進，提出下一步的改進方案（3 分）  

展望本研究的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內容（2 分）。  

 

 

 

表達與視覺呈現 

 

（25 分） 

海報設計美觀，視覺呈現優秀，相關元素完整，能夠較好地反映主題

（8 分） 

 

展示的作品（程式設計作品、創意畫、實物模型）構思巧妙，展示效果

良好（7 分） 

 

答辯中思路清晰,有肢體語言表達,語言流暢，能夠重點突出，清楚地

講述作品創意與 

 

實現的過程（10 分） 

 

 

總分數（上述各項成績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