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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航天科學探究與創新比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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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站建造等爲代表的輝煌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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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各國應對防災减災、氣候變化等提供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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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全球覆蓋、高效運行的通信、導航、遙感空間基礎設施體系，全方位滿足大衆應

用的需求，服務全球、造福人類。航天領域在堅定中國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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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學探究與創新比賽正是青少年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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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按初中組和高中組兩個組別進行。每個組別均進行區域選拔賽和全國

比賽。組委會向區域選拔賽分配晋級全國賽的名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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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流程 

航天科學探究與創新比賽設有 2 個環節： 

2.2.1 區域選拔賽：創新主題探究材料提交 

參賽者需要在規定時間完成幷提交比賽所需相關材料，提交入口設置在大賽

官網。作品與相關材料按時完整提交，方可進入區域選拔賽作品評審環節，

評出優秀作品進入全國比賽環節。 

2.2.2 全國比賽：作品現場展演答辯 

在全國比賽中，參賽隊基於自己的研究與作品，進行現場展演答辯，評選出

一、二、三 等獎。 

 

3 比賽內容與任務 

3.1 比賽內容 

航天相關課題的研究方案、設計、實踐與反思。 

對於課題研究與設計不設限制，參賽學生通過學習瞭解航天科學與技術的

相關內容，根 據自己的興趣與能力，選擇與感興趣的課題進行深入思考，提出

要探究問題，幷有針對性地 查閱資料、分析幷確定研究目標、進行科學論證、

提出創新性解决方案、完成相關設計與實踐、撰寫研究報告。在整個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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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科學精神與科學素養，通過過程性文檔和研究報告 展示出對所研究課題的

思考、研究與解决方案的創意，體現對課題探究過程的多維度、邏輯條理、管

理與反思。以解决問題爲目標，鼓勵參賽學生突破目前的技術和思維局限。可

選擇 研究方向與課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深空探測 

⚫ 月球科考站設計 

⚫ 星球基地系統設計（月球基地、火星基地） 

⚫ 太空移民城市設計 

⚫ 月球資源利用開採 

⚫ 火星探測及採樣 

⚫ 小行星帶探測及採樣 

⚫ 木星、天王星等行星探測 

⚫ 祝融號火星車優化升級 

⚫ 載人月球探測車 

設計太空生存 

⚫ 火星基地生態艙閉合系統設計 

⚫ 新一代空間站環境控制與生命保障系統探究 

⚫ 可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統探究 

⚫ 空間站物質循環系統探究 

⚫ 月球/火星土壤改良方案 

⚫ 火星基地能源系統方案 

設計空間載具 

⚫ 新一代航天載具探究 

⚫ 新型火箭外形及結構設計 

⚫ 太空電梯可行性及方案設計 

⚫ 返回式航天器 

探究載人航天 

⚫ 新一代艙外航天服設計 

⚫ 航天員微重力環境下身體機能增强及維護辦法 

⚫ 太空輻射的防護 

⚫ 航天食品研究與建議 

⚫ 氣閘室的設計及功實現 

其他 

⚫ 空間站“太空課堂”天地對照實驗設計 

⚫ 太空垃圾處理方法 

⚫ 航天科學技術産品在生活中的應用 

 

參賽隊應充分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依據科學原理，發現問題、分析問題、

解决問題，開放式暢想對問題的多種解决方案，幷展開實踐，形成本隊的探究方

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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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任務與提交材料 

3.2.1 區域選拔賽需完成幷提交： 

3.2.1.1 【必交】1份研究計劃與研究筆記，作爲項目的過程性評價依據，內容

包括選題背景與原因、探究課題的分析與思考、探究與學習目標、探究

過程規劃、查閱和使用的資料來 源、記錄研究過程的筆記(不少於 5 篇)

等。 

3.2.1.2 【必交】1篇5000-10000 字 (如有必要，可適當增加字數)的研究報告，

作爲項目的結果性評價依據，內容包括引言(研究背景說明)、資料/文獻

綜述、研究方案、研究結果、討論與總結、評估與反思等。 

3.2.1.3 【選交】研究作品海報，內容包括(建議)研究背景、研究方案、作品呈

現、總結 與展望等，海報大小不得超過 1000mm×1200mm。 

3.2.2 全國比賽前需完成並提交研究作品展演答辯 PPT 與研究作品海報。 

 

4 比賽規則 

4.1 參賽隊應在組委會指定的網站報名參賽。網站對符合要求的報名給予“報名

成功”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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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交的研究計劃與研究過程筆記、研究報告，以 PDF 形式提交，文件大小不

超過 5MB。 

4.2.2 參考模板如下： 

 

 

團隊成員 

學校名稱 

研究計劃與研究筆記（模板）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指導教師(限報) 

    

    

組別 

研究題目 

初中/高中 

 

 

一、研究計劃 

第一部分: 研究題目、研究目標、團隊職責分工 

⚫ 賽隊員介紹和分工說明 

 

⚫ 研究目的和意義 

 

⚫ 預期效果 

 

⚫ 研究創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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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研究選題原因 

⚫ 選擇這個研究課題原因（例如，與您正在學習的其它科目相關、個人興趣、未

來計劃、您 想要提高的知識/技能、課題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 研究計劃 

⚫ 研究過程中開展的活動（例如，研究、開發和分析想法、寫作、數據收集、數

值分析、排練技術、製作會議、最終成果製作、管理、評估、演講準備等）及

時間安排： 

 

第四部分: 研究資源 

⚫ 研究、寫作和演示需要哪些資源（例如，圖書館、書籍、期刊、設備、排練場

地、技術和 設備、場地、物理資源、財務）： 

二、研究過程筆記 

日期 內容 

  

  

  

  

  

  

  

 

研究報告（模板） 

1. 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2. 與課題相關資料（文獻）的概述 

 

3. 研究過程與取得的結果 

 

4. 驗證性實驗（或論證）及結果的分析 

 

5. 研究結論 

 

6. 改進與反思 

 

7. 研究中引用資料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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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其它附加內容。該部分提交材料應能够充分展示研究的意圖、過程或成果

等內容。電 子版圖像文件大小不超過 5MB。 

4.3 現場比賽需由學生進行展示答辯，接受專家問辨。 

4.4 參賽作品不得涉及保密內容。 

4.5 研究方案的設計與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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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員和所有爲比賽付出辛勞

的人，努力把自己培養 成爲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5 比賽評審 

5.1 評審 

5.1.1 區域選拔賽的作品在大賽官網提交，經過評審，評出優秀作品進入全國比

賽環節。 

5.1.2 全國比賽基於作品展演答辯進行封閉評審，在指定的評審問辯時間內，參

賽隊的所有學生隊員均應在展位待命，不得缺席。指導教師不得進入場

館。參賽隊員不得用任何通信器 材與場外的教師或家長聯繫，不得對評委

拍照外傳。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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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項目 評價要素 評判分數 

研究背景、問題提

出、研究目的和意

義（15 分） 

參賽隊分析課題需求現狀，研究背景及課題研究意義(5分)  

明確提出要研究的問題；描述該問題的內涵(5分)  

研究該問題的目的是什麽 (5分)  

研究技術路綫、方

案及規劃 

（20 分） 

參賽隊能够通過提出問題和研究內容的技術路綫和解决

方案 (10 分) 

 

整個研究過程的時間和人員分配、時間節點、節點成果展

示等合理可行 (5 分) 

 

研究筆記清晰記錄項目實施過程 (5分)  

資源與知識運用 

（14 分） 

參賽隊能通過調查、研究、評估等方式，對不同類型的

國內外現狀資料及數據等進行分析、對比優缺點，論證

研究問題的必要性 (7 分) 

 

研究方案中能够展示對研究主題相關領域與知識的複雜

性的理解和應用，且能够清楚解釋作品中的科學原理及相

關應用  (7 分) 

 

創新性與創造力 

（15 分） 

參賽隊的作品爲原創項目，在課題問題提出、方案設計

與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創新和創意，且創意和創意具備新

穎性與可實現性。研究能够結合實際應用，具備實際應

用價值 (10 分) 

 

研究問題、方案、技術路綫、分工方法等方面展現了團

隊的創造能力 (5 分) 

 



6 
 

科學性與研究程度 

（15 分） 

參賽隊研究報告陳述科學概念、原理、定義闡述清楚確

切，研究方案基本符合客觀實際和科學規律 (7分) 

 

研究報告邏輯清晰，知識覆蓋面廣，論點論據充分，分析正

確，結論合理；語句通順，無明顯文字表述性錯誤（8分） 

 

反思評估與迭代優

化 (6 分) 

參賽隊能够分析出研究方案的優缺點和局限性（2分）  

提出下一步的改進方案（2 分）  

展望本研究的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內容（2分）。  

表達溝通與視覺呈

現 (15 分) 

團隊配合，分工明確條理清晰，邏輯正確；展示資料齊

全，演示順暢（5 分） 

 

講解-答辯-PPT 展示效果：作品展示涉及到的視覺呈現具

有一定的藝術感，能够較好地反映主題；答辯中思路清

晰,有肢體語言表達,語言流暢，能够重點突出，清楚地

講述作品創意與實現的過程（10 分） 

 

總分數（上述各項成績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