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创意比赛规则解读



20XX年工作概述航天创意比赛

一、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低年级组（一至三年级）、小学高年级组（四至六年级）、初中组、高中组四

个组别进行。

每个组别均进行地区选拔赛和全国比赛。组委会向区域选拔赛分配晋级全国比赛的名额。

每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别多次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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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环节

航天创意比赛设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与创意设计两个竞赛环节。

地区选拔赛中，参赛队需完成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占总分 15%），并对自己的创意设计进行现

场展演答辩（占总分 85%）。两项综合评分评出优秀参赛队，推荐至全国比赛。

全国比赛中，参赛队需完成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占总分 15%），并对自己的创意设计进行现场

展演答辩（占总分 85%）。两项综合评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比赛成绩=0.85×现场答辩得分+0.15×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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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内容与任务

1、航天科技知识考察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封闭进行

知识考察由比赛组委会命题。考题涵盖航天精神、文化与航天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考题形

式以机答题为主，满分为 100 分。考察得分是比赛总成绩的一部分。

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知识考察。缺席考察的参赛队得零分。

考察在比赛期间择机进行，由比赛组委会统一组织。考察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考察成绩由比赛组委会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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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内容与任务

2、航天创意主题选择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选择与航天相关的方向进行深入思考，在现有科技的基础

上，可以进行适当的创新性科学幻想。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鼓励参赛学生突破目前的技术

和思维局限，设计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参与竞赛。

（1）载人航天方向 （2）火星生存方向

（3）北斗卫星工程应用方向 （4）星球探索方向

（5） 未来太空生存方向 （6） 月球探测车方向

（7） 其他与航天相关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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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形式

参赛队应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依据科学原理，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提出一种新颖的解决方案，进行创意设计，形成本队的创意设计方案海报。为更好地表达创

意设计意图，参赛学生可以选择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之一：创意画、实物模型、VR 三

维编程作品等方式进行方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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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规则

1、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

2、各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时间前提交参赛材料。参赛材料是现场展演答辩前预选参赛项目的唯

一依据。

各参赛队应按照以下格式提供参赛电子版资料：

（1）创意设计方案，以 PDF 形式提交，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

（2）展示海报，内容包含团队简介、设计意图、图纸、细节等，海报大小不得超过

1000mm×1200mm，以清晰的 JPG 格式图片提交，不超过 5MB；

（3）说明创意设计、制作的视频，参赛队必须全员参与，时长不少于 4 分钟、不超过 5 分钟，

MP4格式，大小不超过 5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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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案实现内容（以下可选其一）。该部分提交材料能够充分展示创意设计的意图、过

程或成果等内容；

创意画：提交电子版照片，画作大小不超过 1000mm×1000mm，电子版照片大小不超过

5M（此项仅限小学 1-3 年级学生）；

实物模型：提交电子版照片，照片不超过 3 张，每张电子版照片大小不超过 5M，实物大小

不超过 1000mm×1000mm×1000mm，重量不超过 10kg;

VR 三维编程作品：三维仿真程序可使用 unity3D、Unreal Engine、Xrmaker 等行业通用的

3D 引擎进行程序开发，禁止使用我的世界（Minecraft）、迷你世界、Kerbal Space Program 及

其他沙盒游戏或沙盒编辑器进行程序开发。需提交程序源码及展示视频，作品长度不超过 3 分

钟，视频大小不超过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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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1、现场比赛需由学生进行展示答辩，接受专家问辩；

2、参赛作品不得涉及保内容；

3、创意方案应由学生独立或集体亲身实践和完成，可以接受老师的指导。

4、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 3 名的学生和不多于 2 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

赛队。学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3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现场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

闭，仅允许学生队员在场，指导教师不得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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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分标准：

1、评审

地区选拔赛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优秀作品进行现场展示并参加评委现场问辩环节。

在指定的评审问辩时间内，所有学生参赛队员均应在展位待命，不得任意缺席。参赛

队指导教师不得进入场馆。每项作品有 5 分钟的讲解与演示时间，5～10 分钟的提问、

答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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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审标准：

（1）航天科技知识考察由答题系统自

动判分，答题正确得分，不正确不得分。

（2）评审专家将对创意方案、海报、

方案实现及现场问辩表现进行评审。

评审标准如下：



航
天
创
意
主
题

01

火星生存方向02

03

操作演示04 星球探索04

未来太空生存与航天员生命保障05

操作演示04 月球探测车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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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站是一个长期在轨运行的太空实验室，可以支持开展大

量科学研究和实验。高真空、微 重力、强辐射、高低温、太阳能源等

空间实验环境，每年数次的神舟飞船发射任务、航天出舱活动， “天

宫课堂”科普活动等助力广大青少年在载人航天方向进行丰富的创意。

本方向参赛作品以载人航天相关创意思路和设计为主，创意方案

可包含但不限于未来空间站、太空城市、月球科研站、航天员食品、

航天员训练器材、航天员娱乐设施、航天服、空间站用品等。

神舟五号

空间站





20XX年工作概述主题背景01

火星是太阳系内第四颗行星，以其红色的表面而闻名。它具有冰

川、火山、沙漠和峡谷等地貌。 火星上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水，因

此被认为是外星生命的可能存在地。它是目前人类探索外星生命 的主

要目标之一，也是太空探险的重要目标。火星生存方向的参赛作品可

参考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展开：

➢ 如果人类想要移民火星，要解决哪些问题（食物、能源、通信、

环境等）？

➢ 在火星上如何建造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基地，基地中有哪些

组成部分？

➢ 在建造火星基地的过程中，要考虑哪些因素？

➢ 围绕火星运行的人造卫星将会是火星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

设计一颗火星人造卫星？

➢ 围绕火星运行的人造卫星由哪些系统组成，它们会发挥什么作用？

位于青海的冷湖火星营地

天问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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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储备

➢ 了解人类为何探索火星

➢ 搜集并整理关于火星的信

息，如:

• 地貌特征

• 表面环境

• 资源种类

• 演变过程等

确定选题

➢ 建设火星基地

• 移民火星前要解决的问题

• 火星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他考虑因素

➢ 研制火星人造卫星

• 卫星的功能，通信卫星、导航

卫星、气象卫星等

• 人造卫星的系统构成

输出作品

➢ 方案设计

➢ 小组展示海报
• 团队展示、设计意图、功能说明

• 计算过程及图纸等

➢ 制作创意模型
• 鼓励使用身边利用常见的材料

• 鼓励制作具备互动演示效果的作品

➢ 录制说明、展示视频

➢ 参赛准备
• 撰写答辩稿

• 答辩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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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基地沙盘模型（地面层） 火星基地沙盘模型（地面+地下层） 小组报告 创意海报

创意卫星模型 仿真卫星模型 创意卫星模型 创意卫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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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空间信息。这些时空

信息就像水、电、互联网一样，是现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的基础要素。基于北斗我们可以解决

各种问题，提出创意应用场景，让人们在航天科技的服务下生活得更加美好。

让我们为了明天更好的生活积极思考，参赛作品可参考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展开：

• 北斗如何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 北斗如何在某个行业（如交通、工农生产、环境保护、智慧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

• 北斗如何在危急时刻守护人们的安全？

• 北斗如何与其他科技融合发挥更大的作用（与遥感和通信卫星结合、与 5G 通信技术结合、

与多种传感器和物联网结合、与人工智能结合……）？

• 未来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何设计，如何更好的协助人类创造科技生活？
航天工程之
造福人类



• 北斗如何在某个行业（如交通、工农生产、环境保护、智慧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

20XX年工作概述精彩案例02

防丢书包

北斗智慧城市

北斗智能救护车 无人机救火北斗救援跟踪头盔

北斗应急医疗箱智能导游 赛里木湖的环保方案

能上天入海的自动驾驶飞艇

月球导航、火星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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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北斗知识

明确创意主题

开展创意制作

准备参赛材料

1

2

3

4了解北斗系统的功能，以
及现实中的应用场景

生活角度、行业角度、科技角
度、未来创想……

采用学生掌握的创意工具和技
能，进行创意制作，展现创意
想法。鼓励使用北斗设备进行
开发展示和实验验证

设计方案、海报、视频、答辩稿等





20XX年工作概述比赛形式&作品内容

*比赛分为选拔赛与全国赛，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比赛线上或线下进行另行通知。

星球探索（建设）的过程中，

应用到了哪些科技技术和科学

原理。

在外星生活要解决的问题

项目方案的说明，解决项目核

心问题，达到预期效果，根据

方案完善海报，突出创意性和

重点。

方案的完善

认识太阳系中的行星和卫星，

了解星球的特点，判断那颗星

球更具备研究价值并对其进行

星球研究方向的确定。

未来人类可能研究的星球

• 成果将通过搭建模型和海报做出最终体现，并用科学原理做最终验证。

星球探索和研究

探索星球的研究方向

人类在外星的生活

研究系统的建造

方案的完善和优化

设计海报的优化



20XX年工作概述比赛形式&学习建议

*比赛分为选拔赛与全国赛，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比赛线上或线下进行另行通知。

基础 目标 搭建 优化

30%

30%
20%

20%

⚫ 建议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学习，循序渐进，难度逐步

提升，节节拔高

基础

目标

搭建

优化

发布当前任务，成立战
队，学习星球基础知识

根据研究方向，细化研
究系统结构，绘制设计
图，搭建模型验证

海报设计及优化，方案
完善，完成本次任务

确立研究目标，锁定研
究方向，解决探究问题



图一

创意设计方案
图二

展示海报

图三

方案实现内容

提交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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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人类的生存边界，向太空进发是全人类的梦想。浩瀚的宇宙中蕴含着
丰富的资源，然而看似平静的太空却危机四伏。决定人类能否走出地球摇篮走
向深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们能否在太空中建立安全、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早已适应了地表环境，请借鉴我们在地表的生
存条件和生存经验，思考如何在太空中创造出适宜的环境。选题可以参考以下
示例或完全自定选题：

• 未来空间站如何保障长期驻留航天员的身心健康？
• 未来空间站如何实现航天员长期生存所需的关键物质（如水、氧气）的循环？
• 如何维持人类长期生存所需的适宜温度？如何对其中的的科学原理进行验证？
• 如何稳定供给人类在太空中长期生存所需的能源？如何对其中的的科学原理
进行验证？

• 如何在太空中实现食物的自给自足？



20XX年工作概述未来太空生存场景01

太空城市-概念图 月球基地-概念图中国空间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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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食物、水、睡眠、排泄
• 整洁、舒适、安全的环境
• 家人、朋友：心理需求
• 自我实现：心理需求

食物

糖、脂肪、蛋白质
植物、动物

水（H2O）
饮用、卫生
空气湿度

废物处理
尿液、粪便
CO2、汗液

氧气（O2）

其它气体浓度
(N2、CO2)

气压(101kPa)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是人类航天活动的三
大领域。探测月球，开发月球资源。探测月球，开发月球资源，
建立月球基地已成为世界航天活动的竞争热点。月球具有可供人
类开发和利用的各种独特资源，月球上特有的矿产和能源，是对
地球资源的重要补充和储备，将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月球已成为未来航天大国争夺战略资源的焦点。

探月工程是我国迈出深空探测第一步的重大举措和零的突破。被称为“嫦娥工程”的中国探

月工程于2004年起步，正式开始了我国对月球的自主观察和探索。嫦娥工程分为“无人月球探

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我国探月工程一期、二期、三期项目，已

经初步完成对于月球的绕、落、回三步。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返回舱携带月壤样品，采

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的成就极大地鼓

舞了青少年学习航天知识的热情！

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中的月球探索创意比赛，将激发学生学习航天知识的兴趣，发散青

少年创新思维，让“航天梦”激发青少年奋进的力量。

项目背景



赛项详解
比赛主题:

①小学低年级组—月球农场创意
完成月球农场的设计与搭建 ，并结合研究报告 ，完成月球农
场的讲 解和展示。
②小学高年级组—遥控月球车创意
设计、搭建具有基本控制功能与探测功能的远程遥控月球车 ，
并结合研究报告 ，完成遥控月球车的功能讲解和展示。
③初中组—载人月球车创意
完成载人月球车的设计针对月球环境与载人月球车的工作任
务 ，提出基础功能结构、基础巡航功能、生命保障系统、工
作场景的设计创 意 ，并搭建合理场景，完成载人月球车的功
能展示。
④高中组—月球探测采集车创意
完成月球探测车的设计 。按照无人月球探测车的工作任务 ，
提出功能、结构、程序及工作机构等的设计创意 。制作模型
并搭建合理场景，完成月球车的功能展示。



参赛要点

维
度
一

利用教具盒子里的基础耗材和元器件，通过学习相关知识进行组装，组装完毕后，学生需针对
作品功能进行自我设计和创意，最终控制作品完成五项以上功能展示（功能例如：行进、抓取动
作、灯光闪烁、危险提醒等），作品即为完成。

维
度
三

重点难点
评分标准要点：功能展示、创意设计、作品完整度、研究报告、作品讲解。
小学生难度：电路设计，利用遥控器控制作品。
初中生难度：编程控制，利用控制器配合传感器丰富作品的功能。
高中生难度：蓝牙模块的使用与APP的制作。

完成作品后，要针对作品撰写《科学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中需含：逻辑构思、创意原理、使用说明
（参考家用电器使用说明）。

维
度
二

利用教具盒子里的基础耗材和元器件，通过学习相
关知识进行组装，组装完毕后，学生需针对作品外观
（外观材料尽量选择原始材料，例如纸盒，废纸板，
木材等）进行设计创意，尽量避免使用成品套件。



感谢观看！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幻灯片 32
	幻灯片 33
	幻灯片 34
	幻灯片 35
	幻灯片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