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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航天科学探究与创新比赛规则

1 背景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

中国航天经过 60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

建造等为代表的辉煌成就,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中国将继续实施月球与深空探测、

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推动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大力发展气象、海洋、陆地监测卫星，为

各国应对防灾减灾、气候变化等提供支撑；推动近地小行星联合监测、预警、防御能力提升，

共同建设普遍安全的地球家园；打造全球覆盖、高效运行的通信、导航、遥感空间基础设施

体系，全方位满足大众应用的需求，服务全球、造福人类。航天领域在坚定中国自信、端正

价值追求、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等方面正发挥着引领作用。

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旨在弘扬航天精神，普及航天知识，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播撒仰

望星空、飞天逐梦的种子。航天科学探究与创新比赛正是青少年能够展示自己想象力和创意

能力的舞台，更能激发青少年探索太空的热情。

2 比赛概要

2.1 比赛组别

比赛按初中组和高中组两个组别进行。每个组别均进行区域选拔赛和全国比赛。组委会

向区域选拔赛分配晋级全国赛的名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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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比赛流程

航天科学探究与创新比赛设有 2个环节：

2.2.1区域选拔赛：创新主题探究材料提交

参赛者需要在规定时间完成并提交比赛所需相关材料，提交入口设置在大赛官网。作品

与相关材料按时完整提交，方可进入区域选拔赛作品评审环节，评出优秀作品进入全国比赛

环节。

2.2.2全国比赛：作品现场展演答辩

在全国比赛中，参赛队基于自己的研究与作品，进行现场展演答辩，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

3 比赛内容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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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比赛内容

航天相关课题的研究方案、设计、实践与反思。

对于课题研究与设计不设限制，参赛学生通过学习了解航天科学与技术的相关内容，根

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选择与感兴趣的课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要探究问题，并有针对性地

查阅资料、分析并确定研究目标、进行科学论证、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完成相关设计与实

践、撰写研究报告。在整个过程中，培养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通过过程性文档和研究报告

展示出对所研究课题的思考、研究与解决方案的创意，体现对课题探究过程的多维度、逻辑

条理、管理与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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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

研究方向与课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深空探测：

 月球科考站设计

 星球基地系统设计（月球基地、火星基地）

 太空移民城市设计

 月球资源利用开采

 火星探测及采样

 小行星带探测及采样

 木星、天王星等行星探测

 祝融号火星车优化升级

 载人月球探测车设计

太空生存：

 火星基地生态舱闭合系统设计

 新一代空间站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探究

 可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探究

 空间站物质循环系统探究

 月球/火星土壤改良方案

 火星基地能源系统方案设计

空间载具：

 新一代航天载具探究

 新型火箭外形及结构设计

 太空电梯可行性及方案设计

 返回式航天器探究

载人航天：

 新一代舱外航天服设计

 航天员微重力环境下身体机能增强及维护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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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辐射的防护

 航天食品研究与建议

 气闸室的设计及功能实现

其他：

 空间站“太空课堂”天地对照实验设计

 太空垃圾处理方法

 航天科学技术产品在生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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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式畅想对问题的多种解决方案，并展开实践，形成本队的探究方案呈现。

3.2 任务与提交材料

3.2.1 区域选拔赛需完成并提交：

3.2.1.1【必交】1 份研究计划与研究笔记，作为项目的过程性评价依据，内容包括选题背

景与原因、探究课题的分析与思考、探究与学习目标、探究过程规划、查阅和使用的资料来

源、记录研究过程的笔记（不少于 5 篇）等。

3.2.1.2【必交】1 篇 5000-10000 字（如有必要，可适当增加字数）的研究报告，作为项目

的结果性评价依据，内容包括引言（研究背景说明）、资料/文献综述、研究方案、研究结

果、讨论与总结、评估与反思等。

3.2.2.3【选交】研究作品海报，内容包括（建议）研究背景、研究方案、作品呈现、总结

与展望等，海报大小不得超过 1000mm×1200mm。

3.2.2 全国比赛前需完成并提交研究作品展演答辩 PPT与研究作品海报。

4 比赛规则

4.1 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网站对符合要求的报名给予“报名成功”的提

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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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必交的研究计划与研究过程笔记、研究报告，以 PDF形式提交，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

参考模板如下：

研究计划与研究笔记（模板）

团队成员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指导教师（限报1人）

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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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队员介绍和分工说明：

 研究目的和意义:

 预期效果：

 研究创新点

组别 初中/高中

研究题目

一、研究计划

第一部分: 研究题目、研究目标、团队职责分工

第二部分: 研究选题原因

 选择这个研究课题原因（例如，与您正在学习的其它科目相关、个人兴趣、未来计划、您

想要提高的知识/技能、课题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 研究计划

 研究过程中开展的活动（例如，研究、开发和分析想法、写作、数据收集、数值分析、排

练技术、制作会议、最终成果制作、管理、评估、演讲准备等）及时间安排：

第三部分: 研究资源

 研究、写作和演示需要哪些资源（例如，图书馆、书籍、期刊、设备、排练场地、技术和

设备、场地、物理资源、财务）：

二、研究过程笔记

日期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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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模板）

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 与课题相关资料（文献）的概述

3. 研究过程与取得的结果

4. 验证性实验（或论证）及结果的分析

5. 研究结论

6. 改进与反思

7. 研究中引用资料的列表

4.2.2 其它附加内容。该部分提交材料应能够充分展示研究的意图、过程或成果等内容。电

子版图像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

4.3 现场比赛需由学生进行展示答辩，接受专家问辨。

4.4 参赛作品不得涉及保密内容。

4.5 研究方案的设计与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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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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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友

善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

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5 比赛评审

5.1 评审

5.1.1 区域选拔赛的作品在大赛官网提交，经过评审，评出优秀作品进入全国比赛环节。

5.1.2全国比赛基于作品展演答辩进行封闭评审，在指定的评审问辩时间内，参赛队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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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队员均应在展位待命，不得缺席。指导教师不得进入场馆。参赛队员不得用任何通信器

材与场外的教师或家长联系，不得对评委拍照外传。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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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评审标准

评分项目 评价要素 评判分数

研究背景、问题提出、

研究目的和意义

（15 分）

参赛队分析课题需求现状，研究背景及课题研究意义（5分）

明确提出要研究的问题；描述该问题的内涵（5分）

研究该问题的目的是什么（5分）

研究技术路线、方案及

规划

（20 分）

参赛队能够通过提出问题和研究内容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

（10 分）

整个研究过程的时间和人员分配、时间节点、节点成果展示等

合理可行（5分）

研究笔记清晰记录项目实施过程（5分）

资源与知识运用

（14 分）

参赛队能通过调查、研究、评估等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国内外

现状资料及数据等进行分析、对比优缺点，论证研究问题的必

要性（7分）

研究方案中能够展示对研究主题相关领域与知识的复杂性的

理解和应用，且能够清楚解释作品中的科学原理及相关应用（7

分）

创新性与创造力

（15 分）

参赛队的作品为原创项目，在课题问题提出、方案设计与研究

方法等方面具有创新和创意，且创意和创意具备新颖性与可实

现性。研究能够结合实际应用，具备实际应用价值（10 分）

研究问题、方案、技术路线、分工方法等方面展现了团队的创

造能力

（5分）

科学性与研究程度

（15 分）

参赛队研究报告陈述科学概念、原理、定义阐述清楚确切，研

究方案基本符合客观实际和科学规律（7分）

研究报告逻辑清晰，知识覆盖面广，论点论据充分，分析正确，

结论合理；语句通顺，无明显文字表述性错误（8分）

反思评估与迭代优化

（6 分）

参赛队能够分析出研究方案的优缺点和局限性（2分）

提出下一步的改进方案（2分）

展望本研究的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2分）。

表达沟通与视觉呈现

（15 分）

团队配合，分工明确条理清晰，逻辑正确；展示资料齐全，演

示顺畅

（5分）

讲解-答辩-PPT 展示效果：作品展示涉及到的视觉呈现具有一

定的艺术感，能够较好地反映主题；答辩中思路清晰,有肢体

语言表达,语言流畅，能够重点突出，清楚地讲述作品创意与

实现的过程（10 分）

总分数（上述各项成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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