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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浙江省青少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
大赛“奇迹创意”项目 

参赛办法 
 

一、参赛对象 

全省在校小学生、初中生。 

二、参赛内容 

（一）个人赛 

参赛组别：小学 A 组（小学 1-3 年级）、小学 B 组（小

学 4-6 年级）、初中组。每个竞赛项目限报 1 名指导师。 

1.绿色中国——垃圾分类运输赛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实行垃圾分类，

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该赛项旨在通过丰富有

趣的环保创意活动，增强青少年垃圾分类意识，从小养成

低碳环保的行为习惯。 

（1）竞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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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车搭建环节：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套材搭建一个解

密车钥匙及一辆带有某类垃圾标识的垃圾运输车（标识在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及“其它垃圾”四

种类别中任选一种）。 

垃圾识别环节：垃圾运输车完成搭建后，需从随机分

发的垃圾图卡中选出运输车所对应的垃圾种类。 

垃圾运输环节：垃圾运输赛。垃圾运输车装载相应的

垃圾从斜坡出发滑行至相应的垃圾回收区。 

在垃圾运输赛中，参赛选手有两次运输机会，取较高

分数为作为最终成绩。 

（2）评分规则  

绿色中国-垃圾分类运输赛评分规则 

 规则描述 评分细则 总评判标准 

1.比赛时使用竞赛套材，不得提

前搭建，组件数量不限，滑行

轮大小不限，必须使用4个滑行

轮。 

2.所有参与滑行的轮子不能在同

一条直线上。 

 

 

 

 

搭

建

环

节 

3.每辆车需运输某一类的垃圾

（四类垃圾任选一类），且对

应的浙江省规定的垃圾标识，

标识形式不限。 

搭建分满分 50 分。 

1.现场搭建时间为 30 分钟，超时

完成作品，搭建分在 50 分基础上

扣除 10 分； 

2.违反搭建规则 1-3 条，搭建分在

50 分基础上每条扣除 10 分； 

3.解密车钥匙环节错误扣 10 分； 

3.违反搭建规则第4条，取消竞赛

成绩。 

 

 

 

 

 

 

 



3 

4.不得在作品中添加润滑剂。 

垃

圾

识

别

环

节 

垃圾识别环节，在随机分发的

垃圾图卡选出垃圾车运输所对

应的垃圾。 

垃圾识别分满分 50 分。 

正确识别垃圾后可获得满分，若

识别错误不计分。 

1.参赛选手须将搭建完成的作品

从斜坡的任意位置滑下，不得

外加人为的推力。 

2.滑行时，作品滑行轮须与赛道

全程保持完全的接触。 

3.作品自由滑下时，参赛选手不

能触碰作品，直到作品停止滑

行或所有滑行轮滑出赛道有效

计分区为止。 

4.垃圾车须运载与之对应颜色的

垃圾（四种颜色的小 H 对应四

种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物，

红色代表有害垃圾，黄色代表

其他垃圾，绿色代表易腐垃

圾）并运送至相应的回收区，

回收区由四种不同的颜色区分

垃圾种类。 

 

 

 

 

 

 

 

 

运

输

环

节 

5.作为垃圾的组件必须以散件形

式摆放在垃圾车里，不得固定

在车上或是以组件形式摆放。 

运输分=距离分+运载分+定点投放

分 

 

距离分描述： 

1. 作品滑下斜坡后，在赛道上停

止滑行，以作品的末端部位的距

离为该选手的滑行成绩为距离

分，1 厘米等于 1 分； 

2. 滑行距离不到 50cm，距离分

取基础分 50 分。 

运载分描述： 

运载分最高分 100 分。 

1. 运载垃圾每个计 2 分； 

2. 违反运输规则 1-5 条或在滑行

过程中作品出现翻倒、零件脱

落、垃圾掉落、所有滑行轮滑出

赛道有效计分区，运输分取基础

分 50 分。 

 

 

 

 

 

 

 

 

1.竞赛成绩=
搭建分+垃圾

识别分+运输

分 

 

2. 成 绩 排

名：根据分

数从高低排

列，如分数

相同，成绩

视作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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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中国——智能作品创意赛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少年强则国强，创新的未来在于青少年。“创新中国—智能

作品创意”赛旨在让参赛选手紧密联系实际生活，认真观察、

自主探究并动手操作，运用科学、创新的思维与方法去解

决生活与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并利用创意材料创作出一组

智能创意作品。 

（1）竞赛要求 

创作时间为 40 分钟，创作过程中需要完成一个智能解

码，作品阐述时间不超过 1 分钟； 

不限套材数量； 

若携带背景板，高度不超过 50cm，宽度不超过 80cm； 

6.垃圾车至少有 1 个滑行轮在对

应垃圾回收区内，则视为垃圾

定点投放成功，定点投放分值

根据轮子进入回收区的个数来

决定。 

定点投放分描述： 

1. 垃圾车成功运输到所属的垃圾

回收区将得到对应的定点投放

分。可回收物（满分 180 分）、

有害垃圾（满分 140 分）、易腐

垃圾（满分 100 分），其它垃圾

（满分 60 分），投放无效不加

分。 

2. 垃圾运输车完全停止后，根据

定点回收区内滑行轮的个数计定

点投放分的比例。1 个计 25%、2
个 50%、3 个 75%、4 个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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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携带底板，长宽不超过 80cm； 

作品必须符合主题，主体构造必须由竞赛套材构成，

创意新颖、建构合理、连接牢固。 

不得提前搭建作品的任何结构部分，允许提前布置背

景板底板的装饰。 

（2）评分规则 

创新中国-智能作品创意赛评分规则（满分 100 分） 

内容 指标 分值 指标描述 

创新性 30 整体设计有新意 
设计 

合理性 20 功能合理、符合实际 

建构基础 奇迹解码 10 搭建出符合图纸要求的解码作品 

结构合理 10 结构牢固且流畅 
作品表现 

整体效果 20 搭建完整、配色合理 

作品阐述 表达清晰流畅 10 
清晰简练地表达设计意图、设计原理及

说明功能特点等。 

（二）团体赛 

组别设置：小学 A 组（小学 1-3 年级）、小学 B 组（小

学 4-6 年级）、初中组。团体赛 4 人为一组，2 男 2 女。每个

竞赛项目限报 1 名指导师。 

1.速度中国——团体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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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传奇，叫中国速度，向世界证明“我们能！”

该赛项旨在让参赛选手围绕主题，任选角度，发挥想象，

用创意材料合作设计一组完整且流畅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故

事！ 

（1）项目要求 

创作时间为 90 分钟，创作过程中需要完成一个智能解

码，作为终点标志，作品阐述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不限套材数量； 

若携带背景板，高度不超过 80cm，宽度不超过

150cm； 

若携带底板，长宽不超过 150cm； 

作品长宽不超过 150cm，高度不高于 200cm； 

作品须符合主题，且主体结构、轨道等须由多个创意

组件建构而成，运动主体种类不限，个数不限； 

终点标识为解码作品，队徽可体现在终点标识上，队

徽形式不限，运动主体到达终点，视为旅程结束； 

每组有 3 次演示机会，取最高分数为最终成绩； 

本项目以演示效果为主，由于时间关系允许携带 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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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以下的组装好的结构入场。 

（2）评分规则 

 

    2.文明中国——团体创意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祖先为我们留来了数不尽的宝贵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该赛项旨在让参赛选手从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光荣历史、中国精神、红色传承等角度，

围绕主题，合作设计创作一组歌颂灿烂中华文明的创意作

速度中国团体挑战赛评分规则 

内容 指标 分值 指标描述 

轨道 3 分/种 
特指运动主体在运动中需要通过的轨

道。 

转换装置 5 分/种 
特指运动主体运行过程中产生运动方向

或运动方式变化的特殊构建。 
建构 

齿轮装置 10 分/种 
转换装置配合使用齿轮传动，与转换装

置不重复计分。 

运行分 2 分/秒 
从运动主体开始运动开始计时，停止运

动、脱离轨道或抵达终点停止计时，时

长分每秒得 2 分，最高 50 分。 
演示 

完整流畅 20 
运动主体从出发全程顺利抵达终点，

（解密作品错误扣 10 分）计 20 分，否

则不计分。运动主体不限个数。 

阐述 团队阐述 20 
团队共同阐述运动装置故事，语言表达

清晰且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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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1）项目要求 

创作时间为 90 分钟，创作过程中需要完成一个智能解

码，作品阐述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不限套材数量； 

若携带背景板，高度不超过 80cm，宽度不超过

150cm； 

若携带底板，长宽不超过 150cm； 

作品长宽不超过 150cm，高度不高于 200cm； 

作品须符合主题，主体构造须由多个创意组件建构而

成，创意新颖、建构合理、连接牢固； 

不得提前搭建作品任何结构部分，允许提前布置背景

板底板的装饰。 

（2）评分规则 

文明中国团体创意赛评分规则（满分 100 分） 

内容 指标 分值 指标描述 

创新性 30 整体设计有新意。 
设计 

 合理性 20 方案合理、符合实际。 

建构基础 奇迹解码 10 搭建出符合图纸要求的解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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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合理 10 结构牢固且流畅。 
作品表现 

整体效果 20 整体美观。 

团队阐述 表达清晰流畅 10 
清晰简练地表达设计意图、设计原理及说明

功能特点等。 

三、 竞赛流程 

“奇迹创意”项目分普及赛、省赛。每个普及赛赛点成绩

优异者可获得推荐申报省赛资格。 

（一）普及赛赛点申报 

1.申报要求 

（1）场地要求：每个赛点至少配置 1 个能容纳 40 人以

上的教室；每个教室须配备能正常上网的电脑及能正常使

用的摄像头、麦克风、音响和投影，以满足多角度直播和

录像的需求。 

    （2）人员要求：每个教室至少配备 3 名工作人员（其

中 1 名工作人员为赛点负责人）。 

（3）9 月-10 月中旬，各赛点根据竞赛规则自行组织开

展普及赛，并在本赛点普及赛结束后（10 月 20 日前）将竞

赛原始成绩登记表扫描件（赛点单位盖章）以“xx 赛点奇

迹 创 意 项 目 成 绩 ” 为 主 题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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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_qsnjy@163.com，普及赛全程视频须留存备查。 

（4）各赛点在开展活动时，可向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申

请普及赛组织工作指导和技术操作支持。 

2.各赛点申报单位在 7 月 6 日-8 月 31 日登录大赛官网

“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图片公告）进行

申报，赛点名单将于 9 月上旬在大赛官网上公布。 

（二）省赛参与方式  

1.“奇迹创意”项目竞赛拟于 11 月在线上举行，具体

时间、参赛选手名单及申报方式将于 10 月下旬在大赛官网

上通知。 

2.省赛参赛选手的《参赛承诺及授权书》（详见附件 3）

原件由所在赛点负责人统一收集，并于 11 月 5 日前邮寄至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邮寄见《实施方案》第七条），未提交

《参赛承诺及授权书》的选手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项目技术支持 

联 系 人：刘  俊 贾承足 

联系电话：0571-87698013，1816715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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