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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火星家园”竞赛规则 

小学低龄组竞赛规则 

一、 赛项基本说明 

1.1. 赛项内容描述 

设计并搭建一个能容纳 3-5人生活和工作 12 个月的火星家园模型。 

火星家园模型必须包含以下 5 个系统： 

1、人员休息空间； 

2、人员工作空间； 

3、食物供给与储存空间； 

4、与地球通讯的系统； 

5、参赛队自选系统。 

在前 4 个系统中至少有一个系统需要经过科学调研，数学计算，按比例

制作。调研的科学性，真实性，作品制作的比例计算与合理性是评分项目。 

所搭建的火星家园模型大小不超过 100cm*100cm，整体结构设计的美观性，

模型制作的技术性设计与技术性创新是评分重点。搭建火星家园的材料自选，

但必须是无毒无害，自然状态下安全的材料。所搭建模型作品可具备一定声

光电演示功能。 

 

1.2. 报名要求 

面向学段：小学 1-3 年级； 

参赛方式：要求以团队方式参赛，每队学生不超过 3 人，领队教练 1 人； 

是否可跨年龄段组队：不允许跨年龄段组队。 

 

二、 赛制说明 

2.1. 赛事流程 

比赛分为选拔赛与全国总决赛，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比赛线上或线下进

行另行通知。全国赛详细赛规随全国赛参赛通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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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付作品及要求 

参赛队需要提交以下电子版材料： 

1、火星家园模型作品高清图片。可以多角度拍摄，最多提交 3 张； 

2、火星家园展示海报，海报大小不得超过 100cm*120cm；提交清晰版 JPG

格式图片一张，10M以内，包含设计意图，设计图纸，作品细节等内容； 

3、火星家园设计的说明视频，要求参赛团队全员出境发言，视频长度 5

分钟内，MP4 格式，不超过 500M。 

 

三、 评分规则 

编号 评分项 说明 分值 

1 作品完整性 

a) 包含 5 个及以上子系统，各系统间对接合

理，能够满足 3-5 人在火星生活和工作 12

个月的需求（16-20） 

b) 子系统不够完善，各系统间存在不合理设

计，基本能满足 3-5人在火星生活和工作 12

个月的需求（10-15） 

c) 系统设计不合理，无法满足 3-5 人在火星生

活和工作 12个月的需求（0-9） 

20 

2 作品科学性 

a) 作品设计符合科学原理，学生理解系统的科

学设计（11-15） 

b) 作品设计基本符合科学原理（7-10） 

c) 作品设计科学原理有缺陷，或学生对其科学

性大部分不理解（0-6） 

15 

3 
作品美观性

与创新性 

a) 演示作品美观，有创新性系统，有突出创意

点（16-20） 

b) 演示作品基本美观，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创意

点（10-15） 

c) 演示作品拼凑痕迹严重，美观性与创新性不

足（0-9） 

20 

4 作品技术性 
a) 作品演示中有较多声光电互动，采用搭建材

料大部分为废品利用的常见材料（11-15） 
15 



3 
 

四、 器材/材料要求 

不限制器材类型 

 

五、 注意事项 

1、每组参赛人数不超过 3 人，不符合人数要求取消参赛资格； 

2、每支参赛队伍/个人仅可参加一场选拔赛，禁止跨区跨组别多次参赛； 

3、只有参赛队伍/个人,可进入准备区，带队老师禁止进入准备区，禁止

与准备区学生交流，参赛选手禁止携带任何形式的通讯工具进入准备区，禁

止与准备内及准备区外的人员进行交流； 

4、参赛队伍/个人违反大赛规定，收到两次及两次以上警告者，取消参

赛资格。  

b) 有较少声光电互动演示，采用自己材料扩展

的部分较少（7-10） 

c) 设计一般，主要采用现成材料搭建，技术性

一般（0-6） 

5 
现场答辩或

演示视频 

a) 演示方式新颖、人员分工清晰，绝大部分成

员均有发言，作品说明清晰、要点突出，不

超时（16-20） 

b) 演示方式一般、要点基本突出，只有主要成

员发言，基本能说明其作品情况（10-15） 

c) 演示作品不清晰，要点不突出，发言人数

少，讲解不完善，有较大家长大量协助的可

能性（0-9） 

20 

6 展示海报 

a）海报描述清晰、图文并茂、表述完整、设计

美观（8-10） 

b）海报基本能说明作品情况，设计较为美观

（5-7） 

c）海报不符合要求或对作品描述不清楚，无完

整图文表述（0-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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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龄组竞赛规则 

一、 赛项基本说明 

1.1. 赛项内容描述 

设计并搭建一个能容纳 3-5人生活和工作 12 个月的火星家园模型。 

火星家园模型必须包含以下 5 个系统： 

1、人员休息空间； 

2、人员工作空间； 

3、食物供给与储存空间； 

4、与地球通讯的系统； 

5、参赛队自选系统。 

在前 4 个系统中至少有一个系统需要经过科学调研，数学计算，按比例

制作。调研的科学性，真实性，作品制作的比例计算与合理性是评分项目。 

所搭建的火星家园模型大小不超过 100cm*100cm，整体结构设计的美观性，

模型制作的技术性设计与技术性创新是评分重点。搭建火星家园的材料自选，

但必须是无毒无害，自然状态下安全的材料。所搭建模型作品可具备一定声

光电演示功能。 

1.2. 报名要求 

面向学段：小学 4-6 年级； 

参赛方式：要求以团队方式参赛，每队学生不超过 3 人，领队教练 1 人； 

是否可跨年龄段组队：不允许跨年龄段组队。 

 

二、 赛制说明 

2.1. 赛事流程 

比赛分为选拔赛与全国总决赛，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比赛线上或线下进

行另行通知。全国赛详细赛规随全国赛参赛通知发放。 

2.2. 交付作品及要求 

参赛队需要提交以下电子版材料： 

1、火星家园模型作品高清图片。可以多角度拍摄，最多提交 3 张； 

2、火星家园展示海报，海报大小不得超过 100cm*120cm；提交清晰版 JPG

格式图片一张，10M以内，包含设计意图，设计图纸，作品细节等内容； 

3、火星家园设计的说明视频，要求参赛团队全员出境发言，视频长度 5

分钟内，MP4 格式，不超过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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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分规则 

编号 评分项 说明 分值 

1 作品完整性 

a) 包含 5 个及以上子系统，各系统间对接合

理，能够满足 3-5 人在火星生活和工作 12

个月的需求（16-20） 

b) 子系统不够完善，各系统间存在不合理设

计，基本能满足 3-5人在火星生活和工作 12

个月的需求（10-15） 

c) 系统设计不合理，无法满足 3-5 人在火星生

活和工作 12个月的需求（0-9） 

20 

2 作品科学性 

a) 重点系统有根据人员与居住时间的比例计

算，有设计意图，重点系统有科学调研过程

与数据（16-20） 

b) 作品设计基本符合科学原理，但对于人员与

居住时间考虑不足，科学调研不足(10-15) 

c) 作品设计科学原理有缺陷，对于人员居住情

况考虑不周全，缺少科学数据调研(0-9) 

20 

3 
作品美观性

与创新性 

a) 演示作品美观，有创新性系统，有突出创意

点（16-20） 

b) 演示作品基本美观，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创意

点（10-15） 

c) 演示作品拼凑痕迹严重，美观性与创新性不

足（0-9） 

20 

4 作品技术性 

a) 有编程实现的技术演示功能，有声光电互

动，采用搭建材料大部分为废品利用的常见

材料(16-20） 

b) 有声光电互动演示，无编程实现，采用自己

材料扩展的部分较少(10-15） 

c) 设计一般，主要采用现成材料搭建，技术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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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器材/材料要求 

不限制器材类型 

 

五、 注意事项 

1、每组参赛人数不超过 3 人，不符合人数要求取消参赛资格； 

2、每支参赛队伍/个人仅可参加一场选拔赛，禁止跨区跨组别多次参赛； 

3、只有参赛队伍/个人,可进入准备区，带队老师禁止进入准备区，禁止

与准备区学生交流，参赛选手禁止携带任何形式的通讯工具进入准备区，禁

止与准备内及准备区外的人员进行交流； 

4、参赛队伍/个人违反大赛规定，收到两次及两次以上警告者，取消参

赛资格。  

一般（0-9） 

5 
现场答辩或

演示视频 

a) 演示方式新颖、人员分工清晰，绝大部分成

员均有发言，作品说明清晰、要点突出，不

超时（11-15） 

b) 演示方式一般、要点基本突出，只有主要成

员发言，基本能说明其作品情况（6-10） 

c) 演示作品不清晰，要点不突出，发言人数

少，讲解不完善，有较大家长大量协助的可

能性（0-5） 

15 

6 展示海报 

a）海报描述清晰、图文并茂、表述完整、设计

美观（5） 

b）海报基本能说明作品情况，设计较为美观

（3-4） 

c）海报不符合要求或对作品描述不清楚，无完

整图文表述（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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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竞赛规则 

一、 赛项基本说明 

1.1. 赛项内容描述 

设计并完成可以围绕火星运行的人造卫星模型，用来解决火星家园中居

民可能碰到的问题。例如火星与地球通信、火星气象预报、近火轨道科学探

测等问题。作品需考虑卫星在火星工作的实际场景，利用智能硬件结合结构

实现作品的既定目标。 

a) 卫星平台系统，要求采用智能硬件，模拟卫星的平台功能； 

b) 卫星载荷系统，要求采用传感器，模拟卫星要完成的主要工作； 

c) 卫星外观结构，自选材料完成，要求体积不超过 1 立方米，重量不超

过 10kg； 

要求火星卫星外观结构与卫星功能想符合，卫星外观结构的科学性，真

实性，作品制作的比例计算与合理性是评分项目。 

1.2. 报名要求 

1、要求以团队方式参赛，每队学生不超过 3 人，领队教练 1 人； 

2、不允许跨年龄段组队。 
 

二、 赛制说明 

2.1. 赛事流程 

比赛分为选拔赛与全国总决赛，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比赛线上或线下进

行另行通知。全国赛详细赛规随全国赛参赛通知发放。 

2.2. 交付作品及要求 

1、火星卫星模型作品高清图片。可以多角度拍摄，最多提交 3 张； 

2、火星卫星工程笔记文档。PDF 格式，大小 20M 以内，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a) 队伍成员介绍和工作分工说明； 

b) 设计背景和目标； 

c) 设计思路； 

d) 作品创新点； 

e) 材料清单和相关要求，包括软、硬件名称、类型等； 

f) 制作过程，包括至少 5 个步骤，每个步骤需配合图片和文字说明； 

g) 作品成果，包括外观图片、功能介绍、演示效果等，并提供必要的使

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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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制作过程中难点说明及主要收获。 

3、火星卫星设计的说明视频，要求参赛团队全员出镜发言，包括但不限

于重要制作过程、作品操作和演示过程等，视频长度 5 分钟内，MP4 格式，

不超过 500M。 

 

三、 评分规则 

编号 评分项 说明 分值 

1 作品科学性 

a) 作品合理完整，应用的科学原理严谨 

（11-15） 

b) 作品较合理较完整，应用的科学原理较

严谨 （6-10） 

c) 作品不够合理完整，应用的科学原理不

够严谨（0-5） 

15 

2 作品创新性 

a) 作品设计独特，立意巧妙，利用创新方

式解决特定问题，有明显应用价值

（16-20） 

b) 作品有一定的创意点、对于解决火星问

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6-15） 

c) 作品创意不够突出，问题解决不够合理

（0-5） 

20 

3 作品实用性 

a) 作品实用性好，能够切实解决火星居民

在生活工作或科研中的问题（16-20） 

b) 作品有一定实用性，能解决火星居民的

一定问题 （6-15） 

c) 作品实用性不够，所设计卫星无法很好

解决火星居民问题（0-5） 

20 

4 作品技术性 

a) 作品合理、恰当的应用了智能控制相关

技术，卫星外观设计与卫星功能相符

合，使用到较多编程技术来演示卫星功

能（11-15） 

b) 作品使用到程序设计来演示卫星功能，

卫星外观结构与卫星功能基本一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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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c) 作品较少使用编程技术，卫星外观结构

与功能不一致（0-5） 

5 
现场答辩或

演示视频 

a) 人员分工清晰，绝大部分成员均有发

言，作品说明清晰、要点突出，不超时

（11-15） 

b) 演示方式一般、要点基本突出，只有主

要成员发言，基本能说明其作品情况

（6-10） 

c) 演示作品不清晰，要点不突出，发言人

数少，讲解不完善，有较大家长大量协

助的可能性（0-5） 

15 

6 
工程笔记文

档 

a) 文档能真实完整体现研究过程，体现探

究性，注重过程性资料的使用和分析，

体现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8-10） 

b) 文档有研究与探究过程描述，有图文描

述，但不够清晰完善，有拼凑痕迹（5-7） 

c) 文档描述不清晰，文档与作品有较大差

异性（0-4） 

10 

7 团队合作 

a) 团队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协作能力强

（5） 

b) 团队分工欠合理，职责明确，配合不流

畅（3-4） 

c) 团队分工不合理，职责不明确，未能体

现团队协作（0-2） 

5 

 

四、 器材/材料要求 

不限制器材类型。 

五、 注意事项 

1、每组参赛人数不超过 3 人，不符合人数要求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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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支参赛队伍/个人仅可参加一场选拔赛，禁止跨区跨组别多次参赛； 

3、只有参赛队伍/个人,可进入准备区，带队老师禁止进入准备区，禁止

与准备区学生交流，参赛选手禁止携带任何形式的通讯工具进入准备区，禁

止与准备内及准备区外的人员进行交流； 

4、参赛队伍/个人违反大赛规定，收到两次及两次以上警告者，取消参

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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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竞赛规则 

一、 赛项基本说明 

1.1. 赛项内容描述 

设计并完成可以围绕火星运行的人造卫星模型，用来解决火星家园中居

民可能碰到的问题。例如火星与地球通信、火星气象预报、近火轨道科学探

测等问题。作品需考虑卫星在火星工作的实际场景，利用智能硬件结合结构

实现作品的既定目标。 

a) 卫星平台系统，要求采用智能硬件，模拟卫星的平台功能； 

b) 卫星载荷系统，要求采用传感器，模拟卫星要完成的主要工作； 

c) 卫星外观结构，自选材料完成，要求体积不超过 1 立方米，重量不超

过 10kg。 

要求火星卫星外观结构与卫星功能想符合，卫星外观结构的科学性，真

实性，作品制作的比例计算与合理性是评分项目。 

1.2. 报名要求 

1、要求以团队方式参赛，每队学生不超过 3 人，领队教练 1 人； 

2、不允许跨年龄段组队。 
 

二、 赛制说明 

2.1. 赛事流程 

比赛分为选拔赛与全国总决赛，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比赛线上或线下进

行另行通知。全国赛详细赛规随全国赛参赛通知发放。 

2.2. 交付作品及要求 

1、火星卫星模型作品高清图片。可以多角度拍摄，最多提交 3 张； 

2、火星卫星工程笔记文档。PDF 格式，大小 20M 以内，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a) 队伍成员介绍和工作分工说明； 

b) 设计背景和目标； 

c) 设计思路； 

d) 作品创新点； 

e) 材料清单和相关要求，包括软、硬件名称、类型等； 

f) 制作过程，包括至少 5 个步骤，每个步骤需配合图片和文字说明； 

g) 作品成果，包括外观图片、功能介绍、演示效果等，并提供必要的使

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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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制作过程中难点说明及主要收获。 

4、火星卫星设计的说明视频，要求参赛团队全员出镜发言，包括但不限

于重要制作过程、作品操作和演示过程等，视频长度 5分钟内，MP4 格式，不

超过 500M。 

 

三、 评分规则 

编号 评分项 说明 分值 

1 作品科学性 

a) 作品合理完整，应用的科学原理严谨 

（16-20） 

b) 作品较合理较完整，应用的科学原理较严

谨 （6-15） 

c) 作品不够合理完整，应用的科学原理不够

严谨（0-5） 

20 

2 作品创新性 

a) 作品设计独特，立意巧妙，利用创新方式

解决特定问题，有明显应用价值（11-15） 

b) 作品有一定的创意点、对于解决火星问题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6-10） 

c) 作品创意不够突出，问题解决不够合理

（0-5） 

15 

3 作品实用性 

a) 作品实用性好，能够切实解决火星居民在

生活工作或科研中的问题（11-15） 

b) 作品有一定实用性，能解决火星居民的一

定问题 （6-10） 

c) 作品实用性不够，所设计卫星无法很好解

决火星居民问题（0-5） 

15 

4 作品技术性 

a) 作品合理、恰当的应用了智能控制相关技

术，卫星外观设计与卫星功能相符合，使

用到较多编程技术来演示卫星功能

（16-20） 

b) 作品使用到程序设计来演示卫星功能，卫

星外观结构与卫星功能基本一致（6-15） 

c) 作品较少使用编程技术，卫星外观结构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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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不一致（0-5） 

5 
现场答辩或

演示视频 

a) 人员分工清晰，绝大部分成员均有发言，

作品说明清晰、要点突出，不超时（11-15） 

b) 演示方式一般、要点基本突出，只有主要

成员发言，基本能说明其作品情况（6-10） 

c) 演示作品不清晰，要点不突出，发言人数

少，讲解不完善，有较大家长大量协助的

可能性（0-5） 

15 

 
工程笔记文

档 

a) 文档能真实完整体现研究过程，体现探究

性，注重过程性资料的使用和分析，体现

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8-10） 

b) 文档有研究与探究过程描述，有图文描

述，但不够清晰完善，有拼凑痕迹（5-7） 

c) 文档描述不清晰，文档与作品有较大差异

性(0-4） 

10 

6 团队合作 

a) 团队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协作能力强(5) 

b) 团队分工欠合理，职责明确，配合不流畅

(3-4) 

c) 团队分工不合理，职责不明确，未能体现

团队协作(0-2) 

5 

 

四、 器材/材料要求 

不限制器材类型。 

五、 注意事项 

1、每组参赛人数不超过 3 人，不符合人数要求取消参赛资格； 

2、每支参赛队伍/个人仅可参加一场选拔赛，禁止跨区跨组别多次参赛； 

3、只有参赛队伍/个人,可进入准备区，带队老师禁止进入准备区，禁止

与准备区学生交流，参赛选手禁止携带任何形式的通讯工具进入准备区，禁

止与准备内及准备区外的人员进行交流； 

4、参赛队伍/个人违反大赛规定，收到两次及两次以上警告者，取消参

赛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