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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大赛



天梯，通常比喻高而险的山路，也是一种低成本将有效载

荷从地球或其它星球的表面运输到空间的解决方案，是一种从

地面到很高位置的连接工具。

本年度主题为：太空天梯挑战

“提升重物”是生活和学习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需要将各种重量的重物提升到不同高度

的指定位置上。

在太空天梯挑战赛中，参赛队员们要建造一个

“天梯”把砝码从地面提升到空中。



本年度主题为：太空天梯挑战



本年度主题为：太空天梯挑战

竞赛分为现场测试、创意搭建和承重挑战三个环节。

创意搭建环节中选手需要搭建高台，高台顶端放置减速电机，

通过减速机构或滑轮组放大电机扭矩，达到提升重物的目的。

加入控制件或利用程序实现吊取2kg砝码时自动升起和自动停

止。

分数将以高台搭建的高度和起吊砝码的高度来决定。



竞赛细则与时长

现场
测试
1 S

规定设计：现场给订一个
标准木条接口的打印文件
（obj）,按照现场要求进
行添加中间接口的设计。

01

自行设计：将自己所使
用的外置减速机构和固
定结构，现场复原绘制
一遍。

规定设计 自行设计

要求：参赛队伍需自行携带笔记本电脑参加现场测试。电脑
中需提前安装好比赛指定的设计软件（3D One）

现场测试评分，最终记录到总成绩中。
（1）现场测试在现场搭建之前进行。
（2）现场测试时间为1小时。
（3）现场测试作品不进行打印。
（4）小学组比赛只进行规定设计；中学组比赛规定设计和自行设计都进行。



创意
搭建
3 S

02

（1）置物托盘称重：置物托盘不超过100g，重量计入
承重挑战环节的增加重量内。参赛队的作品在满足置
物托盘称重后，方可进行后续评选环节。

（2）参赛队员的作品总重量不得超过230g。（包含木
条、木条接口、减速机构与木架连接装置（不包含电
机、减速机构及置物托盘））

（3）参赛队需要添加电子控件，实现置物栏放入砝码
后延时2秒自动起吊，到达预设高度自动停止的效果，
整个过程为自动运行，不能人工干预。否则取消竞赛
成绩（主控板可不置于木架上，运行的启动和停止可
以通过硬件控制，也可以利用程序控制来实现）。

竞赛细则与时长



创意
搭建
3 S

02

（4）要求：参赛队伍有两次挑战机会，竞赛过程中置物栏自动启动
后直到自动停止才开始计算高度。停止吊起高度不得低于500mm（置
物篮底边为准），最终高度以置物篮吊起最高高度为准。未达到预设
高度就停止且最低高度超500mm成绩有效。平台坍塌、未吊起（减速
装置配置不合理未吊起重物）、中途砝码掉落、停止后吊装物下滑到
规定高度以下，成绩无效，记录为一次机会。

（5）组委会现场提供：3D打印机、PLA耗材。（仅在打印件损坏时进
行打印使用，不是为了现场设计打印）

（6）参赛队的作品禁止使用橡皮筋、胶水，违规使用取消参赛成绩。
参赛队员自行携带砝码用于调试，比赛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砝码。

（7）在比赛开始前各队的教练必须离开比赛区域，参赛作品评判结
束后为保证公平性需保持组装状态直至竞赛结束。

竞赛细则与时长



创意
搭建
3 S

02

注释：

（1）竞赛中，绳子的作用仅限于吊起重物（不能用于捆扎木架使用）。

（2）参赛作品需要散件进场，进行现场搭建。

（3）木条接口、电子硬件安装部件、载物装置和减速机构（滑轮组）与木
条的连接装置需要提前设计和打印好带入现场。现场不进行打印。

（4）小学组减速机构（滑轮组）可以自行设计也可以选择提供的产品；中
学组减速机构（滑轮组）必须自行设计并进行打印。

（5）必须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电机及电控元件。

（6）2次挑战机会，连续进行。选手第一次挑战成功记录成绩，自愿选择
是否进行第二次挑战。

（7）运行开始选手不能利用身体任何部分或借助其他工具碰触搭建平台。
碰触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取消此次成绩，记录一次机会。

竞赛细则与时长



承重
挑战
1 S

03

（1） 参赛队在创意赛搭建作品基础上进行增加重量的挑战。

（2） 挑战重量在起始重量（2KG砝码）的基础上进行增加砝码。

（3） 参赛队伍自行决定增加总量，起始增加重量不低于200G。

（4） 要求：参赛队伍有两次挑战机会。竞赛过程中置物栏自动启
动后直到自动停止，吊起高度不得低于500mm（置物篮底边为准），
未达到预设高度就停止且最低高度超500mm均为成绩有效。平台坍塌、
未吊起（减速装置配置不合理未吊起重物）、中途砝码掉落、停止后
吊装物下滑到规定高度以下，成绩无效，记录为一次机会。

竞赛细则与时长



承重
挑战
1 S

03
（5）组委会现场提供：3D打印机、PLA耗材。（仅在打印件损坏时进
行打印使用）

（6）参赛队的作品禁止使用橡皮筋、胶水，违规使用取消参赛成绩。
参赛队员自行携带砝码用于调试，比赛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砝码。

（7）在比赛开始前各队的教练必须离开比赛区域，参赛作品评判结
束后为保证公平性需保持组装状态直至竞赛结束。

竞赛细则与时长



承重
挑战
1 S

03

（1）竞赛中，绳子的作用仅限于吊起重物（不能用于捆扎木架使用）。

（2）参赛作品需要散件进场，进行现场搭建。

（3）木条接口、电子硬件安装部件、载物装置和减速机构与木条的连接装置
需要提前设计和打印好带入现场。现场不进行打印。

（4）小学组减速机构（滑轮组）可以自行设计也可以选择提供的产品，；中
学组减速机构（滑轮组）必须自行设计并进行打印。

（5）必须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电机及电控元件。

（6）2次挑战机会，连续进行。第一次挑战成功记录成绩，自愿选择是否进行
第二次挑战。

（7）第一次挑战不成功，如进行第二次挑战，挑战重量不低于第一挑战重量。

（8）运行开始选手不能利用身体任何部分或借助其他工具碰触搭建平台。碰
触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取消此次成绩，记录一次机会。

竞赛细则与时长

注释：



最终
评审

终评结果在现场测试、创意搭建和承重挑战
后做出。

由评审小组依据现场测试作品的准确性和完
成度以及搭建作品的高度、吊装物吊起的高
度集体评议，再经评审组长同意后现场公布
成绩。

成绩汇总



参赛作品要求

小学组 中学组 备注

软件
装配与结构设计：3D One；
编程设计：Linkboy

桐木条

材质为桐木；
单根尺寸最大5mm*5mm*250mm

最多60根 最多80根
例如：单根一切二即记
录为2根

连接件
材质为PLA；
单个尺寸最大30mm*30mm*30mm

电源 最大放电电压6V；最大放电电流2A

电机 最多1个

外置减速结构 不限 自行设计；3D打印



参赛队应该在赛前完成作品的制作和搭建， 参赛时携带作品（散件）赴现
场，比赛的内容除演示评审和公众展示外，现场需要指定造型进行设计考核。

每支参赛队不超过 3 名学生和 1 名教练员（教师）。学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0年6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现场比赛时仅允许学生队员在场，教练员只能
在布展时段之前和公众展示阶段入场指导。

小学组 中学组

分组



竞赛时间

5月15

日之前

网络选拔 现场竞技

选手按要求网上提交相
关材料

5月
下旬

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现场测试、创意搭建、承
重挑战三个环节。
理论测试赛时长为1小时；
创意搭建时长为3小时；
承重挑战时长为1小时。



01
设计说明文档
(WORD 文档)

02
源 文 件

03
演示动画

04
作品图片

作品图片：实物作品相片（或宣传

海报）。3-5张，格式为JPEG、PNG

论文形式：主要是作品设计

过程记录性材料，包括创意来源、
设计过程、功能说明、过程记录
性文字及过程照片。
应表述自己通过这一项目获得的
成长与收获。
应重点突出自己创作过程，体现
作者设计、制作过程的真实性。

演示视频：含作品设计图（设计软件

中），并讲述设计以及制作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等，时长不超过3分钟，格式为mp4。

推荐：用3D One Plus输出装配动画。

设计源文件：作品自行设计

部分的Z1格式（3D One设计）源
文件（所有打印实物的模型文件，
审核时无设计过程的作品视为无
效作品）

活动报名提交作品（含设计说明文档、源文件、演示动画、作品
图片）大小不超过 100MB。

提交文件包括：



01

02

03

04

按时、完整、规范地提交上述材料是申报作品通过资格审查
与初评的必要条件。不合格者不能入围终评。

竞赛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将根据申报资料对参赛作品进行
资格审查。

通过资格审查的作品才被允许进入现场竞赛阶段。

资格审查与初评



04

2020年5月15日前，市(州)教育局将汇总表电子版、纸质版统一上报

送至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申报表、技术档案等相关材料由学校登陆青海

教育技术装备网（http://www.qhjyzb.com/）比赛专区上传。

大赛组委会将按照各地上报的汇总表审核申报情况，不接受学校或个

人形式的报名。所有报名材料务必填写完整真实，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作品提交地址



04

青海教育技术装备网：

http://www.qhjyzb.com/

比赛专区

作品提交地址

http://www.qhjyzb.com/


04

作品提交流程

没有账号的点这里



04

作品提交流程



04

作品提交流程



评分标准-小学组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标准

项目 细目 占比

现场测试

规定设计：

①按要求设计出增加部分得10分。未设计完成不得分。

②设计部分与给订部分组合成整体造型得6分，否则不等分。

③造型与给定图形一致得4分，否则不得分。

20

创意搭建

1.平台搭建高度达到700mm得20分。搭建高度每超过50mm分数增加1分。满分30分。

2.吊装物高度达到500mm得20分。高度每超过50mm分数增加1分。满分30分。

3.吊装物运行过程中因故障停止未到规定提升高度，不得分。

4.启动没有延时扣5分。

5.提升过程中木条与链接件开裂但不影响运行，开裂一处扣2分。

60

承重挑战

1.重量增加200G（在创建搭建承重2KG的基础上增加）,吊装物吊起高度超过
500mm得5分。重量每增加50G得1分（不足50克，向下舍去。比如：200g基础上增
加49g。成绩按200g计算）。满分20分满分

2.吊装物运行过程中因故障停止未到规定提升高度，不得分。

3.启动没有延时扣5分。

4.提升过程中木条与链接件开裂但不影响运行，开裂一处扣2分。

20

注：创意搭建环节中，吊装物提升高度相同，平台搭建高者名次靠前。



评分标准-中学组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标准

项目 细目 占比

现场测试

1.规定设计：

①要求设计出增加部分得3分。未设计完成不得分。

②计部分与给订部分组合成整体造型得1分，否则不等分。

③型与给定图形一致得1分，否则不得分。

2.自行设计：

①减速机构必须自行设计。完成设计得5分；直接使用比赛套件中提供的减速机
构不得分。

②在满足①的基础上，与提交的设计作品比较。完成80%以上得10分，不足则不
得分。

20

注：创意搭建环节中，吊装物提升高度相同，平台搭建高者名次靠前。



评分标准-中学组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标准

项目 细目 占比

创意搭建

1.平台搭建高度达到700mm得20分。搭建高度每超过50mm分数增加1分。满分30分。

2.吊装物高度达到500mm得20分。高度每超过50mm分数增加1分。满分30分。

3.吊装物运行过程中因故障停止未到规定提升高度，不得分。

4.启动没有延时扣5分。

5.提升过程中木条与链接件开裂但不影响运行，开裂一处扣2分。

60

承重挑战

1.重量增加200G（在创建搭建承重2KG的基础上增加）,吊装物吊起高度超过
500mm得5分。重量每增加50G得1分（不足50克，向下舍去。比如：200g基础上增
加49g。成绩按200g计算）。满分20分满分

2.吊装物运行过程中因故障停止未到规定提升高度，不得分。

3.启动没有延时扣5分。

4.提升过程中木条与链接件开裂但不影响运行，开裂一处扣2分。

20

注：创意搭建环节中，吊装物提升高度相同，平台搭建高者名次靠前。



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

裁判委员会对规则中未说明及有争议的事项有最后解释权和
决定权。



学习平台

53900+

入住学校

130W+

师生作品

90场+

赛事

5000+

优秀创客

导师

www.i3done.com



软件下载



软件下载

http://www.i3done.com/online/download.html



国编规划

全国通用

省编教材

创新教材

通用技术 信息技术

更多教材正在编写中。。。

更多教材正在编写中。。。

80%+
教材+教辅

12个
省市

45本
教材

学 习 教 材



在线互动学习

一人打擂
全班帮忙

辛勤劳作
无形成长

志趣相同
送你模型

我当评审
共同提升



自助学习



创意拓展



感谢在座各位聆听

教育发展部
汇报人：谢琼
Tel：13260279957

Let's do it



培训内容

任务分析

任务准备

任务实施

展示活动



竞赛目标



指导方向--主要做什么？

1.作品装配结构设计合理
2.各零件逻辑关系正确
3.设计说明书内容详实、条理清晰
4.模型及零件尺寸设计符合工艺要求

三、技术性指导

分析任务，完成设计说明文档，根据设计说明文档，
进行三维模型的设计、搭建和零件装配，

一、指导学生分析活动主题和要求

四、技能指导

1.指导三维软件使用方法
2.视频软件使用方法
3.图片处理
4.文案撰写
……

二、日常课题指导

创意不是随时既有的，通过课程
内容，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结合所
学知识形成解决方案，尝试试试。



任务目标

• 方形、圆形、球形、多边形、不规则形状

方形

圆形

不规则形状



任务目标



任务准备

用简单易懂的操作和方法，快速绘
制出常见的物品

打破常规：快速绘制草图

图片直接导入 一键生成雕刻效果

直接建模：直观有效



任务准备

3D One 独家研发的强大功能，将传统软件认为
不可编辑的STL格式文件随意编辑。

可进行布尔运算、模型修复、分离；通过膨胀、
扭转、平滑、捏塑、皱褶、拖拉等命令，像捏泥
人一样设计或修改造型

通过简单的拖拉操作，让STL再编辑成为
可能！



任务准备

结构设计本身不难，但要加工就会很难。
一个智能风车，初学者打印出来的实物往往无法安装智能硬件，经过了多次调试打
印才能合理，这让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材料。您知道为什么吗？

智能硬件直接调入，自动生成安装结构。

解决创新设计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自动生成的结构部分，还可以手动调整和

再设计。

电子件模块的加入，让创意更专注！



任务准备

设计展示更酷炫：设计结果仿真动
画呈现，展示结构之间联动效果，
爱上“活”作品！

除了具有传统的动画制作方式外，独创

智能动画录制系统，将传统繁琐的动画

制作，变成拍照一样的简单。通过生动

形象的动画来展示设计作品的设计创意、

各结构之间的运动关系，让你的设计作

品活起来！



任务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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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析
提出问题（创意形成与提炼）
明确任务
任务分工

产品原型设计
手绘草图
软件制图
装配美化
原型制作
装配美化

设计方案
控制变量，根据材料和工具
选择可实施方案
基于现有能力提出设计方案

展示交流
修正完善
撰写论文
展示成果

迭代



活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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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风采

成长收获

作品创新

教学方案

讨论交流

个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