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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关于举办贵州省第七届青少年 3D创意设计

大赛的通知

各市（州）科协：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办公厅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利用科

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的通知》精神，推动 2022 年贵州省中

小学第十五届“贵青杯”教育活动，探索建立中小学校 3D 创意

设计相关课程的教育模式，为青少年科技人才成长奠定基础。由

省教育厅、省科协主办，省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贵州师范大

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具体承办的贵州省第七届青少年 3D 创意

设计大赛将于近期举办。

现将《贵州省第七届青少年 3D 创意设计大赛方案》（见附件）

印发给你们。请按照竞赛规则要求，组织队伍报名参加比赛。

附件：贵州省第七届青少年3D创意设计大赛方案

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2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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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贵州省第七届青少年 3D 创意设计大赛方案

一、竞赛宗旨

竞赛以“弘扬新时代北斗精神、彰显公益普惠风尚、助力深

化教育改革”为宗旨。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原则，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崇尚科学的好少年。

二、竞赛主题：

星辰大海、再造一个地球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贵州省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贵州师范大学机

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四、竞赛分组：

全省各地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等在校

学生均可以个人或团队方式参加，大赛坚持自愿参加原则，对符

合条件的学生平等开放。每名参赛学生只限参加一个赛项。

五、竞赛项目：

1.3D 设计基础赛:“美丽乡村”

2.3D 设计竞技赛

（1）3D 智能小车

（2）3D 智能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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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智能尖兵：未来基建

B、智慧物流

3.3D 设计挑战赛——航天创新专项赛

（1）月球探测创新赛

（2）火星家园主题赛

（3）北斗创造美好生活赛

（4）未来太空工程挑战赛

（5）太空之旅机器人竞技赛

（6）星球资源运输挑战赛

（7）星矿探测挑战赛

六、竞赛规则：

详细竞赛规则将公布在贵州省第七届青少年 3D 创意设计大

赛官方网站：https://www.i3done.com/、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

赛网站：http://nysic.declare.htgjjl.com/以及竞赛 qq群：521052553。

七、疫情防控下的组织要求

现场活动举办地需为我省新冠疫情低风险地区，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分赛区及赛项在现场集中竞赛；新冠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可以结合疫情情况，分赛区及赛项在线上开展相关

竞赛。

各市（州）结合情况落实赛事组织机构、赛场规划、竞赛设

施组织。

八、竞赛步骤

https://www.i3d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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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启动阶段。

新冠疫情低风险地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组织

不超过 50 人的线下集中培训；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可以结

合疫情情况，开展线上相关培训。

1、省级骨干教师线上培训

省级骨干教师培训由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安排，每个市（州）

教育局、科协派出 10 名科技辅导员参加线上培训，并指定一名

参训人员作为市（州）教育局、科协竞赛活动联络人员。省级骨

干教师培训的目的让市（州）科协了解竞赛性质、竞赛内容、赛

事组织以及竞赛方法。培训具体时间详见 QQ 群：521052553 和

www.i3done.com 社区；

2、市（州）骨干教师培训

新冠疫情低风险市（州），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由各市（州）科协组织，大赛组委会派出培训专家“送培到市（州）”，

各市（州）教育局、科协从辖区学校选派不超过 50 名中小学（含

中职、职高）教师在所在市（州）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线下

集中培训；

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市（州），可以结合疫情情况，开展线上

相关培训。由各市（州）科协组织，大赛组委会派出培训专家开

展“线上送培到市（州）”，各市（州）教育局、科协从辖区学校

选派中小学（含中职、职高）教师在所在市州确定的时间，在各

自学校或单位参加线上培训，让广大老师了解竞赛性质、竞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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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竞赛规则以及竞赛方法，学习讨论比赛规则，具体培训时间

详见 QQ 群：521052553 和 www.i3done.com 社区；

3、县（市区）教师培训

各县（市区）科协根据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是否组织县

级培训，若需要，县（市区）科协向大赛组委会提出申请，大赛

组委会安排培训老师“送培到县（市区）”。

新冠疫情低风险县（市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由各县（市区）科协组织，大赛组委会派出培训专家“送培到县

（市区）”，各县（市区）教育局、科协从辖区学校选派不超过

50 名中小学（含中职、职高）教师在所在县（市区）确定的时

间和地点，举行线下集中培训集中；

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县（市区），可以结合疫情情况，由县（市

区）科协组织，大赛组委会派出培训专家开展“线上送培到县（市

区）”，各县（市区）教育局、科协从辖区学校选派中小学（含中

职、职高）教师在所在县（市区）确定的时间在各自学校或单位

参加线上培训，让广大老师了解竞赛性质、竞赛内容、竞赛规则

以及竞赛方法，学习讨论比赛规则，具体培训时间详见 QQ 群：

521052553 和 www.i3done.com 社区；

（二）推广普及阶段。

2022 年 4-6 月，各中小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全国青

少年航天创新大赛（http://nysic.declare.htgjjl.com/）规定的报名

平台和截止时间内完成报名，并根据选择项目的赛事要求和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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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进行组队及强化训练。

（三）组织竞赛阶段

1、3D 设计基础赛及 3D 设计竞技赛赛项的比赛时间：

（1）2022 年 9 月前，各市（州）科协、科协组织地方选拔

赛。

（2）2022 年 10 月 30 日前，线上提交作品，将作品按照要

求打包后上传至 https://www.i3done.com。

（3）2022 年 11 月 10-15 日，根据各市（州）科协、科协组

织选拔赛的成绩，按比例公示决赛名单。

（4）决赛将通过现场或者线上决赛形式完成（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及时调整），具体时间及要求请关注 qq 群：521052553。

2、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贵州省选拔赛的比赛时间：

（1）2022 年 4-6 月，各市州结合本地疫情情况，在全国青

少年航天创新大赛（http://nysic.declare.htgjjl.com/）规定的报名

平台和截止时间内完成报名，分赛区及赛项开展比赛，按组委会

确定的竞赛日程组织、实施。

（2）2022 年 8 月，根据“学生自愿、家长同意、交通食宿

自理”的原则，推荐获得一等奖学生参加全国总决赛比赛；具体

时间及要求请关注贵州省青少年人工智能 qq 群：521052553。

注意事项：

竞赛报名先审核参赛资质，在贵州省疫情处于低风险且确保

疫情防控安全的情况下，釆取现场集中的形式进行竞赛。所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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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人员戴好口罩，进场前进行常规体温检测，合格方能按次序进

场。比赛完毕的选手、教练不得在现场逗留。

九、奖项设置

颁奖人数以实际报名参赛人数为准确定获奖名额，获奖者颁

发证书。报名人数少于 3 队（含 3 队）的项目，不进行比赛，可

进行演示。

1、个人奖项：按照分组分设一、二、三等奖个人奖项：各

组实际参加竞赛获有效成绩的前 50%队伍参与奖项分配，比例为

一等奖 10%、二等奖 30%、三等奖 40%。

2、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学生获得一等奖的老师。

3、优秀组织奖：参照各单位参赛人数、报名项目及获奖者

多少，评选优秀组织奖。

4、优秀组织个人奖：组委会的优秀工作人员以及市（州）、

县（区）积极组织学校培训、参赛的项目负责人。

十、管理团队和赛事执行团队：

由省科协、省科创协会、贵州师范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共同成立贵州省青少年 3D 创意设计大赛组委会。

1、专家团队

由贵州省青少年 3D 创意设计大赛组委会在专家库组建本年

度评审专家团队，按要求每届省级大赛更换 30%专家人员，对评

审专家人员名单执行保密制度。

2、仲裁、裁判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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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裁判员团队由大赛组委会根据赛项需要聘请。

十一、回避方式：

封闭式竞赛，选手教练员、指导老师、家长不得入场，以规

避竞赛干扰。竞赛记分表由参赛选手、裁判共同认定后签字。

十二、违规处理

大赛所有活动不得向教师、学生收取费用；竞赛环节按规则

严格执行，裁判按竞赛规则进行记分判定；竞赛结果进行公示，

接受公众及媒体监督。代作代为、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一律取消

成绩，承办活动中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可向省科协分管工作及纪检

监督部门投诉处理。

十三、其他事项：

1、本次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作品版权归参赛者本人所有，

主办方拥有作品发表、展示、出版、宣传、印刷的权利。

2、参赛队同意和允许举办方获取和收集参赛人员提交的参

赛作品（包括提交的源代码），参赛人员同意，举办方有权使用

上述参赛作品，包括用于筛选大赛的入围、晋级、人才统计与推

荐，及与大赛相关的其他事宜。

3、各参赛单位须做好参赛人员的防疫、交通、卫生、安全

等工作并做好应急预案，防止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

4、各参赛队参赛费用自理。竞赛期间参赛选手及辅导老师

交通食宿等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相关规定报销。

十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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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 邓朝云 15285902909

贵州省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 彭 军 18585867118

组委会邮箱：gzqsnckjs@163.com；

活动 QQ 群：521052553

十五、本方案解释权归属组委会

mailto:gzqsnckj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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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第七届青少年 3D 创意设计大赛省级骨干教师培训报名表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电话 备注（州市县区赛事联络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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