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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天梯挑战赛赛规 

1.比赛内容 

1.1 赛项简介 

以三维设计为核心，人工智能为导向，利用 3D 打印新

技术，完成天梯的创意设计与搭建，培养学生工程思维和综

合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创造潜能，提升动手能力和设计能力，

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推动创新教育模式的实践，为学

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1.2 参赛要求 

1.2.1 竞赛形式：线下赛（现场赛）。 

1.2.2 参赛方式：团队参赛，每队仅限 2 人。 

1.2.3 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和职高）。 

1.2.4 参加方式：参赛选手在大赛组委会指定平台进行报名。

根据本赛项安排，选手参加所在地区选拔赛。根据大赛组委

会要求，按照选拔赛排名，晋级参加全国总决赛。具体要求

见大赛官网。 

1.2.5 依据比赛主题选手需提前准备解决方案。 

1.2.6 比赛分为准备和评测两个环节。 

1.2.7 准备环节需选手综合考量以下 4 个方面。 

1.2.7.1 需要选手根据自身能力从任务需求中选取并完成适

合自己的任务。任务中设计环节需用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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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设计。 

注意：按组别每组提供 3 套任务需求，匹配不同分数，选手

自行选择。任务可多选，并根据选择任务的数量和完成的质

量进行分数叠加。 

1.2.7.2 需要选手结合自行设计的方案，组装和调试提前设

计打印好的提升装置，并且用于现场搭建的“天梯”中。 

注意：提升装置需提前设计打印，现场只做拼装。拼装后的

实物需用于搭建的“天梯”上。组委会提供的提升装置模型

只作学习借鉴使用。 

1.2.7.3 需要选手根据自行设计的方案，现场按照竞赛规则

进行“天梯”的结构搭建，并且在电脑上进行编程设置以完

成作品的智能控制部分，使之达到预期的设计要求。 

注意：现场备件库中的材料和零部件只提供动力电机、木条。

其余所需材料和电子件需自行准备，自备工具详见《自带工

具清单》。 

1.2.7.4 需对“天梯”进行极限拉力测试，保证天梯结构强

度和提升装置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2.8 准备环节时间为 3 小时，评测时间不算在内。 

1.2.9 评测过程由专业工程师和专家主持进行，采用专业测

量平台进行评测。参赛选手根据要求配合专家完成作品评

测。 

1.2.10 准备和评测过程中选手不得和竞赛区域外的指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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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或其他人员沟通、反馈及寻求帮助。同时指导教师或其他

人员不允许在区域外给予选手口头或书面沟通、反馈和指

导，也不得进入比赛区域内帮助其完成设计与制作，一经发

现取消该队伍比赛资格。 

1.2.11 整个活动过程必须由团队合作完成，团队内需要进行

适当的分工，合理地安排时间。 

1.2.12 比赛整体时间为 2 天（具体时间详见比赛指南）。 

 

（注：图例只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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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位图） 

1.3 比赛器材 

自带工具清单 

1 搭建“天梯”木条的连接件：提前设计打印 

小 学

初 中

高 中

（ 含

中职；

职高） 

2 
提升装置：自行设计并提前打印（组委会提供的

模型文件只作借鉴学习使用） 

3 
吊装线：自行配备吊装线，材料、规格、品牌不

限 

4 
挂钩：自行准备，可快速与评测工具连接，材质、

形状不限 

5 
笔记本电脑：品牌不限；系统要求 Windows7 以上;

支持 Open GL3.2 以上 

6 比赛指定软件：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软件 

7 

自动控制装置：中央处理器、控制模块、电机过

载保护模块、≤5V（2A）电源、连接线（品牌不

限） 

8 

常用工具：刻刀、剪刀、手锯、斜嘴钳、钳子、

板尺、卷尺、评测设备、笔、纸、橡皮、插排、

电子秤 

9 
人工智能模块：根据任务自行选配，相关软件需

自行安装 

注：清单以外的工具、材料禁止带入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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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供工具清单 

1 

备件库：木条（4.5mm×4.5mm×250mm）、TT

马达（减速比 1：48，工作电压 3-6V：3V

空载电流≤150mA，空载转速 90±10%rpm；

6V 空载电流≤200mA，空载转速 200±

10%rpm），选手按需取用 

小学；初中；

高中（含中

职；职高） 

2 桌椅：1 套/队 

3 电源：220V 

1.4 比赛主题 

电梯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设备之一，在人们的生

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出行、运送环节中不可或

缺的设备。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电梯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

拓展，对电梯的功能和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未来甚至可以

在太空和地球之间架设电梯作为太空运输的工具之一，使之

成为太空和地球之间的一部“天梯”。 

“天梯”设计出来后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才能投入市

场。选手需要根据测试要求自行准备解决方案，最终设计出

一架符合要求的“天梯”。 

    要求一：“天梯”需要满足客户各种需求。客户对“天

梯”提出 3 个（每组别 3 个）需要进行设计的需求； 

    要求二：科学合理的提升装置是“天梯”高效安全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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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关键。因此在设计提升装置时不仅要考虑平稳运行，

还需要提供足够的承载能力； 

    要求三：在考虑实际使用的情况下，需要“天梯”实现

语音或图形图像识别等智能化控制功能，便于发挥“天梯”

的智能运载作用。“天梯”搭建完成后，需要进行恒定承载

测试，确保其符合设计任务； 

要求四：为保证“天梯”运行安全，还需进行极限承载

测试，该测试是对“天梯”从控制到运行的一个全方位考验。 

    相信这些要求难不倒我们参赛的“工程师”们，去挖掘

我们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再结合学科新知识，设计制作一部

太空“天梯”。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贡献科技的

力量！ 

1.5 比赛流程 

1.5.1 比赛组别：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和职高）。 

1.5.2 比赛内容： 

比赛分为准备和评测两个环节。 

1.5.2.1 准备环节（3 小时） 

1.5.2.1.1 要求一：根据需求，完成设计。 

1.5.2.1.1.1 每个组别有 3 个难度不等的需求，各组别选手

从中选择 1 个或者多个需求（可选择全部需求）进行现场设

计。每个需求设计环节都单独配分，按需求完成的数量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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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1.5.2.1.1.2 需使用大赛指定的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软件进

行设计； 

1.5.2.1.1.3 现场设计的评分最终记录到总成绩中； 

1.5.2.1.1.4 具体需求见现场任务书。 

1.5.2.1.2 要求二：组装自行设计打印的提升装置，保证“天

梯”正常运行并具有一定载荷能力。 

1.5.2.1.2.1 提升装置提前设计和打印，比赛时将打印好的

实物带入现场； 

1.5.2.1.2.2 提升装置现场组装，选手不能带入组装完成的

提升装置； 

1.5.2.1.2.3 提升装置的电子模型带入现场，评测时需向裁

判展示； 

1.5.2.1.2.4 提升装置中动力输出电机，必须使用现场提供

的 TT 马达，马达参数见《现场提供工具清单》； 

1.5.2.1.2.5 选手可携带提升装置备件进场，数量不限。 

1.5.2.1.3 要求三：根据前期自行设计的方案进行“天梯”

实物搭建。 

1.5.2.1.3.1 参赛队现场搭建的“天梯”模型要与前期“天

梯”整体设计作品模型（前期设计好带入现场）保持一致，

在评测环节对“天梯”整体设计作品模型进行展示，与现场

搭建模型进行比对，匹配相应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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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3.2参赛队作品总质量应不超过 230g（不包含电机、

中央处理器和电源等硬件质量）。现场实际测量后，超过规

定质量会扣除相应得分，低于规定质量则会有相应加分）； 

1.5.2.1.3.3 选手需要添加电子控件来实现提升装置在延时

2 秒后启动，达到指定的 2kg 拉力值后自动停止，并且保持

此拉力值 5 秒钟以上，保持过程中拉力变化值不得超过±

10%，超过范围则成绩无效。整个过程为自动运行，不能通

过手机或手柄进行遥控，不得人工干预，否则取消竞赛成绩。

拉力测试使用专用评测工具进行评测； 

1.5.2.1.3.4 采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应用，会

有相应加分； 

1.5.2.1.3.5 出现“天梯”坍塌、吊装绳断裂、拉力值未保

持在规定范围内等情况，均为成绩无效； 

1.5.2.1.3.6 参赛队的作品上禁止使用橡皮筋、胶水、胶带

等物品。违规使用一经发现取消参赛成绩； 

1.5.2.1.3.7 中央处理器、人工智能模块可不置于木架上，

提升装置运行的启动和停止必须通过自动控制来实现。 

1.5.2.1.4 要求四：“天梯”运行极限拉力测试 

1.5.2.1.4.1 参赛队在完成拉力保持测试后直接进行极限拉

力测试； 

1.5.2.1.4.2 选手需要添加电子控件来实现提升装置在延时

2 秒后启动，直至达到峰值拉力为止。整个过程为自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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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通过手机或手柄进行遥控，不得人工干预，否则取消竞

赛成绩； 

1.5.2.1.4.3 如采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应用，

会有相应加分； 

1.5.2.1.4.4 出现“天梯”坍塌、吊装绳断裂、提升装置打

滑，拉不动等情况，可读出峰值拉力值，均成绩有效； 

1.5.2.1.4.5 参赛队的作品上禁止使用橡皮筋、胶水、胶带

等物品。违规使用一经发现取消参赛成绩； 

1.5.2.1.4.6 中央处理器、人工智能模块可不置于木架上，

提升装置运行的启动和停止必须通过自动控制来实现。 

1.5.2.2 评测环节 

准备环节结束后，评测裁判进场使用评测工具统一评测，选

手原地配合裁判进行评测。 

2.比赛评比 

2.1 比赛评分 

类别 项目 内容 配分标准 

现场

任务

和搭

建 

现场

设计 

需求 1：按任务需求设计模型，具体

得分以需求评分表为准 

0.2×需求

评分 

需求 2：按任务需求设计模型，具体

得分以需求评分表为准 

0.3×需求

评分 

需求 3：按任务需求设计模型，具体

得分以需求评分表为准 

0.5×需求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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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装置 

组装、使用自行设计打印的提升装置

得分 
20 

拉力

评测 

外观

评分 

天梯整体质量（不包含电机、中央处

理器和电源等硬件质量） 

1×（230-天

梯质量） 

天梯三维模型与创建模型相同得分，

不相同不得分 
15 

天梯搭建高度以厘米计算。不足 1 厘

米，按 1 厘米计算 

0.5×搭建

高度 

拉力

保持

测试 

通过自动控制进行拉力保持测试，保

持 2kg 拉力值且达 5 秒钟得分，保持

时间不足或拉力值超出范围(±10%)，

以及未采用自动控制不得分 

100 

通过智能控制启动延时 2 秒以上得

分，未延时不得分 
10 

运行时间不超过 180 秒，最终得分按

剩余时间（不含保持时间）计算。超

时或未完成保持测试此项不得分 

0.2×

（180-5-运

行时间） 

采用语音识别或图形图像识别进行启

动得分 
40 

极限

拉力

测试 

以最终拉力峰值计算得分（50 克为 1

计量单位） 

1×拉力峰

值÷50 

通过智能控制启动延时 2 秒以上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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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未延时不得分 

运行时间不超过 180 秒，最终得分按

剩余时间计算。超时不得分 

0.2×（180-

运行时间） 

采用语音识别或图形图像识别进行启

动得分 
40 

2.2 奖项设置 

本比赛项目将按照主题和组别分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

等奖，每个奖项的数量将根据每个主题参赛队伍的总数按照

一定的比例确定。 

3.比赛规范 

3.1 作品规范 

3.1.1 模型的保存格式均为 z1 格式，控制程序文件根据自行

使用的软件保存成该软件的源文件即可，所有文件都保存在

桌面。 

3.1.2 需求 1~3任务模型名称为“XX（学校）XXX（队名）需

求 1~3”。 

3.1.3“天梯”整体模型名称为“XX（学校）XXX（姓名）创

意天梯”。 

3.1.4 如自行设计提升装置，模型名称为“XX（学校）XXX

（姓名）提升装置”。 

3.1.5 人工智能控制程序的名称为“XX（学校）XXX（姓名）

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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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容规范 

3.2.1 要求具有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如编程控制、逻辑思维、

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 

3.2.2 要求具有一定的计算机能力：如计算机的基本应用、

三维设计软件使用、编程软件的使用、3D 打印操作等。 

3.2.3 要求具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如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

理与判断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数学建模能力、数学运算能

力等。 

3.2.4 要求具有一定的物理能力：如受力分析、能量转化、

杠杆原理等。 

3.2.5 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 

4.比赛规则 

4.1 安全规则 

4.1.1 现场因有电器设备，喝水时注意不要把水洒到设备或

地面上。 

4.1.2 使用工具进行现场搭建时应注意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

全。 

4.1.3 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禁止打闹，未经裁判许可不得

进入其他参赛队伍场地，一经发现给予一次警告，不听规劝

者再次进入其他队伍场地的参赛队取消比赛成绩。 

4.1.4 在测试时选手要在指定区域内进行测试，测试过程中

选手需要全程注意安全。 

http://www.so.com/s?q=%E6%8A%BD%E8%B1%A1%E6%80%9D%E7%BB%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0%BB%E8%BE%91%E6%8E%A8%E7%90%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0%BB%E8%BE%91%E6%8E%A8%E7%90%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8%A4%E6%96%AD%E8%83%BD%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9%BA%E9%97%B4%E6%83%B3%E8%B1%A1%E8%83%BD%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B0%E5%AD%A6%E5%BB%BA%E6%A8%A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F%90%E7%AE%97%E8%83%BD%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F%90%E7%AE%97%E8%83%BD%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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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有不适或意外受伤，需及时告知

现场裁判，通过裁判进行紧急处理和告知其指导教师，不能

自行联系场外指导教师，一经发现取消其比赛资格。 

4.2 作品规则 

4.2.1 竞赛中绳子的作用仅限于起吊，不能用于捆扎木条使

用。 

4.2.2 木条接口、电子硬件安装部件需自行设计和打印。 

4.2.3 马达和木条必须使用组委会现场提供的。 

4.2.4 作品程序运行开始后选手不能利用身体任何部位或借

助其他工具碰触搭建的“天梯”。 

4.2.5“天梯”模型需设计出整体结构（可不包括电子件模

型）。 

4.3 现场规则 

4.3.1 参赛队伍需自行携带笔记本电脑。电脑中需提前安装

好比赛指定的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软件。 

4.3.2 搭建木条规格为 4.5mm×4.5mm×250mm。搭建过程中

选手可根据设计的“天梯”结构自行截断或拼接。起到拼接

作用的连接件需要选手提前设计打印带入现场。 

4.3.3 拉力保持测试环节，首先对天梯称重并测量天梯高度。

之后在裁判下达开始命令后选手方可启动程序，运行过程必

须自动开启和停止。未达到保持要求或超时此项成绩无效。 

4.3.4 极限拉力测试环节是在拉力保持测试环节基础上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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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中间不对“天梯”进行调整和修改。在裁判下达开

始命令后选手方可启动程序，运行过程必须自动开启。在符

合要求的前提下，可读出峰值拉力值，均成绩有效。 

4.3.5 极限拉力测试环节和拉力保持测试环节之间可以对

“天梯”进行简单恢复（可替换破损连接件和木条，也可以

更换电子件程序），但不能重新拆减或者搭建增加新的结构。

保证恢复的“天梯”与拉力保持测试环节的“天梯”结构一

致。恢复时间为 5 分钟。 

4.3.6 电子件和电源可以放置在“天梯”上，也可以放置在

地上，通过加长的连接线与马达连接。 

4.3.7 参赛队的作品中禁止使用橡皮筋、胶水、胶带等物品。

违规使用取消参赛成绩。参赛队员自行携带评测工具和电子

秤用于调试和承重检查，比赛时统一使用组委会提供的评测

工具和电子秤。 

4.3.8 在比赛开始前各队的教练必须离开比赛场地，且竞赛

过程中禁止进入，也禁止通过任何手段或途径与场内选手和

裁判交流。一经发现取消该队伍比赛资格。 

4.3.9 为保证公平性，参赛作品评判结束后需保持最终状态

直至竞赛结束。 

4.3.10 评判时选手提升运行时间不应超过 180 秒。 

4.3.11 禁止使用其他 3D 打印设备进行打印和修补打印件。 

4.3.12 比赛现场不提供网络及热点。需选手使用本地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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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设计、编程。 

4.3.13 比赛现场禁止使用通讯设备和拍照、摄像设备，以及

任何聊天工具。一经发现取消其比赛资格。 

4.4 规则解释 

4.4.1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

决定。 

4.4.2 裁判委员会对规则中未说明及有争议的事项有最终解

释权和决定权。 

4.4.3 为体现现场比赛的公平性，裁判有对现场临时产生问

题和规则中尚未说明问题的决策权，若参赛队对裁判判罚产

生疑问，可申报仲裁进行调解，最终判决仍以裁判判定为准。 

4.4.4 针对不符合大赛和赛项规程规定的事项及有争议的竞

赛成绩，参赛人员可在比赛完结后“4 小时之内”以书面形

式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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