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岛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青 岛 市 教 育 局

青 岛 市 体 育 局
文件

青科协字 〔2021〕3号

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青岛市

青少年科技模型教育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区市科协、教育 (体)局,市教育局直属各学校,各有关

民办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

指示,全面谋划 “十四五”时期体育改革发展,开拓创新,

扎实工作,积极响应国务院印发的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号

召,全面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及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各项要求,践行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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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体发 〔2020〕

1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2020

-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的通知》(教基

厅函 〔2020〕23号)文件中已被列入名单的第二十一届

“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和第二十五

届 “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在 “教赛结

合,寓教于赛,以赛促教”方面的功能,全面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赛事组织工作将严格按照教育部

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

理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 〔2020〕21号)文件各项要求开

展。现将组织开展2021年青岛市青少年科技模型教育竞赛

活动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以航空、航海、车辆、建筑等科技体育项目为载体,让

青少年通过创意设计、动手制作等体教融合的形式,增长知

识、锤炼意志、强健体魄,提高青少年创新意识、竞争意

识、团队合作意识以及动手动脑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为国

家培养全面发展的后备人才。通过参与赛事活动,培养青少

年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科技,从小树立献身祖国的航海、航

空、航天、车辆和建筑事业的远大理想。

二、活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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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区市要通过开展青少年科技模型教育竞赛活动,

指导各学校建立长效机制。为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和工匠精

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

教育部党组印发的 《教育系统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工作方案》 (教党 〔2020〕11
号)文件精神,以弘扬红色文化、培育工匠精神为核心,举

办青岛市中小学生红色主题系列科技模型制作及演讲大赛,

充分利用科技馆、少年宫等场所组织青少年广泛开展科技体

育模型培训和竞赛活动,将模型活动常态化开展,并将其打

造成有质量的中小学科技教育课程、素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课程,推动航海、航空、航天、车辆和建筑模型运动在青

少年人群中的普及,以实际行动迎接建党100周年。

2. 各区市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此次系列活动的重

要意义,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制定活动方案,协调

配合,周密组织,要逐步采用组织培训、活动、赛事等,扩

大影响,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要充分发挥模型类教育竞赛

活动所独具的 “体教结合”特性,积极探索引入社会优质教

学资源,总结、汇总和生成分年级、分专题的科技体育模型

课程资源包,引入学校和课堂,推动其成为中小学科技模型

进校园的品牌赛事。

3.各区市要认真作好安全保障工作,要牢固树立 “安

全第一”的指导思想,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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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竞赛管理办法,按照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审

定公布的2021年竞赛规程和有关要求,精心策划并做好各

区市和学校选拔的组织工作,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地

进行。

4.各区市要积极落实培训等支持工作,要重视对科技

体育辅导员的培训和支持。各区市采取各种形式对科技体育

辅导员进行科技体育相关内容的培训,支持辅导员参加国

家、省、市级培训班。要根据实际需求,引入相应的培训课

程,组织教师按照课程要求进行系统学习。健全支持政策,

要切实帮助解决科技体育辅导员在活动中遇到的时间、待遇

和经费等困难,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5.各区市在组织基础活动和比赛时,需严格执行各级

疫情防控部门要求,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确保参加活动师

生的安全,必要时可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模式进行。

三、组织工作

1.青少年科技模型教育竞赛活动由市科协、市教育局、

市体育局联合主办,在市体育局的指导下,由市青少年科技

中心牵头并与青岛市少年科学院共同完成活动的组织协调工

作,青岛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承担活动的具体实施工作。

2.各区市科协和教育 (体)局要共同做好本区 (市)

活动的组织工作。区市级选拔赛结束后,将本地参与学校、

青少年数量、组织活动次数等开展活动的相关资料汇总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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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办公室,作为全市比赛名额分配的参照依据。

3.通过市级比赛选拔产生的优秀参赛者,由市活动办

公室统一报名组队参加全省和全国的同类比赛。

4. 青少年科技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将通过青岛市科技馆

官网 (网址:www.qdstm.cn)发布活动信息,请各单位及

时查看有关信息。

5.为了推动青少年科技模型教育竞赛活动的普及开展,

全面提高活动的水平,主办单位将从各区市有较好活动基础

的学校中选拔出 “青岛市科技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推荐参加

申报 “全国科技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评审活动,在师资培训

等方面给予支持。

活动办公室设在青岛市青少年科技中心,地址:青岛市

中 山 路 3 号, 邮 编:266001。 联 系 人: 陈 冬, 电 话:

80911551,电子信箱:kjjsxd@163.com。

附件:2021年青岛市青少年科技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实

施方案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　青 岛 市 教 育 局　青 岛 市 体 育 局

202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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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青岛市青少年

科技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实施方案

青岛市中小学生红色主题系列科技模型制作及演讲大赛

为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培育工匠精神,践行体教融

合。以 “红心向党　匠心育人”红色主题教育为核心,通过

做一套红色文化主题模型,讲一段红色革命历史,激发广大

中小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坚定不忘初心跟党走,让红色精

神世代相传。用实际行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青

岛市青少年科技中心将于2021年3月至6月下旬举办以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时间轴,选取经典时刻和重要历史事件作

为主题,采取模型场景制作及现场演讲的方式,展示红色史

迹、红色故事的青岛市中小学生红色主题系列科技模型制作

及演讲大赛。规程如下:

一、比赛日期

2021年3至6月下旬 (市级总决赛时间待定)

二、比赛地点

预选赛以各区市为主体组织 (市级总决赛地点待定)

三、参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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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中小学 (包括中专、职专)在校学生。

四、比赛分组

竞赛分设小学组、中学组 (每个参赛学校需由3名学生

组成)。

五、参赛项目

从近两年 “我爱祖国海疆”、“共筑家园”全国竞赛项目

中选取。

1.红色航程:南湖红船系列航海模型。

2.红色圣地:一大会址、毛泽东故居、遵义会址、古

田会址等建筑模型。

六、参赛要求

参赛作品由参赛队根据命题自由设计,作品须展现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来的某个历史时刻或重大历史事件等

主题的场景模型。作品尺寸不大于:长80cm×宽60cm×高

60cm,参赛作品至少包含1件主题模型 (南湖红船、一大

会址、毛泽东故居、遵义会址、古田会址等)。作品可以赛

前完成,提交模型作品时,须提交一份 A4稿纸说明文。

七、比赛形式

以模型展示和现场演讲的形式竞赛,演讲可使用多媒

体,演讲和展示的时限5分钟。

八、成绩评定

成绩由主题演讲和模型展示两部分组成,全市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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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成绩评定采取专家评审和特邀评委结合的方式现场打分

决定项目的得分。

九、比赛组织方式

1.各区市分别组织各自的预选赛,预选赛时间为3至5
月份。各区市预选赛评审时须由2名市级以上的评委参与评

审,成绩方为有效。

2. 每个区市预选赛选拔出的各组别一等奖的学校入围

参加青岛市总决赛。

3.入选参加市级决赛的作品,须提交2分钟以内的作

品视频介绍 (mp4格式)。

4.市级竞赛设等级奖,作品最佳展示奖,演讲最佳网

络人气奖。

5.市区两级比赛须严格执行各级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

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必要时可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模式

进行。

具体参加市级总决赛的要求以补充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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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北京—飞向太空”

青岛市青少年航空模型制作活动和比赛

2021年3月开始组织 “飞向北京—飞向太空”青岛市

青少年航空模型制作活动,7月份举办市比赛,7月下旬组

队参加山东省和全国比赛。比赛规程如下:

一、参赛范围

全市中小学 (包括中专、职专)在校学生。

二、比赛项目

1. “歼20”纸飞机航母着舰积分比赛 (只设小学组)

2. “鲁班鸟”扑翼橡筋竞时赛 (只设小学组)

3. “剑客”电动自由飞留空时间

4. “空中巴士”舱身橡筋动力飞机

5. “灵雀号”橡筋动力滑翔机留空时间

6.水火箭打靶

7. “C919”遥控飞机绕标赛

8. “领航者”四轴飞行器竞时赛

9. “天戈”(2.4G)遥控直升机障碍赛

10. 模拟遥控飞行、模拟飞行比赛 (比赛规程另行通

知)

三、比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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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分基层预选赛和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1.基层预选赛:2021年3月到6月下旬,各单位举办

基层活动及比赛,并选拔出参加市决赛的人选。

2.市决赛:2021年7月上旬举行市决赛,具体比赛时

间和地点另行通知。市决赛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

25日,各组织单位可以通过市活动办公室的电子信箱 (电

子信箱地址:kjjsxd@163.com)报名。届时未报名的单位,

将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市级决赛。

3.为了鼓励贫困家庭子女参加活动,市活动办公室为

各区市免费赠送纸飞机;用于参加纸飞机直线距离比赛。

4.市决赛分组:第1、2、3项只设市区、市郊小学组;

其他项目均按市区小学组、市郊小学组和中学组计算成绩,

不分男女组。

5.各单位参加市决赛的名额,按各项目参加本届活动

的人数确定 (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二)2021年4月中旬将邀请有关专家对我市科技辅导

员进行培训,5月将组织我市部分优秀的科技辅导员赴先进

的省市学习考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2021年7月下旬,将组队参加山东省青少年航空

航天模型锦标赛。

(四)2021年8月上旬将组队参加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总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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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励办法

1.个人奖:按各比赛项目、组别报名参赛人数的30%
录取,分别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2.单项团体奖:比赛项目中第1-6项目,各组按参赛

各学校的前5名选手得分的总成绩排列团体名次;第7-10
项按参赛各学校的前3名选手得分的总成绩排列团体名次。

对各比赛项目、组别参赛获得前8名的单位给予奖励,

参赛单位不足12个时,酌情减少奖励数量。

3.组织奖:根据活动的普及率、组织情况和比赛成绩

评选优秀组织单位奖、优秀组织工作者奖。

4.辅导奖:对获奖选手的辅导老师给予相应等次的优

秀辅导奖 (辅导多人、多项获奖的辅导老师只取最高奖次)。

五、活动器材

活动和比赛须使用全国组委会规定的模型器材;市活动

办公室协助协调采购。

六、市比赛参赛办法、竞赛规则以及领队会召开时间等

事宜,由市活动办公室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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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祖国海疆”青岛市青少年航海模型制作活动和比赛

2021年7月开始组织 “我爱祖国海疆”青岛市青少年

航海模型活动,10月下旬举办市比赛,8月份组队参加全国

比赛。比赛规程如下:

一、参赛范围

全市中小学 (包括中专、职专)在校学生。

二、比赛项目

1.中国纸质仿古帆船制作 (沙船)

2. “远望号”科学考察船航行赛

3. “南湖红船”模型航行赛

4. “泉州舰”导弹护卫舰航行赛

5. “西宁号”导弹驱逐舰模型航行赛

6. “沂蒙山号”两栖登陆舰模型航行赛

7. “蛟龙号”、“沂蒙山”遥控模型遥控绕标赛

8. “白马湖号”280、400遥控帆船绕标赛

9. “新小虎鲨”遥控双体快艇绕标赛

10. MINI-ECO-ST绕标竞速赛 (青少年锦标赛项目)

11. MINI-ECO-EXP绕标竞速赛 (青少年锦标赛项目)

三、比赛办法

(一)比赛分基层预选赛和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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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层预选赛:2021年7月到10月,各单位举办基层

活动及比赛,并选拔出参加市决赛的人选。

2.市决赛:2021年10月下旬举行市决赛,具体比赛时

间和地点另行通知。市决赛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

15日,各单位可以通过市活动办公室的电子信箱 (电子信

箱地址:kjjsxd@163.com)报名。届时未报名的单位,将

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市级决赛的权利。

3.市决赛:除第2项外,其余项目均按市区小学组、

市郊小学组和中学组计算成绩,不分男女组。

4.各单位参加市决赛的名额,按各项目参加本届活动

的人数确定 (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二)2021年9月上旬,在青岛举办全国航海模型科技

辅导员培训班 (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三)2021年8月上旬我市将组队参加全国航海模型总

决赛。

四、奖励办法

1.个人奖:按各比赛项目、组别报名参赛人数的30%
分别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2.单项团体奖:比赛项目中第2-7项按参赛各学校的

5名选手得分的总成绩排列团体名次。

第1和第8-12项按参赛各学校的前3名选手得分的总

成绩排列团体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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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比赛项目、组别参赛获得前8名的单位给予奖励,

参赛单位不足12个时,酌情减少奖励数量。

3.组织奖:根据活动的普及率、组织情况和比赛成绩

评选优秀组织单位奖、优秀组织工作者奖。

4.辅导奖:对获奖选手的辅导老师给予相应等次的优

秀辅导奖 (辅导多人、多项获奖的辅导老师只取最高奖次)。

五、活动器材

活动和比赛须使用全国组委会规定的模型器材;市活动

办公室协助协调采购。

六、市比赛参赛办法、竞赛规则以及领队会召开时间等

事宜,由市活动办公室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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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家园”青岛市青少年建筑模型制作活动和比赛

一、参赛对象

1.全市中、小学校均可组队参赛,各区、市少年宫或

组织单位自行组织选拔赛;

2.各区市推荐优胜单位参加全市决赛。

二、比赛时间

2021年10月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比赛项目

1. “缤纷童年”涂装木屋制作 (只设小学组)

2. “一大会址”设计赛

3. “中华庭院”古典民居创意赛

4. “新夏日奇缘”安娜小屋场景设计赛

5. “遵义会议”旧址制作赛

6.毛泽东主席故居制作赛

7. “回澜阁”纸质建筑模型制作赛

8. “美丽乡村”场景设计赛

四、比赛分组

1.个人单项赛设市区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市郊

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中学男子组、中学女子组。

2.团体赛设市区小学组、市郊小学组、中学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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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按参赛学校前2名男选手和前2名女选手的总成绩排列团

体名次)

五、比赛办法

1.各区、市选拔赛可根据当地情况参照全市比赛规则

进行。

2.各项目入选全市决赛的参赛人数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3.各参赛单位必须将报名表打印一式两份,于赛前报

市活动办公室。

六、奖励办法

1.各项目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2.团体赛奖励前八名。

3.评选优秀辅导教师。

4.评选优秀组织单位。

七、活动器材

活动和比赛须使用全国组委会规定的模型器材;市活动

办公室协助协调采购。

八、比赛规则、领队会召开时间及其他有关补充事宜,

由市活动办公室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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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未来”青岛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普及赛

一、参赛对象

全市在校中、小学生 (包括中专、职专学生)。

二、比赛项目

1.四驱车竞速赛 (只设小学组)

2. “幻影F1”创意电动赛车 (只设小学组)

3. “开拓者 X”太阳能动力车直线竞速赛 (只设小学

组)

4. “速客”1比27遥控车竞速赛

5. “烈风”1比24遥控车竞速赛

6. “猎豹”1比22遥控车竞速赛

7. “领克”1比18赛车竞速赛

8.安全行车积分赛

9.三对三大脚车足球赛

10.二对二遥控车桌球赛

三、比赛办法

1.竞赛分基层预选赛和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1)基层预选赛:2021年10月至11月以各区市为单

位举行,并选拔出参加市级决赛的人选。

(2)市级决赛:2021年3月份举行全市车辆模型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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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赛地点及领队会另行通知。

(4)市级决赛分组:设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中

学组。

(5)参加市级决赛的名额按各单位参加活动的人数确定

(参见比例分配表)。

2.我市将在2021年11月组队参加全国总决赛。

四、报名时间

市级决赛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10日,届时未

报名的单位将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市级决赛的权力。

五、奖励办法

1. 个人奖:按各比赛项目、组别的报名参赛人数的

30%分别设一、二、三等奖。

2.单项团体奖:竞赛项目中第一、二、三项各组按参

赛各学校的前五名运动员得分的总成绩排列团体成绩;第4

-7项按三人计算团体成绩并排列个人名次。

各竞赛项目组别参赛单位超过12个时,对获前8名的

单位给予奖励。参赛单位不足12个时,酌情减少奖励数量。

3.组织奖:根据活动普及率、组织情况和比赛成绩评

选优秀组织单位奖若干名,对在组织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

评选优秀组织工作者奖若干名并给予奖励。

4. 对获个人奖学生的辅导老师给予相应等次的优秀辅

导奖 (辅导多人、多项获奖的辅导老师只取最高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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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动器材

活动和比赛须使用全国组委会指定的模型器材;市活动

办公室协助协调采购。

七、竞赛规则、领队会召开时间及其他补充事宜,市活

动办公室将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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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暨青岛地区选拔赛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培育青少年

科技素养和创新精神,有序推动无人机运动进校园,提升青

少年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

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 《关于举办2021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

创新教育竞赛活动的通知》 (航管字 〔2020〕269号)的要

求,青岛市青少年科技中心将举办2021年全国青少年无人

机创新教育竞赛暨青岛地区选拔赛。竞赛规程制定如下:

一、竞赛日期

2021年3月-7月。

二、竞赛地点

待定。

三、参赛范围

全市中小学 (包括中专、职专)在校学生。

四、竞赛项目

(一)无人机航空科普知识竞赛

考验选手对无人机航空科普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是

整个活动的基础科目。

(二)无人机竞速赛

考验参赛选手的无人机操控技能,以及敏锐观察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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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手脑协调和赛场决策力等综合能力。

(三)无人机足球赛

参赛团队合理地利用规则,进行战术策划、执行和无人

机对抗,考验参赛选手对无人机的操控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和团队精神。

(四)无人机任务赛

是跨学科、跨行业的融合创新竞赛项目,考验参赛选手

合理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完成各类常见的军事、生产和生

活相关主题任务。

(五)无人机自主飞行编程赛

参赛选手通过编程,控制无人机自主飞行完成任务,考

验青少年对程序基本结构和控制方法的掌握,锻炼青少年的

专注力和编程思维。

(六)无人机创意设计赛

在飞行器设计制图、动手制作、调试飞行的活动过程

中,考验参赛选手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

五、竞赛要求

(一)竞赛分设小学组和中学组。

(二)竞赛规则按照2021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总决赛规

则执行。

(三)由各区市负责所属中小学校组织报名工作,报名

表汇总后统一发到kjjsxd@163.com 报名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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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截止日期:详见补充通知。

(五)每名选手除航空科普知识竞赛以外,限报2个竞

赛项目 (具体报名办法详见补充通知)

(六)竞赛器材:竞赛用无人机、电池等器材,必须严

格按照全国竞赛规程、规则要求执行。

竞赛活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器材费用自理。

六、本规程未尽事宜详见补充通知。

抄报:省科协科普部,省教育厅基教处,省体育局群体处。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21年1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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