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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 0 1 0年开始，

由中国科协、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和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共同

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了

“开启天宫的梦想”--

全国青少年载人航天科

普系列活动。目的是激

发广大青少年对航天科

技的兴趣，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科技创新人才。

特别是2013年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的完美对接，首次进

行了太空授课活动。此次太空授课活动由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

讲，聂海胜、张晓光担任授课助理和摄像师。在太空进行了五

项奇妙生动的基础物理实验，同时面向青少年进行天地对话。

在全社会青少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2014年，主办单位将继续开展青少年载人航天科普系列活

动，特此围绕天宫二号组织开展全国青少年载人航天科普系列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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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天宫二号科学实验方案征集

·活动对象：全国在校的初中生、高中生均可

      参加（个人、团队不限）

·征集活动时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全国青少年

天宫二号科学实验方案征集活动

方案内容：

（1）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进行这种实验； 

（2）你的实验试图解决或发现什么问题；

（3）用何种方法证实或否定你提出的问题；

（4）用何种设备或材料完成你提出的问题；

（5）如何采集和分析实验数据，如何评定实验结果。

方案要求：

（1）科学理论的正确性；

系指所提方案要有正确的科学依据，而非凭空臆想。方案的

概念、实验的方法和数据分析处理等都必须合符公认的科学理

论。

（2）适用于空间实验室的可行性；

一是指唯有在太空环境下才能验证的实验。也就是说，任何

方案都充分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验证在地球上无法或难以完

成的实验；

二是指实验的全过程都必须能在空间实验室内完成，不干扰

或影响空间实验室执行其主要任务。 

征集方案的内容和要求
欢 迎 大 家

踊 跃 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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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的独创性；

系指所提方案要有独特的讲解，不能照抄国内外已经或将要

上天的实验方案，如有与国内外相似的方案，则方案的概念、

实验的方法、所用设备和材料等均应充分表现本人的独创精

神。 

（4）文字表达的条理性；

主要是指方案在文字表达和思路上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是否

按内容要求设计方案，是否字迹工整，态度认真。

（5）安全性。

主要包括禁用明火、高压放电、易燃易爆、易污染腐蚀材

料、磁性材料或有毒化学制品，以及哺乳动物等上天做实验。

参与方式：

参赛选手可登录相关网站或各地宣传单位下载或领取活动

指导手册。参赛选手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进行作品提交。同时

通过邮寄方式，将作品邮寄至组委会。

评选设置：

组委会将组织评审组对参赛作品按初中组、高中组两组进

行评审，每组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获奖参赛者将有机会参

加航天系列的后续活动。

奖项设置：

一等奖：初中、高中组各10个

二等奖：初中、高中组各20个

三等奖：初中、高中组各30个

奖励：

一等奖：颁发证书；免费参加青少年航天科技体验营活动

二等奖：颁发证书、纪念品

三等奖：颁发证书、纪念品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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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前，建议查阅资料，了解相关知识点。

一个好的实验方案构思出来后，还要用简洁的语言准确地

表达出来。其具体内容应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方案摘要： 把方案的要点浓缩成150字之内的短文。

说明问题所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及其所用设备等。

二、方案正文要说清以下几个问题：

1、提出问题：以精炼的语言提出你的实验试图发现或解

决什么问题。即通过地面的实验和观察，你已经发现了什么问

题，并设想在太空中会出现什么情况。简要地列举通过实验，

要在太空中证实或否定何种假设。

2、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实际上就是说明用什么具体方

法、步骤和控制条件完成你的实验，以便在太空中证实或否定

你提出的假设。建议实验在一个相对密封的环境中，实验结果

对外界环境不会有影响，设备要简单可靠，步骤要从简。

如何撰写科学实验方案

3、耗材与设备：详列完成实验需用哪些材料和设备，以及

它们的重量、尺寸和特性。最好有附图，附图不要求达到工程

设计图的精度，只要求画出粗略的原理图或示意图。优先考虑

尺寸小、重量轻的材料和设备。

4、数据分析：简述如何分析由实验所取的数据？如何判断

实验的成功与失败？

5、得出结论：说明此实验有何实用价值或科学意义。

三、检查与修改：

完成初稿后，最好请别人审读一遍，如果别人也能像你一

样理解和表达其中的含义，说明此方案写得比较好；如果不能

使你满意，你最好重新修改，然后再请第三者审读，直到自己

认为满意为止。在填表前，还要请指导老师仔细审核，并进行

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具体实例，请看下页《水的沸腾》一文。

科 学 实 验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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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称：水的沸腾

方案设计人：XXX

方案摘要：在地球引力场内，水沸腾时，其气泡和液态水

明显分离。在无引力情况下，气泡和液体可以混合，可分离成

内外、外内或左右而存在。本实验使用伸缩自如的医用注射针

筒盛满清水，内安电阻丝，经电池通电加热，使水产生气泡。

用录相机记录沸腾过程，确定气、液两态存在状态的真相。

水 的 沸 腾

问题：在地面上，当水沸腾时，在瓶底生成的蒸汽泡上升

到液面，蒸汽和水明显分离，气泡的产生和与水分离的想象皆

由于液体（水）内部有压力梯度存在。而压力梯度是地球引力

所致，也就是帕斯卡定律。当引力场消失时，压力梯度即随之

消失，这时沸腾现象是否仍然存在？气泡和水是否仍然分离？

需要通过实验给予回答。

假设：我对上述问题的推想是：在无引力情况下，沸腾会

以下列若干可能的状态出现。

1、流体的对流是由热胀冷缩及压力梯度两个因素所致。

因压力梯度又起因于地球引力，故当引力消失时，电阻丝旁因

沸腾所形成的气体（气泡）只能膨胀，不能不升。气体受热产

生高压，将液体推向电阻丝四周，形成内气外液的分布（见图

一）。

 

2、气泡在电阻丝旁形成时具有高温和高能，势必向四周

喷射，有如电子管内自灯丝喷出的“热”电子。这种情况下，

可能产生两种分布：

甲：因为液体内部不存在压力梯度，喷出的气泡在液体内

自由碰撞，形成混乱状态（也可能有的小气泡合并）。温度计

所测得的温度既非汽温，又非液温，故无法显示所谓的“沸腾

温度”（见图二）。

图一 

电阻丝四周内气外液的现象

图二

电阻丝四周形成气泡和液体同时存在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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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具有高能的气泡，冲破液体的阻力，达到容器的边

缘，形成内液外气的分布（见图三）。

3、如实验安装位置正跨在航天飞机运行轨道的中心线

上，中线内方受到向后的拉力，中线外方受到向前的拉力（由

于内、中、外三部分的微重力略有不同），在内外两部分产生

了不同方向的压力梯度，于是气泡移动的方向随之不同（见图

四）。

步骤：以能伸缩自如的医用注射针筒为容器，盛满清水，

内装电阻丝及温度计各一。电阻丝通电加热期间，针筒的活塞

自动调节，保持液体内外压力均等。筒内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及

温度计上所显示的度数均由一台自备电源的录相机记录。实验

的实施分为两步：

1、地面测试：在飞行前实施。测定电池容量，电阻丝电

阻、照明及录相机安装角度、保险装置及实验所需时间（估计

10分钟）。

2、飞行实验：记录气、液分离状态受地球引力场的影

响。实验中要观察记录的想象为“沸腾现象”、“气泡形成现

象”及“气液两态界限”。上述全部设备安装在指定的实验容

器内。实验容器在天宫二号里的位置，必须正跨在它的中心线

上，要航天员代办的工作只限于打开电钮，但不需要关闭。电

池用完后，实验自动停止。

材料及设备：①医用注射针筒（5X15厘米）；②电阻丝；

③温度计；④蓄电池；⑤透明塑料盒和防水密封胶；⑥录相机

（连同自备电源、计时器和记录器）；⑦电钮；⑧照明。

数据分析：①确定四种假设之一；②根据记录时间、计算

气泡行踪。

得出结论：1、对无引力环境内由于温度梯度而产生的流体

对流运动有所认识；2、为中学基础物理教材补充“无引力情况

下沸腾现象”的内容；3、模拟肉眼看不见的电子在电子阴极管

里的运动；4、研究热力学中有关气液混合状态的新理论。图四

气泡向压力递减的方向移动

图三

电阻丝四周形成内液外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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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例 简 介

液态混合物的凝固    在地面上，不同密度、凝固点和表

面自由能的两种液态物质的混合物，在凝固时，由于重力的影

响，会分出层次，密度大者在下。在太空无重力环境中，表面

张力占统治地位，凝固体还会分层吗？凝固过程中，固液界面

如何分布？本方案采用伍德合金和松香两种物质，按质量1:2

的比例混合，装在实验容器里。由航天飞机带入太空后，加热

至熔化，搅拌均匀，然后迅速冷却。带回地面后，检测伍德合

金和松香的分布情况，研究失重对物质表面物理化学性能的影

响，为创造新材料新工艺探路。

失重对洋葱细胞分裂的影响    在地面上，洋葱和其他高等

植物一样，体细胞是以有丝分裂方式增殖的。有丝分裂是一个

连续而复杂的过程，中间要经过纺锤丝和染色体等一系列的发

育变化。在太空失重条件下，洋葱有丝分裂的过程还能顺利进

行吗？如能进行、与地面上有什么不同？洋葱由航天飞机带入

太空后，让其吸收水份和给于有丝分裂需要的其它条件。3—4

天后，用酒精将洋葱的发育状态固定，带回地面后，与地面上

同样的一组对比研究，了解失重对洋葱细胞有丝分裂的影响和

失重情况下洋葱细胞有丝分裂的规律。

太空环境对天麻等种子发芽生长的影响    天麻、砂仁、

罗汉果和田七等是广西的特产药材，为发展这些名贵药材创新

路，将这些药材的种子分两组带入太空，一组让其在适当的

温、湿度下发芽生长。然后均带回地面，发芽生长的一组与地

面上发芽生长的一组对比研究，看起有何不同。未让其发芽的

种子，保存数年后再种植，了解太空环境对这些药物生长发育

有何影响。

微重力下观察表面张力的性质    在地面上，用密度比水

小的油或密度比水大的四氯化碳分别与水混合，总是水分散油

和四氯化碳。水的表面张力比油和四氯化碳都大，如果上述结

果是由表面张力决定的，那么，表面张力比水大的汞与水混合

时，应该是汞分散水。但由于汞的密度比水大得多，在地面上

由于重力的作用，汞很快就沉到水底，得不到稳定的分散体

系。在微重力环境中，可得到汞和水的稳定分散体系，就可观

察表面张力是否具有这种性质。

宇宙辐射对药物的影响    在一个圆柱形转轴的轴面上，

安有分格的直槽，每格放一种药物。转轴外装圆筒形防辐射屏

蔽，圆筒上留有与直槽同宽的开口。当某一直槽对准开口时，

其中的药物即接受辐射，可用感光胶片记下辐射剂量。让转轴

按要求转动，使各种药物均接收不同剂量的宇宙辐射。回到地

面后，对各种药物进行分析，研究宇宙辐射对药物的影响。

外层空间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    在地面上，植物细胞的有

丝分裂分期明显。分裂前期，细胞两极发出纺锤丝，逐渐形成

纺锤体；分裂中期，纺锤丝牵引染色体均匀地分布在纺锤体的

赤道上；分裂后期，纺锤丝收缩，两个染色单体分离；分裂末

期，细胞板规则扩散，形成规整的细胞壁，从而形成子细胞。

在太空失重条件下，上述分裂过程能否正常进行？有哪些影

响？太空的宇宙辐射如何影响植物的有丝分裂？本方案可采用

洋葱做实验，用冰醋酸固定后，带回地面与地面上的一组做对

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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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间 环 境

 人类航天活动的空间环境，从太阳表面开始，包括行星及

行星际空间、地球磁场、电离层及部分大气层的范围。

大气层空间环境

地球大气层是航空活

动的范围，也是航天活动

必经的空间环境。

地球大气层指距地面

120千米之内的空间，通常

把120千米以外的空间叫外

层空间。地球大气层环境

按大气温度随高度的分布

和其他物理特性，可划分

为对流层、平流层、中间

层、热层和散逸层。

对流层是地球大气层中最低的一层，一般在10千米以下

的空间。这里集中了全部大气四分之三的质量和几乎全部的水

汽，天气变化最复杂，如雷暴、浓雾，雨雪、大气湍流，切变

风等重要天气现象都出现在这一层，这些天气现象对火箭发

射、升空飞行都会有很大影响。

另外，在50千米以上、几千千米以下的空间，在太阳紫外

线、X射线、微粒辐射和宇宙射线的作用下，高层大气经常处于

电离状态，这个区域称电离层。电离层的结构及其变化会影响

航天器的无线电通讯。

地球行星空间和行星际空间环境

地球大气层以外地球周围的空间，叫地球行星空间。太阳

系各行星之间的空间，叫行星际空间。在这样的空间环境，除

高真空、超低温和微流星体外，

还有太阳电磁辐射、太

阳宇宙线和太阳风

等。地球磁场的磁

层俘获太阳发出的

高能粒子形成地球

辐射带，太阳产生

耀斑时由高速太阳风

引起磁暴和强烈的X射

线。这些现象对航天活动都会

带来很大的影响。

地球磁层示意图

航 天 知 识

  小 贴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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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环境

太阳是个炽热的火球,它的大气由里往外分为光球层、色球

层和日冕层。

光球层上有一种气体活

动现象，形成温度较低的暗淡

“黑子”成群出现，数量不稳

定，向外喷射高能粒子，剧烈

时引起地球磁场爆发，电离层

扰动和气候变化。色球层会发

生“耀斑爆发”，产生大量的

紫外线、X射线、γ射线和高能带电粒子。日冕层的冕洞不断向

外喷射高温磁化的离子，这些带电粒子形成强劲的气流即很强

的太阳风。所有这些强辐射的高能粒子流对航天器和航天员都

会造成不利影响。

太阳系行星和卫星等天体环境

太阳系有八大行星，由里到外排列顺序是水星、金星、地

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们都在各自的轨

道上环绕太阳运行。围绕行星运行的天体称卫星，月球是地球

唯一的天然卫星；除水星、金星没有卫星外，其他行星都有卫

星，有的甚至有20多颗卫星。除行星和卫星外，太阳系还有许

多小行星和彗星。这些天体不仅是航天器造访的对象，而且它

们的环境各不相同，对航天器的探测飞行都有不同的影响。

 太空飞行环境

太空飞行环境包括空间的自然环境和诱导环境。

自然环境就是上述几种空间环境，包括高真空、低温、电

磁辐射、宇宙线、高能粒子流，等离子体流、微流星体、行星

磁场、太阳风、大气和重力等。诱导环境指航天器某些系统工

作及其在空间因素作用下造成的环境，如火箭发动机工作产生

高温、强振，一些仪器设备工作产生电磁场等，特别是航天器

作轨道飞行时会产生失重力或微重力环境，这种失重环境造成

与在地球上完全不一样的物理特性变化，是影响太空飞行最特

殊的诱导环境。

对流层

辐射

核心

日珥

色球层

光球层

太阳
黑子群

日冕

太阳的结构示意圈

太阳系行星及卫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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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资源

人类从事航天活动的目的，在于探索、开发和利用空间资

源，为满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需求服务。 

高远位置资源    

航天器在相对于地表的高远位置，是空间轨道上的一种具

有巨人价值的资源，也称轨道资源。航天器达到外层空间的高

远位置，最低点一般也高于200千米，其可观测的地域之广、时

间之长，都是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或气球所望尘莫及的。航天器

利用高远位置，对地球及其大气层的观测以及通信、导航具有

广阔的覆盖面积。

微重力资源

航天器利用太空的微

重力环境，可以获得地球

上难以制取的纯净材料，

可以提炼对生物工程起

重要用作用的高纯度微生

物，可以生长出高质量的

单晶、多元晶和半导体，

可以制造出性能优良的玻

璃和合金，可以生产治疗

疑难疾病的优良药物等。

高真空和超洁净资源

太空的高真空和超洁净环境，是高纯度和高质量冶炼、焊

接和分离提纯的理想条件，可以制造出在地球上难以得到的高

级材料和特殊产品。由于没有大气对光线和各种辐射的吸收、

反射、折射和散射作用，航天器上也是进行天文观测的最佳场

所。

辐射资源

在太空，宇宙辐射强度要比地面大得多，而且是全谱段的辐

射。辐射对太空育种有重要作用，经过太空辐射的作物或植物种

子，有可能发生变异而培育出优质、高产与抗病作物和植物。

中国风云一号极轨道气象卫星(FY-1)

在太空生长的胰岛素结晶(下)比在
地面生长的胰岛素结晶品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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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站

高、低温和大温差资源

在空间环境中，被太阳直射的物体表面可达100℃以上的高

温，而背阳面则可达-100℃以下的低温。两者之间形成很大的

温差，这种高、低温和温差大的环境，对一些特殊工业材料的

工艺和制备会有很好的作用。

太空植物

太阳能资源

在太空，可利用的太阳能十分丰足，太空没有大气对太阳

光的反射和吸收，也不受天气、尘埃和有害气体的影响，因而

太阳的照射损失很小，太阳能的利用率就高，可以建造大型的

太阳能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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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资源

通过对月球的探测和初步考察，证实月球上拥有许多供

人类享用的物质资源。月岩中含有60多种矿物，其中6种在地

球上没有；月面尘埃中含有大量的氦ˉ3，这是一种清洁的核

聚变原料；月球土壤中含有40％的氧，可用于解决航天活动

所需的氧化剂；特别是发现月球南北极存在大量的水冰，展

现出广阔的开发前景。此外，月球的引力小，有一个真空、

无菌的环境，是进行材料生产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良好场所；

月球无大气包围，背面不受地球无线电干扰，是进行天文观

测和天文物理实验的理想基地；月面的低重力、无大气，易

于发射航天器，可作为人类飞往其他星球的中转站等。

聚变原料；月球土壤中含有40％的氧，可用于解决航天活动

所需的氧化剂；特别是发现月球南北极存在大量的水冰，展

现出广阔的开发前景。此外，月球的引力小，有一个真空、

无菌的环境，是进行材料生产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良好场所；

月球无大气包围，背面不受地球无线电干扰，是进行天文观

测和天文物理实验的理想基地；月面的低重力、无大气，易

于发射航天器，可作为人类飞往其他星球的中转站等。

小行星上的资源

太空中的一些小行星，含有极为丰富的铁、镍、铜等金

属，有的还含有铂族贵金属和宝贵的稀土元素。这些都是可供

人类开发利用的物质资源。

火星资源    

火星有许多与地球相似的特征。它是类地行星，有两极，

有固体表面，有沙丘和干涸的河床，有大峡谷和火山，有稀薄

的大气，有四季交替的气候，曾经有过大量的液态水。火星上

蕴藏有赤铁矿，土壤富含磷、钾、钙、镁、硫和其他微量元

素，还有极为丰富的风能、地热能以及可利用的太阳能。火星

是太阳系中地球以外最适宜生命存在的星球，因此可期望在火

星上创建人类的第二家园。

开发月球

建设火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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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9日,中国用长征2号FT1运载火箭将天宫一号

目标飞行器发射升空。9分钟后天宫一号进入近

地点200千米、远地点347千米、轨道倾角42.75

度、周期90分钟的运行轨道。天宫一号是未来空

间站的雏形，天宫就是中国人正在建设的太空家

园。

天宫一号这个初建的太空之家，最大直径

3.35米，重8.5吨，可为航天员提供15立方米的

活动空间，能容纳3人短期工作和生活。

天宫一号分为实验舱和资源舱。实验舱是控

制舱，也是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舱。舱内配套设

施有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以及航天员生活

所需的各种设备，包括两个专用睡眠区、太空锻

炼器材和医学实验设备、照明和空气供给系统、

可视电话通信设备，还有服装鞋袜、睡袋、航

天食品、诊疗箱等。资源舱是设备舱，包括发动

机和电源装置，为轨道控制提供动力，为飞行提

供能源。舱外安装有一副太阳能电池板，为轨道

控制与姿态控制提供电力。舱内的电源系统担负

向运行平台、生命保障系统及应用系统设备供电的任务。资源

舱还装有中继天线，可以通过天链一号中继卫星向地面发回信

号，从而架起天地之间联系的桥梁。

这个太空之家必须有神舟飞船载人运物到太空去交会对

接，形成最初的天上街市，才能正式住人，开始天上人间的生

活。

2011年11月1日，神舟8号无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升空，11月3日与在轨运行541圈的天宫一号成功实现对接，

组成一个轨道组合体。这个初建的太空之家靠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地面测控站、海上远望号测量船、天链一号中继卫星

组成的载人航天测控通信网控制，在太空轨道上安全运行。神

舟8号飞船在完成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之后，于11月7日在内蒙

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着陆。这次两个航天器空间交会对接的成

功，为载人到太空之家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2年6月16日，神舟9号飞船搭载景海鹏、刘旺、刘洋等

3名航天员到在轨运行的天宫一号上，实现有人控制的空间交会

对接。

20 1 3年6月1 1

日，神舟10号载着航

天员聂海胜、张晓

光、王亚平从酒泉卫

星发射场出发，开始

执行第二次载人航

目标飞行器发射升空。9分钟后天宫一号进入近

地点200千米、远地点347千米、轨道倾角42.75

度、周期90分钟的运行轨道。天宫一号是未来空

间站的雏形，天宫就是中国人正在建设的太空家

天宫一号这个初建的太空之家，最大直径

3.35米，重8.5吨，可为航天员提供15立方米的

天宫一号分为实验舱和资源舱。实验舱是控

制舱，也是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舱。舱内配套设

施有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以及航天员生活

所需的各种设备，包括两个专用睡眠区、太空锻

可视电话通信设备，还有服装鞋袜、睡袋、航

天食品、诊疗箱等。资源舱是设备舱，包括发动

机和电源装置，为轨道控制提供动力，为飞行提

供能源。舱外安装有一副太阳能电池板，为轨道

控制与姿态控制提供电力。舱内的电源系统担负

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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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天交会对接任务。6月20日，神舟十号3名航天员在天宫一号

开展基础物理实验，为青少年进行太空授课，全国8万余所中学

6000余万名师生同步收看直播。

今后，预计在2016年左右建立空间实验室，2020年前后建

成载人空间站。中国的空间站，将是一个由多个航天器组成的

大型轨道组合体。

按预期设计，中国空间站将由1个20吨级核心舱和2个20吨

级实验舱组成，总发射重量超过60吨。核心舱长近20米，最大

直径4米左右，分为节点舱、生活控制舱和资源舱，是航天员的

主要活动场所，同时也是空间站的管理控制中心。核心舱的节

点舱段拥有5个对接口，资源舱段尾部还有1个对接口，用于对

接货运飞船。两个实验舱是开展空间实验的主要场所，供航天

员临时在里面生活。

到2020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家园。

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整体发展规划和计划，下一步我

国将开展空间实验室工程的研制建设，计划在2015年前后发射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与其同步进行的载人空间站工程也在按

计划推进，在2018年前后发射试验性核心舱，2020年前后完成

中国载人空间站的建造。在此期间，根据需要发射一系列的货

运飞船和载人飞船，向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物资的补给和

成员的往返。

空间站，也称为轨道站或太空站，是一

种能长期在地球低轨道上运行的大型载人航

天器，航天员可以长期在上面生活和工作，

这种大型航天器能在轨道上与飞船对接，由

飞船为它运送人员和物资；空间站作为建在太空的科学实

验室，在上面进行各种科学研究和实验、太空生产。空间

站与飞船的主要区别是它没有主推进系统和着陆设备，因

此它不能在轨道上作机动飞行和返回着陆。 

2015年前后发射天宫二号

链 接链 接 中国未来空间站中国未来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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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天宫二号科学实验方案征集表

    方案名称

   方案所属专业范围(选下列最相近的一项划 √ )

    材料□         物理□     化学□    生物□           医药□
    电子学□     工程□     环境□    地球科学□     其他□

方
案
摘
要

  姓名   所在学校

 指导老师

  方案名称(正文)

 评
 审
 意
 见

填表须知
1、字迹工整，打印稿或手写稿，正文不够可附页。

2、设计方案摘要150字左右，方案正文1000字左右。

3、设计方案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

4、团队报名不超过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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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者与指导教师情况

     说明：个人项目只填第一作者情况，集体项目须填写每位作者情况，集体项目不超
过三名。

第

一

作

者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现学历类别   □初中生     □高中生 年  级

学校全名   学校电话

学校地址 邮  编

家庭住址 家庭电话

署

名

作

者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现学历类别   □初中生   □高中生 年  级

学校全名 学校电话

学校地址 邮  编

家庭住址 家庭电话

署

名

作

者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现学历类别   □初中生   □高中生 年  级

学校全名 学校电话

学校地址 邮  编

家庭住址 家庭电话

指

导

教

师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务(或
职称)

专业领域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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