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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山东组委会
七山组办文〔2019〕05 号

——————————————————————

关于举办第九届山东省青少年“七巧科技”

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教育局、科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根据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组委会《关

于开展全国第二十四届“七巧科技”系列活动的通知》的文件精

神，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

动手实践能力，请各市县和学校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计划，

坚持学生为本、立足普及、重在参与、注重创新的原则，发动广

大学生积极参与七巧科技活动。同时，各地各校要认真做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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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安全等有关工作，确保本届活动圆满成功。现将山东省青

少年“七巧科技”系列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七巧科技”系列活动旨在锻炼青少年动手动脑能力，寓教

于乐，激发科学兴趣，启迪创造意识，培养用科学方法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科学素质和审美能力，促进科技教育活动的

普及与发展。

二、参加对象

全省在校初中生、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

三、竞赛内容

1.“智力七巧板”组合与分解竞赛（分年级段个人赛）；

2．“智力七巧板”多副主题创作 5 人组团体赛（现场命题）；

3.“智力七巧板”多副组合创新作品评比（申报）；

4.“智力美画板”简笔创作画竞赛（分年级段个人赛）；

比赛配套专用器材由“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组委会提供

（产品为获得国家专利，受法律保护。希望各组织单位和个人都

有义务保护知识产权，抵制假冒伪劣）。

四、时间安排

1．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4 月底，为各市、县（区）宣传

发动、组织培训、学校辅导；

2．2020 年 5 月 20 日前，做好各级竞赛的选拔工作，并在

符合竞赛要求的选手中，择优选拔参加省级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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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级竞赛将于 2020 年 5 月底（6 月初）举行，具体地点

另行通知;

4．推荐省级竞赛中获奖优秀学生、优秀辅导员、优秀组织

单位代表参加在 2020 年暑期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七巧科技”全

国总决赛暨科技夏令营。

各地如需组织辅导员培训，请以县（市、区）为单位向省组

委会提出申请，届时组委会将安排培训讲师到各市开展培训。培

训对象为各县（市、区）分管负责人、各校分管校长、科技辅导

员及幼儿园园长等，县（市、区）培训学校超过 30 所的可申请

单独培训。

五、表彰奖励

1．按各参赛项目设定：个人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

二、三等奖和作品评比一、二、三等奖;

2．对各参赛项目一等奖学生的指导老师颁发优秀辅导奖;

3．对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颁发优秀组织奖。

六、活动服务

第九届山东省青少年“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具体由山东组委

会负责，协助各级组织单位开展培训、辅导、相关竞赛活动，并

提供各级竞赛试卷和活动配套专用器材等。

联系人：刘红艳

电话：18653135323 邮箱：sdqs002@163.com

mailto:sdqs0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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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第九届山东省青少年“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实施细则

2.“智力七巧板”多副组合创新作品申报表

3.“智力七巧板”多副组合创新作品汇总表

4.“七巧科技”竞赛参赛学生报名表

5. 山东省“七巧科技”活动器材征订单

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山东组委会

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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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九届山东省青少年“七巧科技”系列活动
实施细则

一、“智力七巧板”组合与分解竞赛规则

“智力七巧板”组合与分解竞赛是“七巧科技”系列活动中

一项重要内容。其动手器材“智力七巧板”由七块不同形状的几

何图板组成，曾被选为第四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全国中

小学金钥匙科技竞赛”动手动脑器材，巧妙地应用排列组合和线

形规划原理，能拼排出两千多种形象生动的图案，拼装过程奥妙

无穷，创造天地无限广阔；还可用多副智力七巧板进行组合与分

解训练，可以进行广告创意、天文遐想、头脑思维训练及以自然

景观、生态环保、古诗情景、寓言故事、体育运动、生活场面等

为主题的多副组合创作。

1．活动目的和要求

通过“智力七巧板”组合与分解竞赛，锻炼青少年学生的动

手动脑能力，激发他们的科学兴趣，启迪他们的创造意识，培养

他们的空间想象力。

2．参加对象

在校初中生、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

3．竞赛规则和评分标准

（1）竞赛分五组：幼儿园为幼儿组；小学一、二年级为低

年级组；小学三、四年级为中年级组；小学五、六年级为高年级

组；初中年级为初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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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赛分预赛、复赛、决赛，以试卷形式进行；

（3）复赛、决赛试卷由全国组委会统一命题，学生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答卷,满分 100 分。

二、“智力七巧板”多副主题创作 5 人组团体赛规则

1．活动目的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创新精神、洞察力和综合组织能

力，掌握“玩中学”的乐趣和方法，形成“热爱科学、亲近科学、

实践科学”的探索精神，拓展和提高青少年的情商、智商、个人

能力及团队协作互助能力。

2．参加对象

在校初中生、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推荐 5 名学生为一组）。

3．竞赛规则及评分标准

（1）创作时间：120 分钟。

（2）组拼：使用 25 副智力七巧板，在规定的纸张上（A0

纸张：850×1168mm）进行现场组拼、创作设计；智力七巧板组

拼结束后，必须用智力七巧板轮廓或专用画板把作品绘制在规定

纸张上，同时划出分解线；需要添加背景和色彩。

（3）确定主题：创作团队自行创作，题目名称、组拼内容

和创作理念必须与规定的主题内容相符。

（4）说明与落款：作品可以附带文字说明；落款包括：学

生姓名、学校名称、指导老师等。

（5）评比：根据作品新颖性、创造性、审美性及制作质量

为依据进行评分，满分 100 分。

（6）竞赛使用工具：规定纸张、25 副智力七巧板、彩色水

彩笔（油画棒）、专用画板、铅笔、橡皮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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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力七巧板”多副组合创新作品评比规则

1．活动目的

智力七巧板的图形设计创作，是中小学生打破传统思维局

限，从对每个主题的不同解决方法中获知解决问题的各种潜能，

从设计方案的多样性，利用概念来发展技巧，提升学生的自我

创新思维能力。让学生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开放式问题，主动

自觉地去寻求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为中小学生的创造性开发开

辟一个新天地。

2．活动要求

作品设计要体现联想的意识，通过接近联想、类似联想、

对比联想、因果联想、图形创意联想等，将学生崭新的感悟、

设计理念与实践、专注的心态融合在一起，不断打破思维的界

限，创造高度自由的设计空间。

3．参加对象

在校初中生、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

4．活动主题

哲人说：“足迹只是过去。”；智者说：“足迹是生活的

一段体验。”；艺术家则说：“足迹是历史画框中被浓缩的点

点。”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大地上就留下了人类活动和成长

的足迹。

青少年朋友们，岁月是条匆匆的小河，让我们踏出一个个

闪光的足迹！

以“足迹”为主题，请用现代智力七巧板完成创作，创作

内容要正面、积极、健康向上。内容必须紧扣主题，使情节更

精彩、更有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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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报要求

（1）使用现代智力七巧板进行创作，每幅作品使用的七巧

板副数 10-50 副，创作者 1-3 名，指导老师 1 名。

（2）背景或非主体部分可以运用其他的辅助手段予以加工

和补充。

（3）申报材料为纸质作品，纸张大小为素描纸或者卡纸 4

开（50cm*38cm）尺寸 ，申报日期以当地活动组织单位的通知要

求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4）申报作品要完整填写作品名称、学校名称、组合副数、

学生姓名、指导老师，所有申报作品材料概不退回，请自行做好

备份工作。

四、“智力美画板”简笔创作画竞赛规则

“智力美画板”简笔创作画竞赛是“七巧科技”系列活动中

一项重要内容，其活动器材 “智力美画板”由 18 个美术简笔画

孔组成，可以勾画出数万种活泼生动的简笔画谱，组合起来奥妙

无穷，创造天地无限广阔，深受全国中小学生的喜爱。

1．活动目的

开展“智力美画板”竞赛活动，有益于开发中小学生的智力，

激发绘画兴趣，提高动手动脑能力，启迪创造意识和审美情趣。

2．参加对象

在校初中生、小学生。

3．竞赛规则及评分标准

（1）竞赛分四组进行：小学一、二年级为低年级组；小学

三、四年级为中年级组；小学五、六年级为高年级组；初中年级

为初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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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赛分预赛、复赛、决赛，竞赛以试卷形式进行；

（3）复赛、决赛试卷由全国组委会办公室统一提供，学生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卷，满分 100 分。评分标准：拼画准确、

技巧熟练、构思新颖、创造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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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智力七巧板”多副组合创新作品申报表

说明：1.每幅申报作品提供一份申报表，附在作品背面。
2.每幅作品申报学生限 1-3 名，指导老师限 1名。
3.作品尺寸 50CM*38CM、智力七巧板 10-50 副。

作品名称 副 数

学 校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手机号码

作品描述
（200 字以
内文字说
明）

申报者
确认事宜

以上情况属实，我同意无偿提供申报作品及介绍，不要
求退回原作品，授权主办单位无偿合理使用（包括公开出版
等），同时本人亦享有公开发表自己作品及介绍的权力。

我（们）服从大赛评委会的决议。

申报者签名： 指导老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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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智力七巧板”多副组合创新作品汇总表

表格填写完成后，打印 2 份，随作品申报，同时电子版表格发到省七巧科

技组委会邮箱：sdqs002@163.com。

项目

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几副

组合

指导

老师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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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七巧科技”竞赛参赛学生报名表

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 校 名 称 学生姓名
性

别

年

级
组别

竞赛项目

①/②、③

指导

老师

此表复制有效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组别：幼儿组、小学低、小学中、小学高、初中，按所在

年级正确填写。

2、竞赛项目：个人竞赛 ①“智力七巧板”组合与分解竞赛 ②“智

力美画板”简笔创作画竞赛，只能选报其一；③“智力七巧板” 5人组

现场团体赛

3、每位学生的指导老师仅限一名，一名老师可指导多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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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山东省“七巧科技”活动器材征订单

学校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邮编

比赛

器材

 五副装智力七巧板：46.00元 /套 征订数 套

五副智力七巧板配画板、辅导用书(彩色珍藏版)、模拟试题册等。

 八副装智力七巧板：80.00元 /套 征订数 套

八副智力七巧板配画板、辅导用书(彩色珍藏版、拓展板)、模拟卷、精装。

 智力美画板：18.00元/套 征订数 套

智力美画板、辅导用书彩色版。

教具
磁性木制智力七巧板： 280.00 元/套 征订数 套

山东作品集： 25.00 元/本 征订数 本

资料

配送

一、按器材征订总数 100:1，配给学校“山东省作品集”一本；

二、按器材征订总数 400:1，配给学校“教学磁性板”一套。

注：以上资料配发以学校为单位配给；

汇款

方式

（二选一）

一、 对公帐号

收款单位户名：宁波科茂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鄞州分行

账号：3940 2001 0400 18857

二、个人帐号

收款人户名：楼珠贵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济南分行杆石桥分理处

卡号 ：6228 4802 5273 3008 111

以上活动器材均为税前价格，若需要增开发票则须补缴税点 6%。

备注：此表填报后，请将此表与汇款底单（扫描或照片）发往邮箱

sdqs002@163.com 一份。

联系人：刘红艳 186 5313 5323。 QQ(微信）：490012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