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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欢迎参与山姆实验室第一季的全球STEAM和编程大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老师和家长汇聚一堂来展示STEAM教育和编程
的乐趣。

山姆实验室平等地对待所有参赛选手，主要参赛形式为使用山姆实验

室的STEAM或编程套装，也可以选用第二种概念设计挑战的参赛方式
（使用离线工具即可）。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和比赛中淋漓尽致的表现。

请仔细阅读以下关于如何参与本季锦标赛的操作说明。任何无法按照
流程的行为将被视为失去竞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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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赛信息

参赛者

本次锦标赛的参赛者可以以个人或者小组的形式。参赛小组最多由三人组成，年龄要求
如下所示。

请注意，即便参赛学生是以小组形式参与，其年龄低于16岁，就必须填写家长意见同意
书（如下）。

年龄范围

初级组， 年龄：6到11 岁
参赛者必须出生于2009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之间。

高级组，年龄： 12 到 16岁
参赛者必须出生于2004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之间。

家长许可

本次锦标赛中每年，16岁以下的参赛者需要征得家长同意。为了分享参赛花絮（参赛者
的姓名、图片或项目信息），参赛前，参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必须填写本文件末尾的表
格，签名并上交给山姆实验室。未填写表格的将失去参赛资格。

参赛时间和截止日期（北京时间）

注册通道开放时间：2020年4月10日 周五中午12:00-5月2日 周六 中午12:00

比赛开始时间: 2020年4月24日 周五 中午12:00

比赛截止时间: 2020年5月18日 周一 中午12:00

获奖名单公布时间: 2020年5月24日 周日中午12:00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赛事

如果你还没准备好，可在如下平台上关注 山姆实验室（SAM Labs）来获取更多本次比
赛的相关信息更新和其他资源。

上海江凤官网: https://www.shanghaijf.cn
上海江凤微信:

https://twitter.com/SAMLabs
https://www.facebook.com/sam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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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家长和老师来一展身手、相互鼓励完成比赛。

如果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参赛内容，请@SAMLabs并使用#creatorscompetition，

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山姆的账号上分享你的作品！

赛事媒体联系方式

若在参赛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support@samlabs.com。我们随时为您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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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赛

主题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老师的授课方式。学生们必须使用网络

学习工具签到、和老师联系，在家长的辅助下完成学校作业。

而山姆实验室用无线蓝牙连接模块、免费的SAM Space 应用程序、Workbench和免费的

STEAM、编程课程来训练使用者的计算机思维，提供了教育科技解决方案。使用者仅
需连接实体模块，拖拽虚拟模块，就可以创造多种多样的作品。

提示  : 什么是 STEAM?
STEAM 代表了科学（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艺术（ Arts）和数学（ Mathematics）。在教学和学习过程

中，将上述学科融会贯通，学生就可以学习并且应用更多的实用技术。

本季锦标赛的主题是“在新冠病毒期间你如何用山姆实验室充实生活”The theme 
of this season’s tournament is “Show how you can pass the time using 
SAM Labs during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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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实验室的STEAM和编程套装为宅在家里又酷爱动手创造的学生们提供了工具。创

意思路可以是

• 健康:
• 隔离期间，我们吃得多但是动得少，创建一个系统来控制饮食和增加运

动量。

• 社交:
• 隔离期间，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创造一个提醒装置，在人和

人相互靠近的时候发出警告。

• 一百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科技来辅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创造一个概念
模型同时用声和光发射遇难的莫斯密码信号。

• 经济:
• 减少资源消耗、再利用资源和循环利用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社群发展

和环境发展。为你的社群创造一个循环利用装置的概念模型。

• 娱乐:
• 设计制作可以和家人一起玩的桌游。

• 设计制作一个变形金刚。

• 设计制作一辆无人车/遥控车（RoboCar）。

• 为你的兄妹们设计制作感官室。

• 设计制作一座智能房子或智能学校。

• 设计制作建筑设备（如起重机、推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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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超过5张的作品照片（包括成品照片和程序照片）

2. *设计作品的标题

3. *作品的总结介绍和使用介绍说明（不超过600字）

4. 小组成员名单（如果是以小组形式参赛）

5. 作品的标志设计(可选，非必要项目)
6. 作品运行状态的短视频（可选，非必要项目）

上交时候必须附上文字说明详细介绍概念模型设计如何工作运行，以及作品和本届竞赛主题的

关系。完成版的SAM Space和Workbench程序可以以截屏形式上交。上交的格式为PDF、JPG或者
PNG，最后总文件的大小不超过1GB。

主要参赛形式的参考资源:

• SAM Space App
• Google Workbench
• SAM Labs 案例课程

• SAM Labs 硬件列表

• SAM Labs 专业教师发展

• SAM Labs 帮助支持

参赛形式

学生参加比赛主要有两种方法，用山姆实验室套装和不用山姆实验室套装。

主要形式 : 山姆实验室的STEAM 和编程套装

概况

在主要参赛形式中，学生可以使用山姆实验室基础套装、STEAM小组协助套装，STEAM创客套
装和学习编程套装，参与竞赛。所使用的山姆模块数量不设上限。

本次比赛对于所使用的结构件材料不设上限。竞赛者可以使用包括纸、金属、3D打印模型、积
木和其余品牌的可与山姆实验室一起使用的商品（比如乐高和Sphero）。

递交格式要求
学生设计完成作品后，请按照如下要求递交：

https://samlabs.com/getting-started/get-started-with-steam
https://samlabs.com/getting-started/get-started-with-learn-to-code
https://samlabs.com/content
https://support.samlabs.com/knowledge/can-i-integrate-sam-blocks-with-other-education-technology-tools
https://go.samlabs.com/professional-development-during-covid-19
https://support.samlabs.com/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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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参赛形式:  概念设计挑战赛

概况

此种参赛形式不需要任何山姆实验室套装、模块和应用程序。所需的基本物料有纸、铅笔、记
号笔、蜡笔和其他办公或教室用品。

此类比赛，参赛学生要根据山姆实验室的模块列表、行为语言、输入和输出，绘制出模型。说
明该作品在相应的硬件支持下是如何具体运作的。

提示  : 什么是概念模型 ?
概念模型是在使用相应的软件和硬件去制作成品之前，也是在设计终稿前的第一稿。

递交格式要求

1. *不超过5张的作品照片（包括成品照片和程序照片）
2. *设计作品的标题
3. *作品的总结介绍和使用介绍说明（不超过600字）
4. 小组成员名单（如果是以小组形式参赛）
5. 作品的标志设计(可选，非必要项目)
6. 作品运行状态的短视频（可选，非必要项目）

上交时候必须附上文字说明详细介绍概念模型设计如何工作运行，以及作品和本届竞赛主题的
关系。完成版的SAM Space和Workbench程序可以以截屏形式上交。上交的格式为

PDF、JPG或者PNG，最后总文件的大小不超过1GB。

第二种参赛形式的参考资源:

• SAM Labs 概念设计模块目录

• SAM Labs 行为模块、输出模块和输入模块目录

• SAM Labs 案例课程

• SAM Labs 概念设计在线研讨课程

• SAM Labs 帮助支持

https://cdn2.hubspot.net/hubfs/5752934/2020%20Global%20STEAM%20and%20Coding%20Tournament/2020%20STEAM%20Coding%20Competition%20Block%20Directory.pdf
https://cdn2.hubspot.net/hubfs/5752934/2020%20Global%20STEAM%20and%20Coding%20Tournament/2020%20STEAM%20Coding%20Competition%20Block%20Directory.pdf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0H_rtTYWLSYPlj_cOWtPnMPD-9kYXwxN
https://go.samlabs.com/sam-labs-webinar-for-parents-and-students-schedule-covid-19
https://support.samlabs.com/knowledge/


9

可选挑战赛

在本届锦标赛中也有其他形式可以参与比赛。具体如下：

• 在设计制作作品的时候，结合商业思维，并在作品介绍中进行说明

• 设计一个适合你的作品的标志

• 团队合作

• 展示在设计制作过程中的团队合作交流过程

• 展现作品中的批判性思维
• 展示在设计制作编写程序过程中的多种方案

• 在参赛过程中和山姆实验室的沟通和社交

创造者大赛的相关奖品信息详情，请见奖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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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

• 使用有害物体
• 与竞争对手、团队、观众、裁判和工作人员产生不当的言语或肢体冲突

• 被裁判、主办方认定为不当、不雅、粗鲁、冒犯或是违反本季竞赛精神的言行 

参赛规则

任何偏离竞赛主题的行为会导致丧失竞赛资格。

16岁以下的参赛选手，必须要在社交媒体和山姆实验室分享作品和递交作品之前，填写完成有父

母签字的家长意见同意书。

除此之外，禁止发生下列行为:

评委

主办方会组织一批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教育领域的专业评委。

评委会进行两次评分：第一次，山姆实验室的内部评委评分，所有参赛作品在匿名状态下，根

据评分标准打分；第二次，外部评委会对进入决赛的作品进行投票，选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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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00

评分标准

下表是两种参赛形式的评分标准。会根据每个年龄段单独打分。

主要参赛形式: 山姆实验室的STEAM 和编程套装

评分标准 分值 评价

与主题的契合度 15 作品是否与本次竞赛的主题相契合？

原创能力 15 该作品的原创度如何？

结构技巧 15 作品的结构精巧度如何?

物料的多样性 15 在制作作品的时候使用了那些物料?

自动化程度 15 代码是否正常运行，其复杂程度如何?

理解能力 15 作品总结是否阐明了设计作品的原因和作
品运行的方式?

递交完所有材料 10 是否按要求递交了所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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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参赛形式: 概念设计挑战赛

总分: 100

评分标准 分值 评价

与主题的契合度 15 作品是否与本次竞赛的主题相契合?

原创能力 15 该作品的原创度如何?

是否应用了山姆实
验室模块

15 山姆实验室的模块是否被有效地、正确地
应用在作品中?

行为模块, 输入模块和输出
模块的正确应用 

15 行为、输入和输出模块是否正确地被应用
到设计中?

概念模型的详细程度 15 概念模型的详细程度如何?

理解能力 15 作品总结是否阐明了设计作品的原因和作
品运行的方式?

递交完所有材料 10 是否按要求递交了所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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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和奖品

本季度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奖品。每位获胜者（个人或是团队）都会收到亚马逊礼品卡*。此外，

在比赛结束后，每位获奖选手或团队都会收到一份由山姆官方和尊敬的赞助者们提供的山姆实验
室指定产品。

*亚马逊礼品卡的货币单位是美元

金奖

初级组 
$100 礼品卡

银奖

初级组

$50 礼品卡

铜奖

初级组
$25 礼品卡

金奖 

高级组 

$100 礼品卡

银奖

高级组

$50 礼品卡

铜奖

高级组

$25 礼品卡

最佳作品奖

美国赛区 初级组

$50 礼品卡

最佳作品奖

美国赛区 高级组
$50 礼品卡

最佳作品奖

中东和非洲赛区 初级组 
$50 礼品卡

最佳作品奖

中东和非洲赛区 高级组 
$50 礼品卡

最佳作品奖

欧盟赛区 初级组
$50 礼品卡

最佳作品奖

欧盟赛区 高级组

$50 礼品卡

最佳作品奖

亚太赛区 初级组 
$50 礼品卡

最佳作品奖

亚太赛区 初级组 
$50 礼品卡

最佳编程奖

$25 礼品卡

全球标志设计 
新星奖

$25 礼品卡

最佳商业思维奖

$25 礼品卡

最佳团队合作奖

$25 礼品卡

最佳方案奖

$25 礼品卡

最具想象力奖 

$25 礼品卡

最佳沟通奖

$25 礼品卡

最具批判思维奖

$25 礼品卡

社交网络新星奖

$25 礼品卡

最稳定程序奖

$25 礼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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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Date

Creators Competition Parental 
Consent Form
创造者大赛的家长同意书

Dear Parent/Guardian:
亲爱的家长、监护人：

Please read and sign the following form for any children 16 years of age or under 
who would like to compete in SAM Labs Global Creators Competition Season 
On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mpetition, SAM Labs needs to collect competition 
submission materials, including photos, videos and written work that may identify 
a specific student. SAM Labs will publish results via a students first name and last 
initial, school, along with their country and/or state if applicable.
在第一届山姆实验室全球创造者大赛中，若您的孩子年龄未满16周岁，请阅读并签署此同意书。为了本次竞赛，山姆实验室会收到的有关学生本人的部分资料，包括照片、视频和文档，我司会在相关
平台上发表学生的相应作品，涉及学生的名、姓的首字母、学校名称、国籍或所在州。

I as the Parent/Guardian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ld’s first/last name) agree 
to my child participating in SAM Labs Global Creators Competition Season One.
本人作为_______________（孩子的名）的家长、监护人同意本人的子女参与山姆实验室第一季全球创造者大赛。

In addition, I agree to my child submitting the required materials to SAM Labs, and 
the permission to use my child’s photographs and/or videotaped image for the 
purposes mentioned above. I understand that SAM Labs may use these 
submission materials in subsequent years for promotional purposes.
此外，本人同意本人的子女向山姆实验室递交所需的参赛资料并且允许对方出于赛事的意图使用子女的照片或视频资料。并且本人理解山姆实验室在接下来的几年将会使用参赛资料进行宣传活动。

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请在相应内容下打勾：

I DO give my consent for my child to participate in SAM Labs Global Creators 
Competition Season One and for SAM Labs to collect and distribute submission 
materials from my child.
本人同意本人子女参加山姆实验室第一季全球创造者大赛，也同意山姆实验室收集并发布子女所递交的参赛资料。

I DO NOT give my consent for my child to participate in SAM Labs Global Creators 
Competition Season One and for SAM Labs to collect and distribute submission 
materials from my child.
本人不同意本人子女参加山姆实验室第一季全球创造者大赛，也不同意山姆实验室收集并发布子女所递交的参赛资料。

父母/监护人签字 日期

Please complete the Creators Competition Parental consent form and submit to 
marketing@samlabs.com.
请填写创造者大赛家长同意书并提交至marketing@samla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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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amlab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