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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共赋未来·创益大会 K12 组 | 全球发明大会中国区 

参会须知 

一、活动简介 

全球发明大会（Invention Convention Worldwide，以下简称“ICW”）是由

美国亨利·福特博物馆发起的一项面向全世界 K-12 学生的发明类活动，致力于

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应用能力、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与表达能力。大会旨在

引导 K-12 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社会实践等创新性活动，在真正的创

新实践中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素质教育发展，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去年，

世界 10 个国家的超过 12万名 K-12学生参加了 ICW。 

2019年，中国学生开始参加 ICW中国区，并成功晋级全球大会、获得国际级

荣誉。 

今年，ICW 中国区将作为“共赋未来”创益大会的一部分与全国青少年儿童

见面，提供一个集活动、论坛、展会、交流等环节与一体，集学校组织、企业支

持、青少年儿童参与的多元化公益实践创新盛事。大会评选出的优胜学生将被选

送至由亨利·福特博物馆举办的 ICW全球大会。 

活动时间：2022年 5月 21 日-22日 

活动形式：线上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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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会要求 

1. 参会资格 

a) 本次大会为 2022 年度中国区国家级活动，参会项目须具备 2022 年

度中国区省级活动晋级资格（详见各区域晋级名单微信公众号公告）； 

b) 大会面向全国中小学及幼儿园，即幼儿园至高中学段的所有学生； 

c) 学生组成 1 至 4 人的参会团队，同一学生只能参加一个团队，不可

重复参会； 

d) 学生应对参会项目自行查新、查重，凡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或采

用不正当手段参会的，经组委会核实后取消参会及获奖资格。 

2. 不接受的申报 

a) 项目内容和研究过程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或妨害公共利益； 

b) 涉及有风险的动物、微生物、食品和医药类项目； 

c) 科学研究论文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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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会材料 

参会团队完成一项原创发明项目，并准备发明原型或模型、发明日志、发明

展板、路演视频，如表一所示： 

 

 

 

 

 

 

 

 

 

表一 参会材料 

  

活动形式 参会材料 

线上视频会议 

·发明日志 PDF（内嵌发明展板照片、发明原型

照片） 

·路演视频 MP4 

* 材料命名格式：“项目名称 队员姓名”，如有多位团队成员，请用空

格隔开姓名（排名不分先后） 

* 参会材料需上传至活动报名平台，无需打印参会材料。 

* 发明日志模板在全球发明大会中国区官网提供下载。 

* 参会材料的具体要求见附件。 

http://www.youthinven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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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审规则 

1. 评审标准 

大会依据评审标准将评委分为三类评审角色，即：过程带评委、影响带

评委和交流带评委。不同评审角色对应不同评审对象，如表二所示： 

 

评审标准 

评审带 评审对象 
评分 

（满分 100 分） 

*参与度系数 

（保留一位小数） 

过程带 

（40 分） 

1. 发现需求过程 10分 

0～1.0 
2. 方案构思过程 10分 

3. 设计制作过程 10分 

4. 测试优化过程 10分 

影响带 

（25 分） 

5. 市场潜力 5分 

0～1.0 
6. 价值主张 5分 

7. 社会价值 5分 

8. 原创性 10分 

交流带 

（35 分） 

9. 原型/模型 5分 

0～1.0 
10.发明日志 10分 

11.发明展板 10分 

12.路演视频 10分 

*参与度系数指发明家在一系列发明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三类参与度系数与同类别所

有评审对象的乘积总和为项目得分。 

表二 评审标准 

2. 评审学段 

大会评审及奖项颁发采用学段制，具体学段划分为：幼儿园到二年级、

三到五年级、六到八年级、九到十年级和十一到十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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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审形式 

大会评审采用“评审圈 Judging Circle”形式开展。一个学段由多个评

审圈组成，评审圈数量依据该学段的入围项目总数调整。一个评审圈由多个

项目与多位评委组成。同一学段内，各个评审圈的评委人数一致，且项目数

不同导致的晋级比例差异小于 1个百分点。 

项目评审分为两个阶段，预先评审阶段和现场评审阶段。 

1）预先评审阶段 

现场评审开始前，评委们有 7 天时间对所属评审圈所有入围项目的

参会材料进行全面了解，而后依据评审标准给出预评得分。项目的预评

得分不计入初评得分。 

2）现场评审阶段 

首先由选手进行项目路演，路演时长不超过 5 分钟，而后由评委们

分别从三个评审带进行提问并由选手现场作答。交流总时长 10分钟，超

时将被当即叫停。评委们将结合预评工作和学生现场表现对所属评审带

学生项目的四个评审对象及其参与度系数进行打分，从而评选出现场评

审阶段各个评审环节的晋级项目。 

a) 初评环节 

    同一学段中，参会项目将被随机分配至相应初评评审圈，评审顺

序随机分配。每个评审圈有 3位来自 3个不同评审带的评委。每一初

评评审圈按所属学段的初评晋级比例评出优胜项目晋级复评环节。初

评环节晋级复评环节的项目总数为 35 个，且项目的初评得分不计入

复评得分。 

b) 复评环节 

    同一学段中，晋级复评环节的项目将被随机分配至相应复评评审

圈，评审顺序随机分配。每个评审圈有 6位来自 3个不同评审带的评

委。每一复评评审圈按所属学段的复评晋级比例评出优胜项目晋级终

评环节。复评环节晋级终评环节的项目总数为 5个，且项目的复评得



 

 

 第 6 页 

分不计入终评得分。 

c) 终评环节 

晋级终评环节的各学段项目将被分配到同一终评环节评审圈，评

审顺序随机分配。终评环节评审圈有 9位来自 3个不同评审带的评委。

最终评选出一支队伍获得最高奖励——即 2022 年度全球发明大会中

国区 Best of Show 大奖。 

 

4. 评审语言 

大会的官方评审语言为中文和英文。参会材料、项目路演和答辩均接受

中英双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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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项设置 

针对入围中国区国家级活动的学生项目，将对获奖团队授予以下奖项： 

（1） 特等奖共 23项，其中 Best of Show 大奖 1项，金、银、铜奖 15项

和单项奖 7项，依次授予各个学段中晋级复评的项目。 

a) Best of Show 大奖由晋级终评且终评得分排名最高的项目获得。授

予该项目团队获奖证书、晋级全球活动的资格和奖金 5000元； 

b) 金、银、铜奖分别由各个学段中复评得分排名处于本学段前 3名的

项目依次获得。授予该项目团队获奖证书、晋级全球活动的资格和

金、银、铜奖对应的奖金 3000 元、2000元、1000元； 

c) 单项奖分别为最具市场潜力奖、最具社会价值奖、最佳创新奖、最

佳发明原型奖、最佳发明日志奖、最佳发明展板奖和最佳路演视频

奖。分别从各个学段中相应单项复评得分排名处于本学段第 1名的

项目中提名，并由全球发明大会中国区评审委员会进行表决，选出

获得半数以上支持的项目。授予该项目团队获奖证书、晋级全球活

动的资格和奖金 1000 元； 

（2） 卓越奖共 7项，授予各个学段中晋级复评且复评得分排名仅次于特等

奖的项目。授予该项目团队获奖证书和晋级全球活动的资格； 

（3） 除特等奖和卓越奖之外，其余入围项目依据初评得分排名分别获得一、

二、三等奖并授予该项目团队获奖证书。 

 

本次大会另将对教育机构、教育工作者、志愿者颁发以下奖项： 

分别为年度最佳发明机构奖、年度优秀发明教练奖和年度优秀志愿者奖，

都将依据申报材料由全球发明大会中国区评审委员会评选出十佳选手并授

予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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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会日程 

时间 进度 具体事宜 

5月 1日 线上报名及材料提交开启 报名并上传参会材料 

5月 7日 24点 线上报名及材料提交截止 报名与提交通道关闭 

5月 16日-20日 项目预审期 评委预审材料 

5月 21日上午 

项目评审日 

开幕式 

线上初评 

5月 21日下午 线上初评 

5月 22日上午 线上复评 

5月 22日下午 
线上终评 

颁奖典礼 

表三 大会日程 

六、报名及参会材料提交 

1. 报名通道开启时间：2022年 5月 1日～5月 7日。 

2. 报名方式：请登陆 ICW中国区官网 http://www.youthinvention.cn，在

首页点击“2022-报名通道”进行报名,或通过全球发明大会 ICW公众号进行报名。 

3. 报名费用：256元/人。 

4. 参会材料提交：请留意 ICW中国区官网及公众号（全球发明大会 ICW），

参会材料提交入口将于 5月初公布，各项材料提交要求见附件。 

 

七、注意事项 

如对活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CW中国区组委会： 

contact@youthinvention.cn  

http://www.youthinvention.cn/
mailto:contact@youthinven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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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共赋未来·创益大会 k12 组| 全球发明大会中国区 

参会材料要求 

参会团队完成一项原创发明项目，并准备发明原型或模型、发明日志（项目

信息表）、发明展板、路演视频。 

活动材料展示 

发明日志： 

发明日志是展现发明过程的重要载体，具体要求包括： 

（1）内容：包含发现、定义、设计、制作和优化等发明历程； 

（2）格式：日志格式不限，发明日志模板从 ICW中国区官网下载   

http://www.youthinvention.cn； 

（3）要求： 

·除封面外，发明日志第一页为信息页。应说明团队名称、成员姓名、

城市、学校、项目名，并清晰展示发明展板照片（参考发明日志模板）； 

·转换并上传 PDF 文档至大会报名平台。文件名格式为“项目名称 姓

名”，如有多位团队成员，姓名用空格隔开。 

http://www.youthinven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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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展板： 

发明展板的内容需包括待解决的问题、目标用户、设计思路、使用技术、原

型图片等，具体要求包括： 

（1）内容：团队名称、成员姓名、城市、学校、项目名、发现的需求，

解决方案、产品原型图，市场调研，发明查新（有无相关专利）； 

（2）规格：依据自身情况选择制作纸质版或电子版展板。纸质展板要求

两侧 30 厘米宽，展板折起来时，中间展板宽度不超过 62 厘米，高度不

超过 90厘米；电子展板要求版面宽高比例为 4:3，图片尺寸不小于 

3840 x 2560像素； 

（3）版面：自主设计，美观整洁，字体清晰可读； 

（4）要求：将清晰的发明展板照片或图片插入到发明日志的信息页。 

 

路演视频： 

路演视频需要参会团队在限定时间内介绍项目，并录制上传。具体要求包括： 

（1）内容：团队名称、成员姓名、城市、学校、项目名； 

（2）形式：团队所有成员出镜，在发明展板及项目原型前进行讲解； 

（3）要求： 

· 时长 4分钟以内，横屏拍摄，画面连贯无剪辑或变速; 

· 光线适宜，尽量保持人在画面居中位置，允许添加视频字幕; 

· 转换并上传 MP4 视频至大会报名平台。文件名格式为“项目名称-姓

名”，如有多位团队成员，姓名用空格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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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原型： 

项目原型是展示发明的最佳道具。 

（1）内容：有利于说明发明原理、演示关键功能或还原使用场景； 

（2）原则：材料和工艺不限，允许老师和家长提供必要帮助； 

（3）禁止：不得包含易燃易爆物品、强光装置、动物及动物制品、管制

刀具、枪支及形状相似的装置，以及任何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物品。 

（4）要求：将清晰的发明原型照片或设计图插入到发明日志并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