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系列方案 

 1 / 39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 

工作手册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航天实践活动组委会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系列方案 

 2 / 39 

 

第一章：活动概述 ..................................... 5 

一、活动背景 ..................................... 5 

二、组织机构 ..................................... 5 

（一）主办单位 ............................... 5 

（二）支持单位 ............................... 6 

（三）承办单位 ............................... 6 

三、活动概述 ..................................... 6 

（一）活动名称 ............................... 6 

（二）时间和地点 ............................. 6 

（三）活动形式 ............................... 6 

（四）活动类别和组别 ......................... 7 

（五）活动类别 ............................... 8 

第二章：组织方法 .................................... 12 

一、组织管理 .................................... 12 

二、活动授权 .................................... 12 

（一）授权对象 .............................. 13 

（二）授权要求 .............................. 13 

三、组织要求 .................................... 13 

（一）活动规模 .............................. 13 

（二）活动场地 .............................. 13 

（三）布置要求 .............................. 14 

第三章：活动参与 .................................... 17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系列方案 

 3 / 39 

 

一、参与内容 .................................... 17 

二、参与类型 .................................... 17 

（一）北斗实践课： .......................... 17 

（二）亲子知识跑： .......................... 17 

（三）北斗科普营： .......................... 18 

三、学校组织方式 ................................ 18 

（一）在线申报 .............................. 18 

（二）在线批复 .............................. 19 

（三）人身保险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活动参与者的身体状况控制 .............. 19 

第四章：流程规则 .................................... 20 

一、标准流程 .................................... 20 

（一）团队活动报名及个人活动报名 ............ 20 

（二）签到和装备领取 ........................ 21 

二、基本设定 .................................... 23 

（二）活动相关数值和计算方式 .................... 26 

（三）场地功能区域 .............................. 28 

（四）活动流程 .................................. 29 

第五章：APP 操作 ..................................... 30 

一、活动管理员操作 .............................. 30 

（一）管理端下载 ............................ 30 

（二）管理员申请 ............................ 30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系列方案 

 4 / 39 

 

（三）管理员权限 ............................ 30 

（四）活动管理 .............................. 30 

（五）题库管理 .............................. 32 

二、合作教师操作 ................................ 33 

（一）APP 客户端下载 ......................... 33 

（二）注册/登录和个人信息填写 ............... 33 

（三）成为合作教师 .......................... 33 

（四）合作教师组织数量统计 .................. 34 

三、学生（及家长）操作 .......................... 34 

（一）APP 客户端下载 ......................... 34 

（二）注册/登录和个人信息填写 ............... 34 

（三）活动报名 .............................. 34 

（四）活动签到 .............................. 35 

（五）定向探星 .............................. 35 

第六章：奖项评优 .................................... 36 

一、荣誉奖项设置 ................................ 36 

（一）各省荣誉奖项 .......................... 36 

（二）全国荣誉奖项 .......................... 37 

二、评优办法 .................................... 37 

（一）各省评优办法 .......................... 37 

（二）全国评优办法 .......................... 38 

三、实物奖励 .................................... 38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系列方案 

 5 / 39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 
 

第一章：活动概述 
 

一、活动背景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

继美、俄之后的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已成功应用于测绘、电信、水利、渔业、交通运输、森林

防火、减灾救灾和公共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目前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开

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

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为进一步在青少年中进行北斗科技的科普

推广，“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北斗科技实践系列活动特别设立

了“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旨在弘扬科学精神的主旋律，通

过师生参与、家校结合，营造科技教育的良好氛围，培育中国青少年

的科技兴趣，丰富参与者的航空航天、通讯导航等方面的知识，展示

中国空间科学与信息技术（特别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其应用）创新

的最新进展和取得的成就。 

二、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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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中国宇航学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二）支持单位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三）承办单位 

北京大学 

地球观测与导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三、活动概述 

（一）活动名称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 

BDS Directional Explo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rience Activities 

（简称：BDS-DESTEA） 

（二）时间和地点 

1、活动时间 

夏季活动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冬季活

动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同一活动季时间

内，可组织多轮次的体验活动。每一活动季后两周为总结、评奖时间。 

2、活动地点 

全国范围内，各校、各组织老师、各机构可按照组委会的组织要

求，自行选择安全场地开展活动，如：学校校园、城市公园、户外基

地、景区、古镇等。 

（三）活动形式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系列方案 

 7 / 39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是采用“北斗定向探星”APP

通过地图搜寻“星域”点位，并在“星域”内通过经纬度寻找“神秘

星球”，并参与北斗科技知识问答获得积分的活动。 

（四）活动类别和组别 

1、活动类别 

活动类别分为团体活动和个人活动。 

（1）团体活动：以各个科技教师为领队，形成参赛团队，并以

团队在单场活动中的积分进行排名的航天实践活动。 

（2）个人活动：以参加活动的个人（教师或学生）为单位，并

以个人在单场活动中的积分进行排名的航天实践活动。 

2、活动组别：活动共分为高中组、初中组、小学高年级组、小

学低年级组 4 个不同年龄段组别。 

活动类组一览表 

比赛类型 类别 组别 组别代码 

个人-小学低年级 个人 小学低年级（1-3） P1 

个人-小学高年级 个人 小学高年级（4-6） P2 

个人-初中 个人 初中 P3 

个人-高中 个人 高中 P4 

团体-小学低年级 团体 小学低年级（1-3） T1 

团体-小学高年级 团体 小学高年级（4-6） T2 

团体-初中 团体 初中 T3 

团体-高中 团体 高中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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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类别 

在活动组织上，包括校园参与、家校互动、研学旅行三种不同的

组织类别。 

1、校园参与：北斗实践课 

由学校组织学生在学校内开展活动，以学生体验为主。活动包括

教学部分和实践部分两个板块，教学部分指对学生进行卫星导航、航

空航天等课程的科普性教学，实践部分指使用“北斗定向探星”APP

开展活动，让青少年在定向探索的过程中熟悉北斗科技相关知识。 

北斗实践课内容构成及基础流程 

前期筹备 

学生组织 组织校内学生参与活动并统计人数 

活动发起 
活动组织者通过北斗定向探星管理后台账号进行，要求

学生下载 APP 并进行活动报名 

教学部分 北斗科普课程教学 

教学部分在实践部分实施前一周内开展，通过北斗教程

的教学、教具的操作演示，让学生学习北斗科技相关知

识。 

实践部分 

签到检录 
通过“北斗定向探星”APP进行检录，若有装备，则通

过检录情况进行分发。 

规则讲解及答疑 
在签到检录过程中，教师进行规则的讲解和答疑，并在

过程中集中队伍。 

介绍领导及来宾 若有来宾及领导，则对来宾、领导进行介绍。 

相关讲话及致辞  

活动启动 宣布活动启动，同时通过管理端 APP开启活动。 

定向探星过程 参与者进行定向探星，答题并通过 APP计分。 

名次公布 活动结束后，后台自动统计分数，现场进行名次公布。 

2、家校互动：亲子知识跑 

由学校组织学生及学生家长共同开展活动，活动场地可选择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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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或校外场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组开展活动。在家校互动活动

中，家长与学生共同学习卫星导航知识与航天航空知识，并通过”北

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强化学习兴趣、检验学习成果，并以此形

成良好的卫星导航家庭科普氛围。 

亲子知识跑内容构成及基础流程 

前期筹备 

家庭组织 

前期教学 

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组织校内学生和家长参与活动并

统计活动人数，提前通过微信群发放北斗知识手册和活

动规则，并在群内组织进行 APP的下载。 

活动发起 活动组织者发起活动，并要求学生家庭报名。 

教学部分 北斗知识展 

在活动现场布置“北斗知识展”区域，对北斗科技知识

以展板的形式进行展示。有条件的赛区可以制作知识手

册进行发放。 

实践部分 

签到检录 

通过“北斗定向探星”APP进行检录，若有装备，则通

过检录情况进行分发。 

建议准备装备：参赛包，号码布/编号背心，矿泉水，

能量棒，参赛手册 

规则讲解及答疑 
在签到检录过程中，教师进行规则的讲解和答疑，并在

过程中集中队伍。 

介绍领导及来宾 若有来宾及领导，则对来宾、领导进行介绍。 

相关讲话及致辞  

活动启动 宣布活动启动，同时通过管理端 APP开启活动。 

定向探星过程 参与者进行定向探星，答题并通过 APP计分。 

名次公布及颁奖 
定向探星活动时间截止后，后台自动统计分数，现场公

布名次，如设置有奖项，则进行颁奖。 

3、研学旅行：北斗科普营 

由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北斗主题的研学旅行活动，研学旅行活动包

括导航定位知识讲解、制作传统定位工具、”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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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活动等，以综合学习与游玩的研学旅行形式，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

激发其对于航空航天、卫星导航相关知识的兴趣。 

北斗科普营内容构成及基础流程 

前期筹备 

班级组织 

前期教学 

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组织校内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与

北斗研学旅行项目，并统计活动人数，并组织进行 APP

的下载。 

活动发起 活动组织者发起活动，并要求学生报名。 

教学部分 

北斗科普课程 

（户外） 

若教学场地设置在室外，则在活动现场布置教学所用的

背景、桌椅、音响话筒等内容，用于北斗科普课程的教

学。同时也可以配合设置“北斗知识展”区域，对北斗

科技知识以展板的形式进行展示。有条件的赛区可以制

作知识手册进行发放。 

北斗科普课程 

（室内） 

若教学场地设置在室内，则按照多媒体教学加教具实践

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实践部分 

签到检录 

通过“北斗定向探星”APP进行检录，若有装备，则通

过检录情况进行分发。 

建议准备装备：参赛包，号码布/编号背心，矿泉水，

能量棒，参赛手册 

规则讲解及答疑 
在签到检录过程中，教师进行规则的讲解和答疑，并在

过程中集中队伍。 

介绍领导及来宾 若有来宾及领导，则对来宾、领导进行介绍。 

相关讲话及致辞  

活动启动 宣布活动启动，同时通过管理端 APP开启活动。 

定向探星过程 参与者进行定向探星，答题并通过 APP计分。 

名次公布及颁奖 
定向探星活动时间截止后，后台自动统计分数，现场公

布名次，如设置有奖项，则进行颁奖。 

其他部分 其他研学旅行内容 
各地可根据研学旅行的目的地设置和北斗科普课程的

实践需要，自行设置其他北斗科普研学旅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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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组织方法 
 

一、组织管理 

活动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设立于地球观测与导航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北京大学），由活动组委会对各地、各校授权开展活动。申

请开展活动的学校须按要求组织开展”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

并按活动要求对全国组委会提供活动实施相关的材料。 

（一）活动组委会秘书处职责 

统筹活动在全国的开展实施，对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和标准化要

求，监督活动过程中的评优过程，审核活动评优结果。 

（二）活动协理单位职责 

按活动组委会要求在当地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组织学校师生、

家长开展”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推动北斗科普课程进校园，

围绕活动做好组织服务工作，保障活动的顺利实施，并向活动组委会

汇总参赛情况。 

（三）学校实施 

在当地设有活动协理单位的，各校将活动计划（时间、地点、活

动规模等）报活动协理单位后按计划开展活动。在当地未设有活动协

理单位的，各校将活动计划（时间、地点、活动规模等）报活动组委

会后按计划开展活动。 

二、活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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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权对象 

活动组委会授权具有活动组织能力的单位作为活动协理单位，由

其负责某一区域的活动组织实施工作，授权对象包括： 

1、全国各中、小学校，包括公立、私立学校。 

2、全国各少年宫、青少年科技中心等以青少年科技教育为主题

的事业单位、社团组织等。 

3、多年从事教育行业的企业、社团组织等。 

（二）授权要求 

申请成为活动协理单位的机构须满足以下要求，方可获得活动组

委会的正式授权： 

1、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或受法人正式委托，能独立开展大赛

活动的单位。 

2、配备稳定的活动组织、宣传人员。 

3、具有开展活动的必要资金保障。 

三、组织要求 

（一）活动规模 

学校自行组织学生参与活动，每场活动规模控制在 100-2000 人

范围以内，每场活动人数需要向组委会进行报备，若涉及校外活动的，

需完善保险、公安、城管、应急等相关手续； 

（二）活动场地 

1、北斗实践课场地要求 

可选择学校内部操场或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开展活动，要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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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阔、安全。 

2、亲子知识跑场地要求 

可选择学校内部操场或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开展活动，建议以

选择公共区域为主，要求场地开阔、安全、交通便利。 

3、北斗科普营场地要求 

选择具有一定接待规模的研学旅行营地，能够满足 200 人以内学

生的食宿，具有面积 10亩以上的户外空间，距离市区距离不超过 100

公里。 

（三）布置要求 

1、北斗实践课活动分区 

北斗实践课在场地上应当包括教学部分和实践部分，教学部分指

的是开展北斗科普课程的场地，实践部分指的是利用“北斗定向探星”

APP 开展航天实践活动的场地。其中，实践部分包括集合区域、探索

区域。集合区域主要用于人员集中、讲解规则和注意事项使用，探索

区域为活动开始后人员限定的活动区域，区域范围需要提前进行说明。 

（1）教学部分 

教学部分建议依托多媒体教室，结合北斗科普教程、教具进行 1

个课时的教学。在“北斗实践课”板块，教学部分的时间和场地可与

实践部分分开。 

（2）实践部分 

实践部分依托学校操场、运动场等区域，布置北斗知识展板、集

合点道旗等物料，布置基础的活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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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亲子知识跑活动分区 

亲子知识跑以户外区域为主，同样包括在场地上应当包括教学部

分和实践部分，教学部分以展示性教学为主，以展板、知识手册形式

引导家庭自主进行学习。实践部分包括集合区域、探索区域。集合区

域主要用于人员集中、签到检录和讲解规则和注意事项使用，探索区

域为活动开始后人员限定的活动区域，区域范围需要提前进行说明。 

（1）教学部分 

教学部分以展示为主，在现场进行北斗科技知识（以航空航天知

识和卫星导航知识）为主的展板布置，有条件的赛区可以印制知识手

册分发供参与者学习。 

（2）实践部分 

实践部分依托户外公共区域，布置不小于 3m×6m 规格的桁架或

LED 屏幕作为主背景，设置帐篷伞若干供签到检录、发放物料使用，

并设置集合点道旗等物料，在活动关键点位设置导视牌，以完善活动

功能区、丰富活动氛围。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布置空飘、彩旗、道旗、

展架等，进一步完善活动氛围。 

另，若活动范围大于 1 平方公里，则需要设置医疗点和补给点，

配备基础的医疗药品和应急用品，以及相应的补给品。 

3、北斗科普营活动分区 

北斗科普营在场地上主要立足于研学旅行的场地，因地制宜进行

活动需求的落实，北斗科普营仍然包括教学部分和实践部分，教学部

分指的是开展北斗科普课程的场地，可以依托会议厅、教室等室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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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也可以在户外结合动手时间、知识展示等形式开展。实践部

分包括集合区域、探索区域区。集合区域主要用于人员集中、签到检

录和讲解规则和注意事项使用，探索区域为活动开始后人员限定的活

动区域，区域范围需要提前进行说明。 

（1）教学部分 

根据研学旅行的营地情况进行教学部分的布置规划：若在室内开

展，可通过条幅、展板等进行简单布置；若在户外场地开展，建议以

展示和教授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场进行北斗科技知识（以航空航天知

识和卫星导航知识）为主的展板布置，同时布置音响设备供教师进行

教学。 

（2）实践部分 

实践部分依托研学旅游目的地范围内的安全开阔场地开展，布置

不小于 3m×6m 规格的桁架或 LED 屏幕作为主背景，设置帐篷伞若干

供签到检录、发放物料使用，并设置集合点道旗等物料，在活动关键

点位设置导视牌，以完善活动功能区、丰富活动氛围。有条件的地区，

可以布置空飘、彩旗、道旗、展架等，进一步完善活动氛围。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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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活动参与 
 

一、参与内容 

活动的核心参与内容包括“一堂课”和“一个 APP”。 

“一堂课”指的是以各地中小学为平台，面向青少年开展北斗科

普课程，参与者学习、了解北斗科技知识。 

“一个 APP”指的是参与者通过“北斗定向探星”APP 进行科技

体验和学习成果检验。 

围绕“一堂课”和“一个 APP”，各地各校根据自身情况在北斗

实践课、亲子知识跑和北斗科普营三种类型中进行自行选择，按照《工

作手册》要求和规范策划组织实施校园参与、家校互动、研学旅行等

不同类别的北斗 

二、参与类型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由各地区学校科技教师牵头开展，

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与科普需求，选择不同的实施类型。 

（一）北斗实践课： 

各校科技教师组织学生参与北斗实践课，内容为北斗科技知识课

程（1 个课时）和”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1 个课时），通过

讲授、亲身体验、答题等形式进行参与。 

（二）亲子知识跑： 

学生和家长以家庭为单位，开展亲子知识跑活动。利用科普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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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手册、网站文章等内容，让参与家庭提前预习北斗知识，并开展

北斗知识跑活动，每个家庭各持一部手机运用“北斗定向探星”APP

进行体验。 

（三）北斗科普营： 

学生利用周末时间，以班级为单位，参与为期 2天的北斗科普营

研学旅行活动，在研学旅行过程中，学习卫星导航兴趣课程，动手制

作卫星导航主题的科技小品，并运用“北斗定向探星”APP 进行成果

检验。 

三、学校组织方式 

（一）在线申报 

学校通过在线申报参与活动，发送申报邮件给活动官方邮箱：

bds_destea@126.com,或向当地活动协理单位进行申报，申报格式如

下：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申报表格 

0 学校名称  

1 学校地址  

2 负责教师  

3 教师联系方式  

4 参与组别（请填写组别代码）  

5 活动类别  

6 参与学生数量  

7 团体活动领队教师 1 

（个人活动不填写） 

 

8 团体活动领队教师 1联系方式 

（个人活动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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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团体活动领队教师 2 

（个人活动不填写） 

 

10 团体活动领队教师 2联系方式 

（个人活动不填写） 

 

11 团体活动领队教师 3 

（个人活动不填写） 

 

12 团体活动领队教师 3联系方式 

（个人活动不填写） 

 

13 团体活动领队教师 4 

（个人活动不填写） 

 

14 团体活动领队教师 4联系方式 

（个人活动不填写） 

 

15 是否申请管理员 □是 □否 

16 活动开展时间（拟）  

17 活动开展地点（拟）  

18 奖项设置情况  

19 申请人  

20 申请时间  

（二）在线批复 

在收到学校的申请（或协理单位的集中申报信息）后，”北斗定

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组委会工作人员对申请进行批复。如符合申请

条件的，则批复准予开展活动并以邮件形式对申请学校配置活动管理

员账号。 

（三）活动参与者的身体状况控制 

学校须保证所有参与人员必须具备参加户外活动的能力(包括身

体、技术和对天气等的适应能力)。以下疾病患者不宜报名参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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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心肌炎

和其它心脏病患者，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心率不齐者，糖尿病患者，

其他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 
 

第四章：流程规则 
 

活动规则包括活动的流程标准、积分标准和计分办法等，各地区

的学校需要根据活动的标准流程和规则统一开展活动，以便于各项统

计工作的开展。在活动中，分为北斗科普课程教学部分和北斗科普实

践活动部分，北斗科普课程教学部分由各校在北斗科普实践活动之前

安排课时开展，不再赘述。以下内容为北斗科普实践活动部分的标准

和规则。 

一、标准流程 

（一）团队活动报名及个人活动报名 

1、团队活动报名 

团队活动指在同一场活动中，不同的科技教师作为领队，形成多

支队伍，以队伍总积分为参考进行排名的活动。因此，在团队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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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过程中，需要填写合作教师的识别码，系统将根据识别码将所有

的活动参与人员分为不同的团队，以进行有效的积分合并统计和排名

统计。 

2、个人活动报名 

个人活动报名原则上不用填写领队教师识别码，可直接填写缺省

识别码 0000即可。 

3、活动参与费用 

（1）保险费 

所有活动参与者必须办理活动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

费用为 20 元/人，必须通过“北斗定向探星”客户端 APP 进行缴纳，

系统将根据保费缴纳名单统一购买保险并记录成绩。 

保险费用由科技教师在发起活动的过程中进行设置（设置办法详

见《“北斗定向探星”后台及管理端操作手册》）。 

（2）亲子知识跑活动报名费 

教育培训机构在组织开展亲子知识跑等类型的校外活动时，可能

产生场地费用、物料费用等。可采用收取报名费的形式，解决活动组

织的部分经费。 

 

（二）签到和装备领取 

1、签到 

在管理员于 APP管理端开放签到后，学生需要在签到点附近集中，

如有装备，则领取装备后点击签到，如无装备，则直接进行签到。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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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内容如下： 

1 是否注册/登录 
学生需要展示是否已经注册/登录“北斗定

向探星”APP 客户端 

2 个人信息 展示个人信息页面，查验是否完成必填项目 

3 报名情况查验 学生需要展示活动报名页面 

4 领取装备 学生凭报名页面展示领取参赛包 

5 客户端签到 管理端开启签到，学生在客户端进行签到 

6 提出相关疑问 提供赛事相关信息的咨询 

2、装备领取 

如有条件，建议为参与活动的学生准备参赛包、号码牌、北斗知

识手册、矿泉水等物料，并让学生在签到过程中领取。装备领取区以

帐篷伞形式或课桌形式设置于签到区域内，建议设置展架进行点位的

标识。 

3、实践活动开启、进行 

（1）活动开启：管理员开启活动时，学生必须全部在集合出发

区域就位待命，不得擅自进入探索区域。在活动开启后，“北斗定向

探星”APP客户端的活动详情页“星域探索”按钮变为可用状态，参

与学生可以即刻进行体验活动。 

（2）活动进行：活动进行过程中，学生不得离开电子围栏区域，

在电子围栏区域内，需要尽快地进行“星域”的探索、“神秘星球”

的寻找和知识问答，并以此获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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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体验：进入某一“星域”的半径范围后，点击该星域，

确认进行星域探索，即可进行“神秘星球”的寻找。“神秘星球”的

寻找方式为，屏幕上将会出现指引箭头，指引选手调整手机角度，寻

找“神秘星球”所在的方向，在屏幕下部，有“黄经”“黄纬”的读

数，指的是目前距离所要寻找的“神秘星球”的“黄经”“黄纬”读

数，活动参与者需要移动手机使“黄经”“黄纬”读数接近于 0.当“黄

经”“黄纬”读数接近于 0，手机即可寻找到“神秘星球”所在方位，

“神秘星球”将出现，并且带来一道知识问答题目，题目类型为判断

题和选择题。回答知识问答题目正确，可获得分数 20 分。（注意，在

初次寻找“神秘星球”时，将会出现教学引导页面，滑动阅读教学引

导页面完成，即可开始“神秘星球”的寻找。） 

4、积分统计 

（1）团体积分 

按照领队老师团队中所有成员所获积分之和进行排序，以此产生

当场活动的名次。 

（2）个人积分 

按照个人所获积分进行排序，以此产生当场活动的名次。 

 

二、基本设定 

1、星域设定 

活动由管理员进行星域的设置，星域的总个数由管理员设置，完

成比赛所需的星域数量也由管理员设置。例如，管理员可以设定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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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个数为 100，规定完成 50 个星域探索即视为完成比赛。各个星域

的探索没有先后顺序之分，在限定时间内，选手可在所有星域中自由

选取星域进行探索以完成比赛。 

2、时间设定 

开始时间和限定时间由管理员自行设定，例如管理员可设定开始

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8:00，限定时间为 120 分钟。管理员设

置时，单位为分钟，但后台计算时间需以秒为单位，即 120 分钟为

7200 秒。比赛通常情况下按照所设定的开始时间自动开始，在特殊

情况下，管理员也可以关闭自动开始，启用手动开始。在全部选手都

提前完全完成比赛的情况下，管理员可以手动提前结束比赛。 

3、完赛情况 

（1）完全完成：选手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规定探索星域数量则视

为完成比赛，例如限定时间 7200 秒，规定探索星域数量为 50个，选

手实际在 6890 秒完成 50个星域的探索，从完成之时起，告知选手已

经完赛，不再进行计时，也不可再进行其他星域的探索，分数自动统

计进入后台最终排名； 

（2）部分完成：在限定时间内未完成规定探索星域数量的探索，

例如限定时间 7200秒，规定探索星域数量为 50 个，选手实际在 7200

秒内完成 36个星域的探索，从限定时间（7200 秒）结束之时起，不

再进行计时，也不可再进行其他星域的探索，告知选手比赛已经结束，

分数自动统计进入后台最终排名； 

4、星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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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通过位移可以进入星域范围，进入范围后将提示进行星域探

索，每成功进行星域探索一次，获得星域探索积分，设置星域探索分

数为 50 分。在探索过程中，通过系统提示上下左右移动手机角度可

以发现隐藏在星域中的问题。每星域的问题数量在活动设定时设置为

3，即选手在单个星域内可以回答 3 个问题；在星域内答题，每答对

1 个可得到 20 分。 

5、单位时间 

单位时间为 1 秒。单位时间分数的计算方式：每 1 秒计 1 分。 

6、选手最终得分 

选手最终得分为探索星域得分、答对问题得分、时间加分三项之

和。 

（1）探索星域得分指的是在限定时间内选手实际成功探索的星

域数量，在限定时间之后，选手不得再继续探索星域，按照已经探索

的星域数量与星域探索分之积计分。例如选手在限定时间内共探索星

域 12个，则探索星域得分为 600 分。 

（2）答对问题得分指的是在限定时间内选手实际回答正确的问

题数量与单题分值之积。例如选手在限定时间内于各个星域内总计答

对问题 50 个，则答对问题得分为 1000分。 

（3）选手在限定时间之内提前完成比赛可得时间加分。时间加

分计算方式为：限定时间（秒）减去选手实际完成比赛的时间（秒），

其差乘以单位时间分数所得到的分数。若限定时间（秒）减去选手实

际完成比赛的时间（秒）为零，则时间加分为 0. 例如，选手完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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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时间为 6874 秒，比赛限定时间为 7200 秒，则选手所得时间加分为

326 分。若选手在 7200 秒内没完全完成比赛，则时间加分为 0 分。 

（4）根据最终得分进行排名。 

（二）活动相关数值和计算方式 

1、常量定义 

常量包括星域探索分，每星域的问题数量，单题分值，单位时间

分数。 

（1）星域探索分：SoSS（Score of Single Star-searching） 

成功进入每个星域进行探索的得分，分值固定，拟定为 50，即： 

SoSS=50 

（2）每星域的问题数量：AoQ（Amount of Questions） 

此项为每个星域的问题数量，为固定数量，如无特殊要求，建议

活动管理员设定为 3，即： 

AoQ=3 

（3）单题分值：SoSQ（Score of Single Question） 

此项为单个问题的分值，为固定值，如无特殊要求，建议活动管

理员设定为 20，即： 

SoSQ=20 

（4）单位时间分数：SoUT（Score of Unit Time） 

1 秒为 1个单位时间，提前完成比赛的时间，按单位时间分数折

算进行折算。折算方式为提前完成比赛的每 1秒为 1分，即： 

SoU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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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定义 

变量包括探索星域数量，答对问题数量，完成时间，限定时间。 

（1）可探索星域数量：AoS（Amount of Star） 

此项为管理员设置的可探索星域总数，根据场地大小进行设置。 

（2）规定探索星域数量：AoDS（Amount of Demand Star） 

此项为管理员设置的完成比赛需要探索的星域数量。 

（3）实际探索星域数量：AoSF（Amount of Star Founded） 

此项为参与者实际在限定时间内实际完成的探索星域数量。 

（4）答对问题数量：AoR（Amount of Right） 

此项为答对问题的总数量。 

（5）完成时间：ToF（Time of Finish） 

完成时间指的是选手完整完成比赛中所有星域探索及答题的时

间，即自比赛开始后至探索最后一个星域并完成答题的时间。 

（6）限定时间：ToS（Time of Setting） 

此项指的是管理员在杯赛发起时设定的比赛时长，如无特殊要求，

建议活动管理员设置为 60 分钟。 

3、得分包括：探索星域得分，答对问题得分，时间加分，三项

相加为玩家的所得总分 

（1）探索星域得分：SoAS（Score of All Star-searching） 

在比赛过程中所有探索星域的得分。计算公式为： 

SoAS= SoSS×AoSF 

（2）答对问题得分：SoAQ（Score of Al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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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赛过程中答对所有问题的得分。计算公式为： 

SoAQ= AoR ×SoSQ 

（3）时间加分：SoTB（Score of Time Bonus） 

提前完成杯赛的时间奖励分，计算方式为单位时间分数乘以限定

时间和完成时间之差，若差小于等于 0，则视差为 0，则时间加分也

为 0。时间加分的计算公式为： 

SoTB=（ToS-T2）×SoUT （if （ToS-T2）＞0 ） 

SoTB=0（if （ToS-T2）小于等于 0 ） 

（三）场地功能区域 

1、电子围栏 

电子围栏是”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在开展过程中设定的

活动范围，电子围栏可以通过活动管理后台进行中在线设置，同时，

在现场活动中，也可以对电子围栏区域的边缘进行实体标识，以起到

提示作用。 

2、集合区域 

集合区域是活动签到的地点，通过在活动管理后台设置集合区域，

从而起到活动开始前集中活动参与者的作用，并同时有利于签到工作

的开展。 

3、签到区域 

签到区域是集合区域的附属区域，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在签到区

域启动签到，若有装备进行发放，则在签到区域设置帐篷伞作为装备

领取处，如无装备，则在签到区域设置展架进行点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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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索区域 

探索区域是活动进行的主要区域，与电子围栏范围重合，在探索

区域内，将会设置许多半径不一的“星域”，供活动参与者进行探索。 

（四）活动流程 

时间 地点 事项 

活动前一周 -1 week / 活动发起，组织报名，准

备物料 

活动前一天 -1 day / 报名截止，布置场地 

活动当天 -60 mins 集合区域 活动参与者集中 

-50 mins 签到区域 活动参与者签到，领取装

备 

-20 mins 集合区域 规则说明，热身运动 

0 探索区域 活动开始 

+60 mins 探索区域 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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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 
 

第五章：APP 操作 
 

一、活动管理员操作 

（一）管理端下载 

“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管理端于北斗科普网

（http://www.bdlead.cn）活动专区页面扫描二维码进行下载。 

（二）管理员申请 

有意向组织活动的学校，通过活动举办申请进行管理员信息的填

写和申请。若申请通过审批，则由“北斗定向探星”组委会以邮件形

式对其配置管理员账号。（详情见 活动参与 部分） 

（三）管理员权限 

活动管理员具有发起活动的权限、配置活动奖品的权限、查看报

名情况的权限、组织实施活动的权限。 

（四）活动管理 

管理员可以通过活动后台系统和管理端 APP 进行活动管理，管理

内容包括： 

1、活动发起 

通过活动后台系统，在活动管理页面添加活动。 

（1）设置活动的名称、主办单位、举办地点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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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报名截止时间、活动开始时间、活动时长； 

（3）设置题库类型，选定与参与学生学龄学力相匹配的题库（也

可根据学校情况增设题库）； 

（4）设定单场活动所需完成的探索星域数量； 

（5）在基础信息设置完成后，进行电子围栏的设置，在地图上

绘制电子围栏，活动参与者在活动期间只能在电子围栏范围内进

行探星，超出电子围栏范围将进行提示； 

（6）在电子围栏范围内设置“星域”，并保存星域位置； 

（7）在电子围栏范围内设置“集合地点”，并保存集合地点位置。 

2、信息修改 

通过活动后台系统，在活动列表中可以对活动信息进行修改。活

动信息设置完毕后即可保存发布，并在活动列表中点击“上架”，则

可让活动在 APP用户端和管理端显示。 

3、开启签到 

通过 APP管理端开启签到，参与学生则可按照装备数量或报名数

量进行签到。 

4、开启与结束活动 

通过 APP管理端，可以开启活动或提前结束活动。 

（1）开启活动分为手动开启和自动开启，若在添加杯赛时设置

“手动开启”，则必须由管理员在 APP 管理端点击开启活动，若在添

加杯赛时设置“自动开启”，则 APP 管理端手动开启活动无效，活动

将自动在预设的时间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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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束活动分为两种情况，分别为自动结束或提前结束。自

动结束指在活动到达指定时长后自动结束，提前结束指活动管理员如

遇特殊情况，则可以提前结束活动。 

（五）题库管理 

若对活动管理员开放题库管理权限，则活动管理员可以进行题库

的输入和管理。 

1、题目类别管理 

题库导入前，需要首先在活动管理后台的“题库管理”条目下添

加“题目类型”，即此类题目的学科，如题库中已经有此学科题目，

则不用重复添加类型。另，还需添加题目的“难度”，即匹配的学龄

段，在活动管理后台的“题库管理”条目下添加“题目难度”，在具

体添加过程中，建议以小学低年级段、小学高年级段、初中段、高中

段四个学段对应添加。 

2、题库添加 

题库的添加，需要在活动管理后台的“题库管理”条目下的“题

目列表”页面，点击“添加”或“导入”进行题目添加。“添加”指

增加单个题目的操作，“导入”指导入指定格式的 EXCEL 文件以进行

题目的批量导入。 

（1） 批量导入格式如下： 

题目 选项 1 选项 2 选项 3 选项 4 正确答案 

（2）如题目为判断题，则表格形式如下： 

题目 选项 1 选项 2 选项 3 选项 4 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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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心引力是

爱因斯坦发

现的吗？ 

是 否   2 

（3）如题目为单选题，则表格形式如下： 

题目 选项 1 选项 2 选项 3 选项 4 正确答案 

以下科学家

中，哪位不是

“两弹一星

元勋”？ 

钱三强 孙家栋 赵九章 茅以升 4 

（4）如题目为多选题，则表格形式如下： 

题目 选项 1 选项 2 选项 3 选项 4 正确答案 

以下哪些科

学家出生于

20世纪？ 

张衡 李四光 孙家栋 爱迪生 2 4 

二、合作教师操作 

（一）APP 客户端下载 

科技教师在应用平台（安卓端在主流应用市场上下载，苹果端在

APPStore 进行下载）下载 APP 客户端并安装。 

（二）注册/登录和个人信息填写 

教师进行信息注册，并填写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中必须填写的内

容是昵称、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并选择身份为“教师”。 

（三）成为合作教师 

有意向组织活动的教师，通过邮件发送自己的账号名称、学校、

手机号码、姓名信息至 bds_destea@126.com 申请成为“合作教师”。

“合作教师”与“活动管理员”的区别是，“合作教师”具备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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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生的统计功能，但不具备对 APP 端的活动管理功能。 

若该教师通过组委会审批，则由活动组委会通过超级管理员账号

对该名教师的账号赋予“合作教师”权限，并以邮件形式对其反馈识

别码。在活动组织中，学生在报名过程中填入识别码，后台即可统计

该名教师组织报名的学生数量。 

（四）合作教师组织数量统计 

APP的 PC端后台将自动统计产生合作教师组织参与活动的名单，

超级管理员有权限对其进行查看。 

三、学生（及家长）操作 

（一）APP 客户端下载 

科技教师指导学生在应用平台（安卓端在主流应用市场上下载，

苹果端在 APPStore进行下载）下载 APP 客户端并安装。 

（二）注册/登录和个人信息填写 

学生进行信息注册，并填写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中必须填写的内

容是昵称、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为参加活动的学生统计方便，

建议老师引导学生完善全部个人信息，尤其是所在地、详细地址、学

校、班级、身份选择信息。 

（三）活动报名 

在 APP 内的“活动”页面，选择对应的活动进行报名（可利用顶

部搜索框进行活动名称的搜索），在报名过程中需要填写领队教师的

识别码，识别码由组委会告知合作教师，并由合作教师告诉学生。领

队教师识别码将影响到团队和个人的排名方式，必须正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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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签到 

在活动开始前，集中通过 APP 用户端进行签到，在“寻宝”页面

点击“杯赛”类别，即可找到已经报名的活动，点击活动封面进入已

经报名的活动页面，在开放签到后，点击“签到按钮”即可完成签到。

（若 APP管理端未开启签到则签到按钮不可用） 

（五）定向探星 

1、移动至星域范围内 

在管理员开启活动后，活动计时正式开始，学生采用“北斗定向

探星”APP 客户端，进入已经报名的活动页面，即可通过地图搜寻“星

域”点位，参与者需要快速移动至“星域”点位范围内，即可点击“星

域”进行“神秘星球”的探索。 

2、寻找“神秘星球” 

进入“星域”范围后，可以对“星域”探索“神秘星球”，界面

下方有“黄经黄纬”的参数，随着手机移动，参数越接近于 0，则代

表距离“神秘星球”越近，通过黄经黄纬参数和方向引导接近到一定

程度，则“神秘星球”出现。 

3、北斗科技知识问答 

寻找到“神秘星球”即可进行北斗科技知识问答。 

4、积分统计 

探索“星域”、回答问题正确、节约更多时间都可以获得积分。

完成活动或活动时间结束，则“北斗定向探星”APP 客户端将退出活

动界面并在后台进行积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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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定向探星”科技体验活动 
 

第六章：奖项评优 
 

根据规则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北斗定向探星”体验活动，并

按照各省、全国的范围进行排名，并对成绩优异的个人、团队、教师

进行评优。各个区域的评优排名工作在夏季活动和冬季活动的最后一

周期间完成， 

一、荣誉奖项设置 

（一）各省荣誉奖项 

以省为单位，汇总夏季活动或秋季活动时间内，在该省所开展的

所有活动的积分信息进行排名，依据积分信息和组织成果进行下列奖

项的评优： 

1、（省）冠亚季军和团体活动十强 

各组别冠亚季军荣誉各 1 名，十强团体荣誉 7名，授予证书； 

2、（省）冠亚季军和个人活动十强 

各组别冠亚季军荣誉各 1 名，十强个人荣誉 7名，授予证书； 

3、（省）优秀组织奖 

各省分中学组、小学组授予优秀组织奖各 2 名，授予证书； 

4、（省）北斗科普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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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分中学组、小学组授予北斗科普名师奖各 2 名，授予证书； 

（二）全国荣誉奖项 

在全国范围内，汇总夏季活动或秋季活动时间内，统计所有活动

的积分信息进行排名，依据积分信息和组织成果进行下列奖项的评优： 

1、（全国）冠亚季军和团体活动十强 

各组别冠亚季军荣誉各 1 名，十强团体荣誉 7名，授予证书； 

2、（全国）冠亚季军和个人活动十强 

各组别冠亚季军荣誉各 1 名，十强个人荣誉 7名，授予证书； 

3、（全国）优秀组织奖 

分中学组、小学组授予优秀组织奖 10名，授予证书； 

4、（省）北斗科普名师奖 

分中学组、小学组授予北斗科普名师奖 10名，授予证书。 

二、评优办法 

（一）各省评优办法 

1、（省）冠亚季军和团体活动十强 

以省为单位，汇总夏季活动或秋季活动时间内，在该省所开展的

所有团体活动的积分信息进行排名，依据排名情况进行评优： 

2、（省）冠亚季军和个人活动十强 

以省为单位，汇总夏季活动或秋季活动时间内，在该省所开展的

所有个人活动的积分信息进行排名，依据排名情况进行评优： 

3、（省）优秀组织奖 

汇总该省的学校组织次数、参与人数等信息，根据组织次数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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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数排名，对该省进行优秀组织奖的评优。协理单位不参与省级优

秀组织奖的评优： 

4、（省）北斗科普名师奖 

汇总该省的全部合作教师，根据合作教师的活动组织情况、科普

实践水平和科普实践成果进行评优； 

（二）全国评优办法 

1、（全国）冠亚季军和团体活动十强 

在全国范围内，汇总夏季活动或秋季活动时间内，在全国所开展

的所有团体活动的积分信息进行排名，依据排名情况进行评优： 

2、（全国）冠亚季军和个人活动十强 

在全国范围内，汇总夏季活动或秋季活动时间内，在全国所开展

的所有个人活动的积分信息进行排名，依据排名情况进行评优： 

3、（全国）优秀组织奖 

汇总全国的学校组织次数、参与人数等信息，根据组织次数和参

与人数排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优秀组织奖的评优。协理单位可参与

评优，评判标准为协理单位的工作情况是否达到组委会组织要求，是

否有突出的工作成效： 

4、（全国）北斗科普名师奖 

汇总全国的全部合作教师，根据合作教师的活动组织情况、科普

实践水平和科普实践成果进行评优； 

三、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指的是在活动组织过程中，组织者可设立一定实物奖励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系列方案 

 39 / 39 

 

作为优胜激励，以激发学生或家庭的参赛热情。实物奖励各省可根据

活动组织情况进行设立，设立的方式须通过《”北斗定向探星”科技

体验活动申报表格》对活动组委会进行报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