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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个青少年
科技赛事，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赛、美国科学人才选拔赛是美国的两大知名赛事。本
研究从竞赛阶段类型、筛选形式、评审环节和评审标准四个角度，对以上竞赛的筛选机制进
行了深入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一、简化竞赛的评审环节，提高综合素质考察
环节的有效性；二、细化评审标准,扩展评审维度，科学设定各维度权重；三、扩大省赛评
委的选择范围，实现各省评委的共享；四、加强省赛评委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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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STIC and APFS are two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china. ISEF and STS are two important competitions in America. This paper makes
a Sino-U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creening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1.Simplify the assessment part of our competition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verall quality assessment.2.Refine evaluation criteria, extend
assessment dimensions and set the dimensions’ weights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 3. Expand the
provincial assessor scope of CASTIC, and share provincial assessors as soon as possible. 4.
Strengthen the provincial assessor training to ensure the orderly and efficient conduct of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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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的竞争。培养科
技创新人才，要从小抓起。培养青少年中的科技爱好者，即是为国家孕育科技后备人才，今
日的小科技爱好者，可能就是明日的大科学家。如何培养？开展科技活动，让青少年在“做”
中“学”，是最好的办法。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里开展科技活动，是普及，是广撒网，置
身科技活动的过程中，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得以激发，科学方法得以培育，科学素养得以提升。
组织科技竞赛，则是提升，是收鱼，科技竞赛既是激励和推动科技活动在学校蓬勃开展的一
种手段，也是选拔具有科技创新潜质的科技后备人才的一种途径。
基于此，各国对青少年科技竞赛都非常重视，竞赛的开展也十分广泛，美国的科学人
才选拔赛（始于 1942 年）
、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赛（始于 1950 年）、头脑奥林匹克
竞赛（始于 1976 年）
、FLL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始于 1998 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青少
年水奖竞赛（始于 1997 年)、欧盟青少年科技竞赛（始于 2003 年）是其中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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