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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三届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赛的通知 

（第一轮）  

各有关高校教务处：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在实现国家创新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提高我省高校学生的

力学素养和综合素质，增进学习力学的兴趣、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现力学创

新人才，开展力学科普活动是一条有效途径。在成功举办两届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赛的

基础上，经研究，定于 2020 年 8 月—11 月在线上举行——第三届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

赛。 

本届竞赛由江苏省力学学会和江苏省高等学校力学土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内容 

竞赛分为力学微文竞赛、力学文化创意竞赛和力学趣味制作竞赛三项赛事。 

1. 力学微文竞赛 

探究工程实践、自然现象、日常生活中与力学相关的现象和问题，通过现象描述、合

理简化、力学建模，利用力学原理和力学概念，采用分析、实验、计算等方式对其力学本

质进行阐述、解释和论证，撰写微型论文，注重趣味性、科普性和文化性。 

2. 力学文化创意竞赛 

力学文化创意竞赛旨在运用艺术手法挖掘力学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内涵，提高科技、文

化和艺术素质。作品形式以电脑绘画、动漫、摄影等文化创意作品为主，参赛作品需附上

作品介绍一份，重点阐释作品文化创意与力学的联系。所有作品要求是作者原创。 

3. 力学创新制作竞赛 

力学创新制作竞赛旨在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奇思妙想和自由探索精神，激励学生

以力学素养支撑的创新创意制作，实现特定的功能或达到特定的目标。要求设计新颖、原

理清晰、结构简洁、功能可靠。本次竞赛的主题为“趣味力学”，制作一件实物作品或拍摄

一段视频，重在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描述现象并阐明原理，自主设计，自由选材，结合

本专业和个人兴趣实施。 

二、竞赛要求与奖励 

江苏省各有关学校在自行组织初赛或初选的基础上，选拔出优秀的作品和团队代表学

校参赛。 

1. 力学微文竞赛   

微文要求短小精炼、言简意赅、图文并茂，注重趣味性、科普性和文化性，可包含

图片、视频、软件、app 应用等附件。文章篇幅控制在 4000 字以内，要求详见附件 1，

同时需要提交论文独创性声明，见附件 2。 

2. 力学文化创意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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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绘画要提供合并图层或生成作品前的原始素材、摄影照片要提供未经加工过的相

机原始文件(一般应为 RAW格式)。电脑绘画类作品不小于 5000×3500 有效像素，动漫作品

不小于 1920×1080 有效像素；摄影作品不小于 1200万有效像素。作品文字介绍 1000 字左

右，格式详见附件 3。 

3. 力学创新制作竞赛 

参赛作品采用视频形式呈现，配以音频和文字说明，图像和发音清晰，语言生动、

活泼。参赛作品应包含至少一个力学原理，主题鲜明，具有新意，科学性、趣味性强。

视频内容或制作设计说明描述清晰，阐述准确。 

视频分辨率不低于 720P（1280*720），以 1080P（1920*1080）为佳，格式为 MP4、

MOV 和 AVI，时长不超过 5 分钟。手工制作作品的大小、颜色、材质不限，作品的设计思

路、力学原理等需在视频中表达清楚。 

4. 作品要求 

(1) 参赛作品为原创作品，不涉及他人版权，且未曾公开发表，严禁冒用他人作品，

如发现有上述情况者将取消参赛和评选资格。 

(2) 具有抄袭嫌疑，主题明显偏离科学意识、科学常识，以及内容明显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内容消极的作品将不被大赛接收。 

(3) 大赛组织机构对参赛作品拥有使用权、适当编辑和发布权，可以将作品用于科

普公益活动，使用时将刊出作者姓名。 

(4) 参赛作品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还，参赛者请自行备份。 

5. 作品数量和获奖 

每件作品的完成人不超过 3 人，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每项竞赛评出特等奖 10%，一

等奖 20%，二等奖 30%。 

竞赛设团体奖，团体奖设置以学校为单位，特等奖 10%，一等奖 20%，二等奖 30%，

由参赛单位的三项比赛成绩相加决定（每件作品特等奖 10 分，一等奖 7 分，二等奖 5

分），其中微文竞赛占比 30%，文化创意竞赛占比 30%，创新制作竞赛占比 40%。 

各奖项将由江苏省力学学会和江苏省高等学校力学土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荣誉

证书。 

三、 竞赛对象 

参赛人员应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含高职高专、本科和研究生）。 

四、 报名方式和时间  

力学微文竞赛、力学文化创意竞赛和力学创新制作竞赛的报名截止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报名数据将反馈给各学校统一负责人，负责人在完善参赛项目信息后，在 10

月 15 日前以学校为单位确认最终参赛项目，确认后则不可更改参赛项目具体信息（含完

成人、指导教师等）。 

五、 作品提交方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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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微文竞赛、力学文化创意竞赛和力学创新制作竞赛的作品提交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31日，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报送。 

六、 参赛费 

每件参赛作品的参赛费 200 元，由学校统一缴费，须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由银行

汇至江苏省力学学会帐户。 

收款单位：江苏省力学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账    号：32001594038050000185 

说明： 因故未参赛，参赛费恕不予退还。 

七、 联系人 

张培伟  15366122369 kepuweiwen@qq.com 

孙  伟  15195968526 jskpjs2020@126.com 

 

附件 1：微文模版 

附件 2：论文独创性声明 

附件 3：文化创意作品介绍格式 

附件 4：报名链接（请用手机 app 钉钉扫码填写） 

 

 

 

 

江苏省力学学会、江苏省高等学校力学土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年 8月 20日             

 



 1 

附件 1：  

科普微文要求写作要求 

一、微文题目 

微文题目是论文全貌的集中体现，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命题必须确切、

简明，题目应力求简单，也不应宽泛笼统，应能看出论文的实质性内容和主要问题。题

名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副题名可另起一行，用破折号与主题名隔

开。题名中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以及结构式和公式。 

二、正文文字格式 

正文是微文的主体，内容可因研究主题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变化。一般可包括：问题

描述、理论基础、计算方法、实验方法、经过整理加工的实验结果的分析讨论、见解和

结论。 

1．电子文档类型 

论文电子文档同时提供 Word文档和 PDF矢量文件格式。 

2．字体：  

（1）正文：小四号宋体，首行缩进。除引文和前面所述的某些外文符号外一律用正

体，文字用横排； 

（2）一级标题（题目）：二号宋体居中；二级标题（章）：三号黑体居中； 

（3）三级标题（节）：四号宋体（粗体）居左；四级标题（节内小节）居左：小四

（黑体）； 

（4）表格文字可用小五宋体或正文字体，居中（或居左）并整齐划一，表格名及图

名用 5号宋体； 

（5）标点符号：单个的标点符号（如句号、逗号、分号、顿号、冒号、感叹号、破

折号等）和成双的标点符号（如分号、括号）的后半部分不得放在行首，成双的标点符

号前半个不得放在句末。 

3．纸张尺寸和页码 

A4 纸张，上、下页边距 2.54cm，左、右两侧页边距 3.18cm。 

4.  数学、物理符号和化学式 

正文中的公式、算式或方程式等应编排序号，序号标注于该式所在行的最右边；当

有续行时，应标注于最后一行的最右边。 

公式首行的起始位置位于行首算起第五个中文字符之处，即在段落起始行的首行缩

进位置再退后两个中文字符。不要用居中、居左或居行首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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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短的公式一般一式一行并按顺序编号，较长的公式必须转行时，只能在=、≈，+，

--，×，÷,<,> 处转行。上下式尽可能在等号“=”处对齐。公式中符号尚未说明者应有说明，

符号说明之间用分号隔开，一般一个符号占一行。 

不需编号的公式也可以不用另起行。如：I=V/R，式中 I 为电流（A），V 为电压（V），

R为电阻（Ω）。 

对不需要公式编号的短公式，或者夹杂在文字内的公式及符号，一般不用公式编辑

器，可用上标（x²）、下标（x2）和 Ω 字符库中的字符来表达，并把除式写成横式，不宜

采用竖式，以便使行距均匀，编排整齐。 

公式及文字中的一般变量（或一般函数）（如坐标 X，Y、电压 V、频率 f）宜用斜体，

矢量用粗斜体如 S（或白斜体上加单箭头如 S ）。常用函数（如三角函数 cos、对数函数

ln 等）、数字运算符、化学元素符号及分子式、单位符号、产品代号、人名地名的外文字

母等用正体。 

非公知公用的符号、缩略词均应该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说明，并给以明确定义。必

要时缩略词后面在括号内标明外文原文。 

5.  计量单位和数字用法 

论文必须采用 1984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并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执行。各种量、单位和符号，必须遵循

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数字和单位用法应遵照 GB/T 15835，例如： 

不宜在文字中间夹杂使用数学（物理）符号、计量单位符号，例如“钢轨每 m 重量

<50kg”应写这“钢轨每米重量小于 50kg”； 

纯小数在小数点前面的 0 不能省略； 

百分数及幂次数量范围应完整表达，如“20%～40%”不应写作“20～40%”，“3×102～

5×102”不能写成“3～5×102”； 

避免让单位误为词头，如力矩单位 N·m 或 Nm 不能写成 mN； 

组合单位中的斜线不能多于一条，如 w/(m2·℃)不能写成 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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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论 文 独 创 性 声 明 

作者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全体作者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科普研究工作及

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所有作者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

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所有作者一同工作

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

意。 

 

 

全部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日  期：     



 4 

附件 3： 

文化创意作品介绍格式 

 

作品基本情况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作品单位： 

作 品 说 明 

（包括力学原理和文化创意，限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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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三届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赛报名平台，请使用手机 app钉钉扫码进入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