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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竞技·校园 No.1 

“多元智能竞技·校园 No.1”（以下简称“校园 No.1”）是以

多元智能理论为依据，以中小学校为主体，以网络多媒体和智能技术

为支撑，致力于探索“用信息技术助力每一个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全

新途径，发掘学生个人与团队的独特潜能和成就，以“微视频在线纪

录认证”和“现场挑战纪录认证”相结合的形式，创造各级各类校园

纪录，展现学生素质发展成果的一种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 

“校园 No.1”的核心理念是：“人人都是 No.1！”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职高）。 

2.参赛人数：以各项目规定为准。 

3.指导教师：1人（可空缺）。 

4.每人限参加 1个赛项。 

注：参加本赛项的选手只能参加一个大项的现场比赛，可同时申

报纪录认证。每位选手只能参加一个项目的纪录认证。 

组别确定：以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教委、教育厅、教育局）

认定的选手所属学段为准。 

二、竞赛流程 

1.网络竞技赛 

选手自行拍摄全国决赛项目的挑战视频，由各学校赛区上传到世

界校园 No.1网络竞技平台（http://campusno1.com）。目前，校园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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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410多个竞技项目，3500多个分年级全国纪录，当前保持纪录1800

多个。视频纪录经所在赛区校园 No.1组委会审核合格，即可即时获得

各级在线纪录证书；若成绩超过当前项目擂主水平，可申报参加全国

决赛纪录认证。 

2.地方选拔赛 

由地方选拔赛组委会按照全国决赛指定的比赛项目自行组织，按

照全国组委会给定的名额，在指定时间内在线报名全国决赛。无地方

组委会的地区，可以以学校赛区为单位报名参赛，每所学校每个年龄

组每个项目限报一人或一队参加。 

3.全国决赛 

由全国组委会负责组织，对现场挑战赛项目和现场认证项目的报

名选手进行分组编排，制定挑战秩序册。 

全国现场决赛将分设六个项目的现场挑战擂台。 

三、参赛项目及时间安排 

（一）现场挑战项目 

全国组委会在 410多个在线项目中，精选了 24 个适合广大农村和

城市的现有条件、器材随处可得、充分利用现有教学环境、有利于学

生关键能力提升、针对当今基础教育的痛点难点、适合现场挑战的项

目，划分为六项技能，其中足球小将和运指如飞为团队项目。 

每位选手限选一个大项，并且必须参加该项技能全部小项的比赛，

以该大项内各小项的总分进行排名。 

六项技能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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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目千里（视力竞技 2 项） 

（1）项目意义： 

特别针对保护学生视力的紧迫需求，通过视力挑战，增强学生保

护视力的意识，掌握科学用眼和视力训练方法。 

（2）分项规则： 

举目千里项目 2个，单人比赛，不分男女组。 

测试卡下载：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 （第 30项）。 

A1.千里眼 E卡。 

本规则参照中央电视台《挑战不可能》的千里眼挑战项目规则设

计。采用边长为 20mm 的普通视力表 E 字符，随机 4 个开口方向，并列

摆放 3 张 E 字测试卡。挑战者手持小红旗，从 E 字符正前方由近到远，

以每次 5米的幅度依次增加距离，在确认能够看清的条件下站定，挥

旗告知认证官 E字的开口方向，能够在三个测试卡中准确判定两个及

以上开口方向为通过。出现两次及以上错误则不通过，成绩单位为米，

每 5 米为一级。每位选手有两次选择整数级别之外其他距离的机会，

自选的距离必须在最后通过和未通过的两个级别之间选择。以通过的

最远距离为比赛成绩。 

A2.千里眼 C卡。 

本规则参照飞行员视力表和千里眼挑战规则进行综合设计。采用

直径为 17mm的飞行员视力表 C 字符，随机 8 个开口方向，并列摆放三

张 C 字测试卡。挑战者手持小红旗，从 C 字符正前方由近到远，以每

次 5 米的幅度依次增加距离，在确认能够看清的条件下站定，挥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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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认证官 C 字的开口方向，能够在三个测试卡中准确判定两个及以上

开口方向为通过。出现两次及以上错误则不通过，成绩单位为米，每

5 米为一级。每位选手有两次选择整数级别之外其他距离的机会，自

选的距离必须在最后通过和未通过的两个级别之间选择。以通过的最

远距离为比赛成绩。 

补充说明： 

直径 17mm 的 C 字符即飞行员对数视力表中 3 米处 0.3 和 5 米处

0.5 的标准。根据本卡进行测试的距离，可简单换算为对数视力。 

（3）计分方法： 

取 A1、A2 两项测试的成绩（单位为米）之和进行总分排名。 

（4）入围要求： 

千里眼 E卡测试成绩 25米（五级）以上。 

（5）参考视频： 

千里眼：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43 

2.足球小将（运动竞技 5 项） 

（1）项目意义： 

特别针对提升足球水平的紧迫需求，少年足球从基本功抓起，培

养未来的国脚选手。 

（2）分项规则： 

足球小将项目共 5个，区分男女组，所有项目均要求以 2 人小组

为单位参赛。 

B1.一分钟连续脚颠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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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小组两人依次进行左右脚自由颠球，每人一分钟。身体其他

部位不能触球。球落地或比赛时间到则结束。两人成绩之和为该项目

成绩。 

B2.一分钟连续大腿颠足球。 

参赛小组两人依次进行左右大腿自由颠球，每人一分钟。身体其

他部位不能触球。球落地或比赛时间到则结束。两人成绩之和为该项

目成绩。 

B3.一分钟头部连续颠足球。 

参赛小组两人依次进行头部自由颠球，每人一分钟。在颠球过程

中身体其他部位不能触球。球落地或比赛时间到则比赛结束。两人成

绩之和为该项目成绩。 

B4.足球绕障计时。 

参赛小组两人依次进行足球绕障。起点线（白线）至第一个方锥

距为 2 米，杆间距为 1.5 米（共 5个方锥）。挑战者必须带球 S形运

球绕过五个方锥，再以同样方式返回到终点线（与起点同一条线），

人球均通过白线计时结束。两人成绩之和为该项目成绩。 

B5.一分钟双人传足球。 

两人分别站在 4×4米的正方形对边外侧连续传球，传球路线必须

经过正方形区域一组对边，传球队员任意一只脚进入正方形区域内的

传球不计次数。1 分钟内两人传球次数为该项目成绩。 

（3）计分方法： 

B1-B3：以三项颠球数量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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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以两人 14 秒为 100 分。每减少 1 秒加 10分，每增加 1秒减

10 分。 

计算公式：240-10×秒数。例如：用时 18 秒，得 60分；用时 13.98

秒，得 100.2 分。 

B5：以 1分钟传球总数计分。 

（4）入围要求： 

足球绕障碍个人成绩 11秒以内。 

（5）参考视频： 

脚颠足球：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194 

大腿颠足球：http://campusno1.com/record/view/6417/CN 

头颠足球：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172 

足球绕障：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10 

双人传球：http://www.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99 

3.心灵手巧（传统技艺 5 项） 

（1）项目意义： 

特别针对增强传统文化的紧迫需求，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技

艺，培养劳动观念，提升身体感官灵敏度，强化手眼协调能力。 

（2）分项规则： 

心灵手巧共 5 项，单人比赛，不分男女组。 

C1.夹玻璃珠。 

一分钟内用筷子从指定盘中将玻璃珠夹起并放入距离 100cm 的另

一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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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徒手称重。 

在 500-1000 克之间随机抽取一个克数，不借助其他任何工具，

直接抓取该重量的样品（可以是沙子、小米等），然后用电子称验证

称重。 

C3.心随秒动。 

用魔方计时器蒙眼还原三分钟（180 秒）。 

C4.五分钟孔明锁。 

在 25个不同类型的孔明锁中，随机挑选若干个，首先检查是否是

完整的孔明锁，5 分钟倒计时开始以后操作，选手对样式不同的孔明

锁自定顺序进行先拆后装，在 5 分钟内能够完成的个数最多者获胜，

相同个数的，耗时最短者获胜。 

 

器材样式示意图 

C5.1分钟踢毽子。 

以 1 分钟为限，脚法不限（内侧、外侧、正脚背、膝触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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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手臂以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接触毽子都算一个。毽子落地后可以

迅速捡起来继续踢。 

（3）计分方法： 

C1：每颗玻璃珠计 4 分。公式：玻璃珠个数×4。 

C2-C3：以相对误差的大小计分。公式：100-100×相对误差。 

例如：C2：要求重量 1000 克，抓出重量 800 克，相对误差 20%，

80 分；C3：要求时间 180 秒，还原时间 171 秒，相对误差 5%，95分。 

C4:用完成的个数(每一个记 10 分)和节约的时间(以秒计算，1

秒 0.1 分，多于 99秒的，最多计 9.9分）共同计算一个积分。 

公式：10×完成个数+节约秒数÷10。 

注：节约秒数大于 99 秒的以 99秒计。 

C5:踢一次记一分。 

（4）入围要求： 

筷子夹玻璃珠成绩不低于 18 颗。踢毽子不低于 60个。 

（5）参考视频： 

筷子夹玻璃珠：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04 

徒手称重：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59 

心随秒动：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61 

五分钟孔明锁：http://www.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358 

一分钟踢毽子：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62 

4.学力考级（学力竞技 5 项） 

（1）项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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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每个学生的核心基础学习能力，催生大脑升级。 

（2）分项规则： 

学力考级项目共 5个，单人比赛，不分男女组，涵盖了最基本的

认知能力。器材自备。 

D1.注意力（5×5 舒尔特方格）。 

五分钟内，以三次最快时间（秒数）的平均值计算成绩。 

软件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第 15项）。 

用五分钟 5×5 舒尔特方格的 A 模式进行挑战。定级标准： 

10 级：≤4 秒 9 级：≤6 秒  8 级：≤8 秒  7 级：≤10 秒 

6 级：≤16 秒 5 级：≤25 秒 4 级：≤35 秒 3 级：≤50 秒 

2 级：≤75 秒 1 级：≤100秒 0 级：大于 100秒 

D2.专注力（连续输入数字）。 

每正确连续输入 100 为 1 级，200 以上为 2 级……1000 以上为 10

级，两个数字之间的间隔时间需要少于 2 秒。 

软件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第 29项）。 

D3.洞察力（找错别字）。 

采用洞察力大挑战软件，在规定时间内找出全部错别字。根据样

本字数的多少和内含错别字的多少，依次为 1-10级。采用挑战模式，

根据设定的等级进行考级。 

软件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第 24项）。 

D4.记忆力（记忆扑克牌）。 

采用快速记忆扑克牌的方式进行考级。根据国际记忆大赛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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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训练和考级软件。采用考级模式，按照 13张、26张、52 张不

同难度和复原用时长短，依次设定为 1-3、4-6、7-10级。 

软件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第 26项）。 

D5.计算力（闪电心算）。 

根据央视《开学第一课》中的《闪电心算》规则设计了专门的训

练和考级软件。采用竞赛模式，难度至少两位数和 10 笔以上，自行设

定难度分值，计算正确为通过。 

从难度 5-10分到 91-120分以上依次为 1-10级。 

软件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第 23项）。 

（3）计分方法： 

D1-D5 全部按照学力考级标准计算总级数。最高为 50 级。 

（4）入围要求： 

舒尔特方格 5×5 在 25 秒内完成。 

（5）参考视频： 

注意力(舒尔特方格)： 

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10 

专注力（连续输入数字）： 

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16 

洞察力（找错别字）： 

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51 

记忆力（记忆扑克牌）： 

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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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力（闪电心算）： 

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45 

5.运指如飞（信息竞技 3 项） 

（1）项目意义： 

专门提升中英数信息技术核心技能，提升三项信息技术最基本的

输入指法技能，实现高速盲打。 

（2）分项规则： 

运指如飞项目共 3个，团队 2 人不分男女，每位参赛选手将参加

以下三项比赛，每项比赛取 2 人平均成绩，最后总分高的组获胜。比

赛采用软件测试，器材自备。 

E1.中文输入（打字赛跑）。 

三次机会，取最好成绩。 

软件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第 5项）。 

E2.英文输入（英文键盘）。 

三次机会，取最好成绩。 

软件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第 16项）。 

E3.数字输入（速算全能）。 

5 分钟内取最好成绩。 

软件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第 18项）。 

（3）计分方法： 

E1和 E3：80秒为 100分。每减少 1秒加 1分，每增加 1秒减 1分。 

计算公式：180-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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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40 秒为 100分。每减少 1秒加 1分，每增加 1 秒减 1分。 

计算公式：140-秒数。 

（4）入围要求： 

打字赛跑或速算全能低于 110 秒，或英文键盘低于 70 秒（即 70

分以上）。 

（5）参考视频： 

打字赛跑：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84 

英文键盘：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85 

速算全能：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69 

6.纸上争锋（创作竞技 4 项） 

（1）项目意义： 

采用最常见的 A4 纸进行四项创意设计，激发学生的创新实践操作

能力。 

（2）分项规则： 

纸上争锋项目共 4 个，单人比赛，不分男女组。共采用 4 张 80

克 A4复印纸，分别用于以下四项比赛，每项比赛用 1 张。选手自带足

够的标准硬币若干（必须）。 

F1.撕纸无限长。 

比赛十分钟之内，徒手撕 1 张 A4 纸，纸条不可断裂，发生断裂情

况可以在较长那段纸条上进行再制作，不可将已断裂的纸条以打结等

各种方式再行连接，完成后举手示意，认证官再进行测量。 

F2.纸飞机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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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制作纸飞机，制作时间五分钟。可任意剪裁、折叠，不允许

使用粘合剂；每名选手有三次机会掷远，取最远距离为最终比赛成绩。 

F3.纸飞机留空。 

现场制作纸飞机，制作时间五分钟。可任意剪裁、折叠，不允许

使用粘合剂；每名选手有三次机会掷远，取最长时间为最终比赛成绩。 

F4.纸船承重。 

折叠纸船限时 10 分钟，学生自备标准一元硬币，比赛开始后选手

往纸船里放一元硬币，每次只能放 1枚，一旦纸船进水，停止摆放硬

币，统计纸船承载硬币的数量，最后 1 枚不算成绩，整个比赛限时 20

分钟。 

（3）计分方法： 

F1：5 米为 100分，每米 20 分。计算公式：20×米数。 

F2：25 米为 100 分，每米 4分。计算公式：4×米数。 

F3：10 秒为 100 分，每秒 10 分。计算公式：10×秒数。 

F4：承重一枚计 1分。计算公式：1×枚数。 

4.入围要求： 

纸飞机掷远 17.5 米以上（70 分以上）。 

（4）参考视频： 

撕纸无限长：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30 

纸飞机掷远：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102 

纸飞机留空：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103 

纸船承重：http://campusno1.com/record/index/CN?prj=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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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安排 

地方选拔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30 日；入围全国现场决赛

选手报名表提交截止时间、全国现场决赛时间以官方网站

（www.noc.net.cn）公布为准。 

（三）相关网址 

全部挑战项目分年级的在线纪录请查询：http://campusno1.com 

全部项目软件下载地址：http://campusno1.com/record/news/46 

（四）纪录认证 

全国现场决赛期间，接受任何在线项目擂主的现场纪录认证。报

名资格为保持当前全国最高纪录，并已将视频上传到校园 No.1 官网。

若同一个项目报名后其纪录又被其他选手打破，可以进行 PK赛。擂主

纪录现场认证的成绩达到或超过在线擂主成绩，即认证成功，否则认

证失败。纪录认证所需器材由选手自备。 

四、奖项设置 

（一）网络竞技的各级纪录奖项由各赛区按照网络纪录自行组织

发放，校园 No.1网络竞技平台（http://campusno1.com）同步提供在

线纪录电子证书。 

（二）全国决赛设立一、二、三等奖，按照项目选手的积分排序

和规定的获奖比例产生。 

注：单项擂主（打破校园 No.1 当前全国最高纪录者，包括参加现

场新纪录认证成功的选手和本次 24 个单项比赛中的破纪录者）被授予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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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予评奖 

1.参赛个人（团队）迟到 5分钟以上。 

2.参赛选手蓄意损坏比赛场地。 

3.参赛选手不听从裁判（评委）的指示。 

4.参赛个人（团队）选手未全部到场比赛。 

5.参赛选手比赛成绩为零分。 

6.参赛选手被投诉且成立。 

五、版权说明 

凡参加“多元智能竞技·校园 No.1”认证的个人和团队视频，一

经参赛，即视为参赛选手同意全国组委会拥有对其作品的使用权，同

意组委会以任何形式对参赛作品进行展示和传播。全国组委会不承担

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

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凡涉及“多元智能竞技·校园 No.1”项目竞赛视

频、网站、PPT、图片、文章、软件等可作为培训和公益宣传推广使用，

未经组委会指定授权，不得从事商业用途。 

全国校园 No.1 地方组织工作 QQ群：62803862 

认证官培训慕课地址：http://mooc.bjnoc.com/course/19 

六、相关说明 

1.每位选手限参加一个赛项，严禁重复、虚假报名，一经发现或

举报，将取消比赛资格。 

2.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过程中裁判（评委）有

最终裁定权。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组决定。 

3.本赛项全国决赛各组别一等奖前三名获得者具有“恩欧希教育

信息化发明创新奖”评选资格，评选方式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