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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5 年 2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后 3 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正式开展部署推进相关工作。

“创客教育”也很快成为学校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并涌现出诸如机器人、3D 设计、3D

打印课、电脑编程等丰富多彩的创客活动。 

创客教育刚萌芽时，学校亟需了解基本概念、教育价值等。直至今日，停留在这些“理论

研究”已经远远不够，如何有效、持续“落地实施”才是学校最关键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本指南主要基于 i3DOne 青少年三维创意社区（以下简称 i3DOne 社区）1.5W 所

中小学，超过 600 位正在从事创客教育的老师，分析他们的创新教学经验和案例，形成一份可

以直接使用的“工具书”，帮助正在困惑如何实施的学校，从以下五方面快速搭建创客实验室。 

1. 厘清目前创客教育概念的误区，明确其核心活动，有利于学校做好基础工作。 

2. 创客实验室怎样布局更科学、软硬件采购怎样更合理，并提供两类参考图例。 

3. 提供活动场所后，如何打造一套完善的创客课程，并提供下载方便老师直接使用 

4. 通过老师的能力成长和认证，实现学校创客教育资源的有效储备和延续。 

5. 如何借助社团、互联网+教育等方式，让学生在课外也能自主的学习，避免热情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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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客教育的价值解析 

 

1. 创客教育的含义与培养的能力素质 

创客教育集创新教育、体验教育、项目学习等思想为一体，契合了学生富有好奇心和创造

力的天性。它主要以课程为载体，在创客实验室/创客空间1的平台下，融合科学、数学、物

理、化学、艺术等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2 

 

通过图1的能力素质漏斗可以知道，创客教育主要帮助学生形成跨学科的掌握能力，工具

使用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最终塑造积极的心理品质。也就是说，创客教育是不仅仅只是让学

生掌握工具，而是最终培养学生形成创新思维的习惯。 

                                                             
1 下文将统一称为“创客实验室” 

2 引用自《2015 创客教育蓝皮书·东莞（基础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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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校实施创客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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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客教育与 STEAM 教育的区别与联系3 

STEAM 教育是将五大学科——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艺术（Art）、数学（Maths）融合起来的教学。创客教育则是提倡开发

自己的创意，通过软硬件将创意实现成具体物品。 

STEAM 教育重视跨学科的“知识融合”，而创客教育则关注将想法进行“实践创造”。 

两者本质上有着高度相似的共通点——创客活动需要 STEAM 教育提供知识理论基础，

例如用 3D One4设计建筑物，需要了解相应的工程学和数学知识计算尺寸，艺术鉴赏提高模

型美观度。而创客实践则是 STEAM 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知识体系只有用于创造出实物，才

能发挥作用，甚至成为可商业化的产品，联接教育与商业。 

 

 

 

 

                                                             
3 引用自《STEAM 教育与创客教育的区别？》，http://www.i3done.com/news/2017/1016.html  

4 针对青少年创客教育的三维创意设计软件，下载地址：www.i3done.com/3DOne  

http://www.i3done.com/news/2017/1016.html
http://www.i3done.com/3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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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TEAM 教育与创客教育的关联 

 

3. 创客教育的核心 

创客活动有很多类型，包括机器人、Arduino、3D 设计&3D 打印、手工制作、激光切割

等等。然而在学校资源、学生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下，就更有必要确定创客教育的基础。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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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哪种创客活动，都离不开引导学生告别模仿，加入自己的创意。因此捕捉创意并将其与现

实联结起来的环节，便是创客教育的核心。5 

 

过去捕捉创意是用笔和纸快速绘制下

来平面图，而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 3D

设计软件，便可以快速完成更贴近现实世

界的三维模型，有利于后续成品制作。 

 

正如中国教育学会青少年创新思维教

育研究中心理事长李亦菲所说：“创新的

源泉在于多元化的拆分和组合，三维创新

设计教育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 

 

                                                             
5 引用自《创客实验室方案少了它，创客教育效果大打折扣》，http://www.i3done.com/news/2017/870 

.html  

图 3 创客教育的核心是三维创意设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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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客教育实施：打造优质创客实验室的四大要素 

许多学校会建立一个创客实验室来保障创客教育的实施。但往往最后却变成类似计算机机

房一样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述，创客教育最终的目的及核心是让学生养成创新意识与习惯，开

拓潜在能力。那么创客实验室必须更系统化地考虑四大要素，才能形成联动效果。 

 

 

图 4 创客实验室成功运作的四大要素 

活动场所布置 

软硬件的配置 

系统化的 

创客课程设计 

师资力量 

成长与储备 

课堂到课后 

学生自主学习 

活动开展场所能 

满足日常的所需 

由简入繁 

多学科融合 

针对性 

确保教育质量和 

持续性 

快速高质量开展 

学校社团和

竞赛、趣味

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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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场所及资源配置方案 

一般学生参加创客活动都是在学校的教室里。普通的机房缺乏互动交流的氛围，因此建议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重新建设更适合交流、互动的场所。 

 

1. 教室如何更科学的布局？ 

 

常规的创客实验室可以重点围绕以下三个区域的建设，这更符合创客活动和老师教学的基

本逻辑：引导学生挖掘创意→将创意实现→创意展示交流→引导新的创意。这种闭环的学习模

式可以帮助学生在这个活动场所里持续升级自己的创新思维，形成良性循环。 

 

其中，要让创客教育的闭环形成并延续，教室布局应该重视如何引导创意生成，这与上文

提及的创客教育核心是一致的。这与传统人们对创客只是做手工活的想法不一样，创客是“创

造”，而教育则是培育创意。这是学校和社会大众在创客活动场所建设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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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装备的资源配置策略 

 

根据上述所分享的布局思路，接下来就是配备相应软件和装备，那么如何选择最优的组

合方案呢？这涉及到价格和使用率，方便学校综合考虑投入产出比。 

第一：价格因素，如果要满足综合性的创客活动，需要购买全部的硬件装备、材料、外

购套件，总体成本会很昂贵，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承受的起。 

第二：使用率，也就是这些资源的利用率，是否能快速在学校普及，如果部分硬件太过

于专业导致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学习甚至延续，那么效用太低。 

名称 主要功能 配备要点 布局要求 

创意设计区 
教师进行授课、学生进行计算机绘图、技术设计等

开放探究实验的场地；也可进行创意讨论和生成。 

配电到桌、配音视频设

备、网络端口 

一人一台电脑进行

学习、设计 

创意制作区 
学生进行技术试验和技术制作，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场所 

配电、常用工具、3D 打

印机、激光切割机等加工

设备 

按学生分组布局，

3D 打印机一组一

台 

工具材料 

作品展示区 

存放便于移动的分组工具及常用实验材料等场

所，展示师生优秀作品，激发学生创作热情 

工具橱柜与展示橱柜一

体化设计，展示部分有艺

术化灯光效果 

与相应设计、制作

区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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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针对创客教育的重点和学校所能支持资源的不同，本文分享两种资源配备方案。 

方案 特色 所需资源 

快速实施型 

以创意教育为主，以 3D 创意设计为例。门槛

低，只要配置相应核心软件的电脑，能让全校

师生都有机会参与到创客课程与活动当中 

 3D 创意设计软件，如 3D One，每台电脑配备

一个软件。 

 3D 打印配备 1、2 台，如果不够可以通过其它在

线平台来实现。 

多元综合型 

初级基础上，提升制作环节的教育，需要配备

更多的装备来实现。活动类型丰富，但费用较

高，并且受限于设备的专业性，普及率也没第

一个方案高。 

 3D 创意设计软件，如 3D One，每天电脑配备

一个软件。 

 Arduino 编程套件，每 5 个学生配备一个。 

 3D 打印设备，每 3 个学生配备 1 台。 

 激光切割机、机器人套件等 

 

3. 图例：两种不同教室设计方案参考分析 

方案 1：创意交流合作型 

适合对象：比较合适小班制 

实施优势：重点在于通过圆桌的形式，形成天然的分组，也方便孩子们能快速面对面交

流创意，沟通想法。因此这种方式也为学校创客社团提供了便利的场所，共同合作完成一些创

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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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方案 1 创意交流合作型 

 

方案 2：高效授课型 

适合对象：合适大班统一教学 

实施优势：长条型加一定弧度弯曲的课桌椅，方便每个学生都可以看到老师的授课内

容，同时又能保证一定程度的交流。但沟通的便利性还是不如方案 1 的圆桌形式。同时旁边

又设计了独立的课桌，也能给学生课后提供一些个人活动的空间。宽阔的空间也为未来可以加

入新的教学装备提供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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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方案 2 高效授课型 

 

三、创客课程体系设计 

 

学校装修好全新的教室，配备好了全套的软件、装备，但这仅仅只是提供一个活动场

所，如何设计一套提高学生兴趣的课程体系，则是接下来需要重点考虑的。 

 

根据入驻 i3DOne 社区的将近 600 位创客导师分享的教学经验，基本可以总结出四种创

客课程设计方式，相应的课程案例也提供下载地址（请查阅脚注），方便读者可以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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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D 创意课程设计理念 

A. 设计故事，以角色代入情景进行学习 

全国模范教师郑贤老师开设的 3D 课程就是利用故事场景来降低枯燥——以“我的乐园我

做主”为主线，设计虚拟角色，给学生提供情景化的学习场所，以真实问题出发，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掌握知识——让学生运用 3D One 设计软件，提高学生问题探究能力、解决问题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6。 

同类型的还有中望教育林老师的《学做 3D 超人》7，就是以一个故事设定不同的场景和

任务，引导学生在不同的挑战面前设计不同物品去解决问题。 

 

B. 利用现成案例，引导学生加以改进、组合、创新 

全部重新设计一个故事，对许多刚接触的老师来说难度非常大，对此，北京房山区第五中

学的刘海峰老师的教学方式值得借鉴——鼓励学生在一些现成作品上稍加改动，给学生们动

脑动手的机会，比如积木完成，让他们自己加一块不同的积木；台灯的底座，让他们稍加修

                                                             
6 引用自基于 STEAM 的小学《3D 打印》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研究，郑贤，

http://www.i3done.com/news/2016/726.html  

7 《学做 3D 超人》课件下载地址：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series_show&id=3  

http://www.i3done.com/news/2016/726.html
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series_show&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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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变得不一样；还有椅子的靠背，自己设计外形，是欧式还是中式。这样慢慢的学生知道，

3D 创意设计并不是一教一学那种古板乏味，而是每个人都是设计师，又减少老师备课时间8。         

 

来自无锡市河埒中学的蔡桦老师出品的两套系列课件，也是以激励学生发挥“组合创意”

的思路。他编制的《华丽的露天舞台》9课程主要采用一种开放式的思路，引导学生设计具有

自己特色的舞台元素，然后进行自由组合，最后每个人的舞台创意效果也不一样。这样的课程

教育可以告别标准答案，让创意思维变成学生的一种思考习惯。 

 

 

图 7 《华丽的露天舞台》课件部分截图 

 

                                                             
8 引用自《创客教育实战：3D 创意大师养成记》，刘海峰，http://www.i3done.com/news/2017/857.html  

9 《华丽大舞台》课件下载地址：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series_show&id=11  

http://www.i3done.com/news/2017/857.html
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series_show&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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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D 设计&3D 打印升级 Arduino 课程 

Arduino 编程课作为创客教育的代表，许多老师也在不断探索新模式，例如将 3D 设计

+3D 打印+Arudino 进行融合，让学生自主创造的空间更大，例如思迪姆创客空间的韩东鹏

老师设计的《火星探测车》创客课件10，引导学生通过 3D 设计和 3D 打印制作出成品，然后

再利 Arduino UNO 作为大脑，接收来自蓝牙遥控手柄的信号。在这过程中也许学习了天文知

识、机械与电路装配。 

 

 

图 8 火星探测器 3D 打印+Arduino 成品 

                                                             
10 《火星探测车》创客课件资料：http://www.i3done.com/news/2016/714.html  

http://www.i3done.com/news/2016/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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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宏志中学的刁彬斌老师，他设计的 Arduino+3D 打印课程，如《手持风扇》11、

《小黄人灯》12就是很好的参考范例，同时他为 2017 年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提供的示例——

智能马提灯13，就是采用 Arduino 电路板，高亮 led，光敏电阻，使得灯可以根据外部光线的

明暗来决定自动开启或关闭，让 Arduino 编程教育展示了更多新的玩法。 

 

 

图 9 智能马提灯最终成品图 

                                                             
11 《手持风扇》课件下载地址：http://www.i3done.com/news/2016/657.html  

12 《小黄人灯》课件下载地址 http://www.i3done.com/news/2016/447.html  

13 《智能马提灯》设计案例下载地址：http://www.i3done.com/news/2017/858.html  

http://www.i3done.com/news/2016/657.html
http://www.i3done.com/news/2016/447.html
http://www.i3done.com/news/2017/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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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推荐中望郭丽静老师设计的《苹果灯》14课件，更适合低年级学生学习，只

需要 3D 设计自己的苹果灯外壳加上可以购买的灯泡小元件，就可以组装有自己特色风格的艺

术品。 

 

 

图 10 《苹果 USB 灯》展示图 

 

                                                             
14 《苹果 USB 灯》课件下载：PART1，http://www.i3done.com/shows/26_297.html；PART2，

http://www.i3done.com/shows/26_298.html  

http://www.i3done.com/shows/26_297.html；PART2，http:/www.i3done.com/shows/26_298.html
http://www.i3done.com/shows/26_297.html；PART2，http:/www.i3done.com/shows/26_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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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 STEAM 教育的融合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科技中心副主任，李雯老师在其发表的《STEM 教育

理念下的“三维创意设计”课程教学案例》15就提及到，如何将创客教育和 STEAM 教育融合

为更有效的课程体系。她以修复一只蜘蛛的零部件为例，将[分析问题]—[学习 STEAM 相关

学科知识]——[3D 设计]——[3D 打印制作]——[解决问题]完整的串联起来。 

首先，要了解机器蜘蛛运动的科学原理，厘清脚步零部件的作用。 

 

图 11 《STEM 教育理念下的“三维创意设计”课程教学案例》 

                                                             
15 《STEM 教育理念下的“三维创意设计”课程教学案例》，李雯，全文可查阅：

http://www.i3done.com/news/2017/852.html  

http://www.i3done.com/news/2017/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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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针对零件的尺寸进行数学计算，其中涉及到求解圆弧半径的过程是应用数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图 12 《STEM 教育理念下的“三维创意设计”课程教学案例》 

 

最后，根据尺寸用 3D One 设计出 3D 模型并进行 3D 打印，进行组装。 

图 13 《STEM 教育理念下的“三维创意设计”课程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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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河埒中学顾晓晨老师制作的《美丽的家乡》16这套课程则更偏向于将工程学、科

学、美学结合起来。其将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建筑、生活习俗，通过 3D One 这款青少年

三维创意设计软件，将具有代表性的物品还原出来。根据不同模型的特点，老师引导学生通过

自己“一砖一瓦”的设计来提升角色的代入。跟过去只看书本文字图片的硬性记忆不同，学生

的参与感更强，记忆也越加生动和深刻。 

 

图 14 《美丽的家乡》部分 3D 模型图 

                                                             
16 《美丽的家乡》课件下载地址：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series_show&id=13   

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series_show&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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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城市历史文化，顾老师选择了古运河清明桥，学生可以化身为古代的造桥师，在设计

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了解到古代桥梁的工程学特点，还能感受古人美学理念与造诣。 

 

4. 结合其它主流学科，深化教学价值 

学校的创客教育课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可以跟许多主流学科进行结合，甚至可以作为一个

桥梁将所有学科的学习融合在一起——将一些教学难点通过学生的深度参与，例如用 3D 设计

软件自己制作出来，能加深图像记忆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解。 

 

图 15 各学科教具 3D 模型库17 

                                                             
17 各学科教具 3D 模型库获取：http://www.i3done.com/fee  

http://www.i3done.com/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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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生物课，让学生设计一个 DNA18时，他能更直观地通过每个元素的搭建，更直接地

了解 DNA 为何呈螺旋结构。 

 

 

图 16 生物课 DNA 3D 模型图 

                                                             
18 DNA 3D 模型下载：http://www.i3done.com/model/56132.html  

http://www.i3done.com/model/56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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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物理课+数学课：让学生设计一个天平19的教具模型，各个部件之间精准的数值需要

用到数学计算； 

 

 

图 17 物理课+数学课天平 3D 模型图 

                                                             
19 天平 3D 模型下载：http://www.i3done.com/model/55856.html  

http://www.i3done.com/model/55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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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历史课+物理课+艺术欣赏：根据古文还原设计古代的马车20，不仅降低学生对历史

死记硬背的枯燥感，还能对比现代的车辆，学习动力结构和机械知识、欣赏古代美学和现代艺

术的演化。 

 

 

图 18 古代马车 3D 模型图 

                                                             
20 马车 3D 模型下载 http://www.i3done.com/model/56797.html  

http://www.i3done.com/model/56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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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资力量的成长与储备 

 

创客教育对于许多中国学校而言，尚属比较新颖的教育理念，正因为缺乏成功经验借鉴、

持续的教师个人能力提升计划，导致许多学校在实施的过程中，这些课程就只是昙花一现，无

法有效的延续。 

因此，本指南也重点从老师个人成长的角度出发，分享如何制定创客导师的能力培育计

划，确保创客教育能真正长期实行。 

 

1. 教学能力的培养计划 

（1）获取现成的课件资源作为借鉴21 

目前 i3DOne 社区为刚开始创客教育的老师提供了不同系列的课程体系资源。这些课件

经由已经开课的老师在实际教学中验证可行性，适合零基础的老师进行快速学习、快速开课。

并且启动课件征集计划，引导老师一步一步地提升课件撰写能力。 

                                                             
21 i3DOne 社区课件资源下载专区：http://www.i3done.com/lesson  

http://www.i3done.com/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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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i3DOne 社区部分创客教育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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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它老师的分享指导 

i3DOne 社区除了现成的课件资源，也会提供一个老师交流的讨论群，定期邀请其它创客

导师分享实际的教学经验和最前沿的创客教育资讯。 

 

2. 资质评定及国家考试认证 

（1）i3DOne 社区“创客导师”称号22 

该荣誉不仅是对青少年创客教育有突出贡献的老师的肯定和支持，还会对这些优秀老师开

放更多教学资源和提供成长空间，例如： 

1、永久的证书查询，面向全国学校提升学生对您的认同指数。 

2、教学事迹、授课案例有机会推荐 CCTV、人民网、凤凰网等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以

及国内权威教育类报刊杂志书籍，拔高教育领域地位。 

3、有机会受邀出席担任各种大赛评委、担任各地区教育机构组织的培训老师。 

                                                             
22 i3DOne 社区创客导师申请：www.i3done.com/tutor  

http://www.i3done.com/t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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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i3DOne 社区部分创客导师 

 

（2）人社部“3D 打印造型师”考试认证和技能鉴定 

3D 创意设计和 3D 打印作为创客教育和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重要一环，越来越多中高

职、大学开设 3D 打印专业。对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

社部”）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认证的 3D 打印造型师已经正式推出。相关的证书说明

及报名详情请见：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designer。 

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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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认证是 3D 打印产业的重要技能鉴定，并且可以获得更专业的培训渠道，了解最前沿的

3D 打印发展趋势，提高 3D 设计的应用性。对于正在从事 3D 创意设计、3D 打印相关创客教

育课程的老师来说，是开拓职业发展潜力的镀金石。 

面向对象：从事或准备从事 3D 打印相关工作的技工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

院、大学本科学生和各类学校教师（包括中小学）以及社会企事业工作人员。 

认证要求：要求在 3D One Plus 平台上，独立完成产品设计、造型及输出打印（根据

等级不同，产品要求不同）。参加鉴定考试成功可获得由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的全国

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合格证书23。 

 

（3）“全国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示范校”授牌24 

由青少年创新设计思维联盟、i3DOne 青少年三维创意社区、中望软件联合授牌，旨在对

学校为青少年创客教育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和支持，建立全国青少年创客教育教学示范单位，

开放给同行学习，成为同行的领军学校。 

                                                             
23 通过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获得操作员、高级操作员资格者，分别视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级、高级

技术等级，其使用及待遇参照相应规定执行。 

24 全国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示范校授牌申请方式：http://www.i3done.com/news/2016/795.html  

http://www.i3done.com/news/2016/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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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授牌成品图 

3. 教学成果总结与知识储备 

老师除了能力提升与资质认定，如何将授课成果有效的展示和储备下来，也是对老师的个

人有效激励和教育的延续。其中 i3DOne 社区针对创客导师开放了 SIM 创客云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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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系统自动记录老师和学生的作品数量、设计水平、活跃程度、全国排名情况，形成

详实的成果记录，帮助老师每年进行教学成果的回顾、总结，为来年制定教学计划提供完整的

数据支持。 

 

图 22 示例学校的 SIM 创客云成果图25 

 

其次，SIM 系统里的课程资源库可以很好地保留该校老师所有课程资源和教学经验，帮

助学校未来新纳入的创客导师可以快速了解，减少新老师培训成本。 

 

                                                             
25 示例学校 SIM 创客云首页：http://school.i3done.com/1000416/home.shtml  

http://school.i3done.com/1000416/ho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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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课堂到课外：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1. 建设校园创客社团 

在许多开设创客课程的学校里，老师们都希望可以组建一个社团，让孩子们学习的兴趣可

以从课堂延续到课外，具体措施如下： 

1. 管理制度。包括设计加入社团的标准、管理人员的要求等。现在许多学校的 3D 打印

社团都采取学生自主管理的方式，而不是老师直接管理。 

2. 任务活动。社团存在的目的在于形成交流的圈子，这种互相带动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

性。所以除开日常作业，可以设计一些开放式、有趣的主题任务，让社团成员分组完成、竞

赛，活跃社团气氛。 

3. 成果展示。定期展示社团的成果，可以加强学生对社团的集体荣誉感。展示的渠道可

以是课堂的创客展示柜、学校的校园活动等。但仅仅展示是不够的，可以通过现场的互动例如

现场 3D 设计、现场 3D 打印等，让其它学生更认可这个社团，从而增加成员的自豪感。 

但传统的线下社团内容来源有限。例如老师布置的主题任务需要自己去寻找资料；举行比

赛也只是仅限社团内部；成果展示最多面向学校。这些问题，可以充分利用现在互联网在线互

动平台，如 i3DOne 社区的趣味活动栏目，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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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型竞赛活动策划 

通过各种国家、省、市、区的竞赛活动推进创客教育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在 i3DOne 社

区也与各地区的教育部门、创客机构合作，承办了多场活动。可以提供成熟的竞赛流程和完善

的技术支持，如在线提交作品、在线评审等。 

读者也可以到大赛专区（http://www.i3done.com/contest ）借鉴不同类型赛项的具体

活动流程。 

 

图 23 国家级大赛：金砖 3D 打印造型技术大赛26 

                                                             
26 大赛详情：http://www.i3done.com/contest/show/74.html  

http://www.i3done.com/contest
http://www.i3done.com/contest/show/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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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省级大赛：贵州省青少年 3D 打印创意设计大赛27 

 

图 25 市级大赛：无锡市中小学创客大赛 3D 打印赛项28 

 

                                                             
27 大赛详情：http://www.i3done.com/contest/show/75.html 

28 大赛详情：http://www.i3done.com/contest/show/58.html  

http://www.i3done.com/contest/show/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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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客互联网社区：延续学生热情的重要平台 

 

创客课程不是学校主流科目，学生一个学期可以参与的时间很少，通过创客互联网社区，

激励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可以很好的弥补老师上课时间少的不足。目前作为致力于互联网在

线创客教育的 i3DOne 社区，也是结合学生实际需要，制订了更科学、多元化的兴趣活动。 

 

（1）与全国校园创客、交流创意 

每个学生的 3D 创意设计作品都可以在自己个人创客空间展示，老师还能分享自己的教学

观点，方便与来自全国的同好一起交流。同时支持创意 PK 赛，让学生的 3D 创意作品不用埋

没在电脑里或者只是变成一份作业，可以与其它学校的学生 PK 设计水平。 

 

（2）丰富的活动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i3DOne 社区会提供许多主题任务和竞赛活动，让社团的孩子们可以有更多趣味的选择，

并且是面向全国所有的学生竞赛，老师也可以从过去“布置任务”的角色，更多转变成“引导

思路”的角色。这些主题给学生提供了更多 3D 设计的灵感，特别在课堂教学上，老师引导孩

子们发散思维的时候，也能获得更多创意的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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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i3DOne 社区任务主题29 

 

（3）升级学校的线下社团 

广州荔湾区龙溪小学的袁传文老师分享了成功经验。“i3DOne 社区提供了完善的等级晋

升及校园创客头衔，把这些制度引进到我们的社团 3D 电脑班里，就能让社团学生更有动力的

目标，学生的‘学习榜样”也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学谁呀？学‘校园创客’呀！向谁学习

呀？向‘级别高的军长’学习呀！于是学校出现了不少如三级排长辅导一级士兵的学习案例。

在这个过程中，充挥发挥优秀 i3DOne 社区校园创客的‘传、帮、带’作用，让更多的孩子

们喜欢玩 3D。” 

                                                             
29 任务主题栏目：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special_mission  

http://www.i3done.com/index.php?a=special_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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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校的创客社团都是学生自主管理，如果能将他们的成果向全国展示，也可以提升

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影响力。 

  

六、后记 

创客教育的研究已经不乏有各种丰富的理论支持，“是否开展”已经不需要耗费时间去讨论，

如何实施才是目前许多学校最现实的难点——学校资源的限制、课程设计的难点、老师成长空

间不足、学生兴趣分散等等，都可能让创客教育最后只是变成一两次“示范课”就不了了之。 

因此，本指南会更注重于“执行措施”而非“理论研究”，希望对计划开展或正在进行创

客教育的学校老师，可以是一个直接可用的“工具书”——可以直接采用的教室布局图、可以

立即下载就开课的课件等等。 

以上内容由 i3DOne 社区众主编原创而成，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于 i3DOne 青少年三维创

意社区（www.i3done.com），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共同交流、探讨，一起完善更有价值的内容！ 

i3DOne 青少年三维创意社区 

www.i3done.com  

2017 年 6 月 8 日 

http://www.i3done.com/
http://www.i3d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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