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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一级标准 

（适用图形化编程） 

 

能力要求： 

1．熟悉掌握电脑编程的基本操作，了解信息的传递方式，认识程

序的作用环境和范围； 

2.基本了解 scratch、blockly 等图形化编程平台，包含程序操作 

区域功能理解、节点链接规范，按钮含义理解，养成规范操作的习惯; 

3．熟悉角色库、背景库，学会加载不同的角色或背景；学会新建

项目、保存项目、以及从本地电脑中加载已保存过的项目；了解“运

动”、“外观”、“声音”、“控制”与“角色”、“背景”之间的

关系；学会让“角色”运动、发声、变幻外观及绘制的基本方法。 

4.知道角色与造型的关系，学会背景变化的基本方法；了解程序执

行过程，学习程序的基本触发方式（事件触发）；会使用简单的侦测

功能积木块实现交互。 

5．完成有趣的对话编程，学习对话课程相关模块的英语单词，会

使用学习模块利用素材完成微创新。理解注释的作用，学会添加注释，

建立表达、沟通的方式。 

6.最终通过学习掌握基本的积木命令，学会从积木命令到函数的应

用，形成简单的按照步骤运行的线性编程思维，从而达到编程启蒙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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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二级标准 

（适用图形化编程） 

 

1.学习使用音频，学习制作基础素材，使用动画的方式更加丰富的

表达意图。灵活应用“运动”、“外观”、“声音”模块中的积木块，

利用这些图形程序的积木块解决问题； 

2.了解计算的概念，理解变量的概念，熟悉图形程序中变量的设置

方法和使用方法； 

3.能利用变量解决问题；理解条件和循环的作用范围，掌握条件语

句以及循环语句，学习分支控制和循环； 

4.熟悉控制模块中的程序控制形式，能够正确选用适应的积木块程

序解决问题；熟悉侦测功能中的侦测种类、侦测方法及侦测条件；能

够通过侦测的方法解决人机交互的问题； 

5.熟悉运算功能中的数学运算、比较运算、逻辑运算、集合运算积

木块的使用； 

6.能够运用运算模块中和积木块解决问题。形成平面的编程思维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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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三级标准 

（适用图形化编程或程序与人工智能硬件相结合，二选一） 

 

编程能力要求 

1．熟悉编程环境的界面设置，功能分区及基本操作；理解函数、

循环和条件语句的结合应用，引导并建立逻辑结构意识；学习逻辑运

算，熟练掌握逻辑语句； 

2.创建函数工具，并且具有一定通用性，形成可计算和不可计算的

编程思维； 

3.建立信息收集意识。形成信息输入、信息处理、信息输出的编程

思路； 

4.建立分支预测的编程思维方式，对于确定环境中，确定编程目标

有一定的分析处理能力，并且能在该环境的多种情况下完成编程目标； 

5.学习侦测模块，用鼠标控制角色或者角色与另一个物体或角色碰

撞产生特效等； 

6.学习数组的概念，熟悉图形程序中的数组设置及使用方法； 

7.认识变量的特点，理解变量名、初始值、变化幅度的概念、设置

规则及方法； 

8.掌握三种基本程序控制结构（顺序结构、循环结构、选择结构）； 

9.逻辑判断：根据程序实现的最终目的，结合函数、循环、条件、

逻辑运算的综合应用，构建高效且简化的逻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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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与人工智能硬件相结合的应用能力要求 

1.了解可编程硬件的基本组成，按键及接口的作用；熟悉能够支持

硬件的编程环境，了解编程环境软件的安装方法；掌握连接硬件和接

口的方法。 

2.学会新建、加载、保存项目，以及向硬件上传程序； 

3.能够利用编程环境中的程序控制模块结合硬件设备中的传感器

解决相应的问题； 

4.学习陀螺仪传感器、磁力计传感器硬件相关知识，了解它们的作

用，学习磁力计的校准方法，并结合图形程序解决实际问题； 

5.了解变量与硬件 LED 之间关联关系，通过变量控制 LED 点亮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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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四级标准 

（适用图形化编程或程序与人工智能硬件相结合，二选一） 

 

编程能力要求 

1.构建学习加减法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学习三个数的加减法及加减

混合运算； 

2.使用内置的画板，发挥想象自己动手制作素材； 

3.数据结构与算法：全面了解数据结构及相关算法的知识，获得系

统编程思维。了解随机数等相关知识； 

4.熟练使用带参数的函数；具有确立编程目标的能力；应用编程的

方法解决问题，从编程的逻辑层面进行优化。 

5.阅读大量的程序，具备对程序进行注释的能力； 

6.形成分析问题，确立目标，用编程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编程与硬件结合的应用能力 

1.了解舵机的使用方法；了解直流电机和舵机开环使用方法；了解

数字量、模拟量；了解电机转速和电压之间的关系。 

2.了解 LED、按键、开关等模块的使用；了解传感器的分类、功能、

输出类型等分类方式。 

3.掌握数字量输出和输入控制；掌握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 

4．学习用硬件控制软件中角色的运动的方法，如用按键、陀螺仪

等控制软件中的对象进行变幻或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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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会分析已知需求，灵活应用图形程序模块及硬件，设计解决方

案； 

6.学习外围输入/输出/执行设备（如电机、舵机、按钮、超声波传

感器等）的使用方法和编程方法，结合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或思想，用

编程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7.了解无线通信协议、信道的概念，能在信息发送方和接收方建立

连接，实现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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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五级标准 

（适用图形化编程向代码编程的过渡或程序与人工智能硬件 

相结合，二选一） 

 

编程能力要求 

1.学习数组结构功能，利用学习过的知识进行程序设计，及实例化

操作，提升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映射的含义，将现实问题映射

到数组中，通过数组的分析来解决实际问题。 

2.通过程序可解决学科知识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数学问题； 

3.学习如何从图形化程序过渡到代码程序，通过图形程序与代码程

序的对比，初步认识代码程序，能够读懂简单代码程序； 

4.学习什么是 Python3 及 Python 语言的优势和应用领域； 

5.了解解释器的使用方法，学会利用解释器调试代码的基本方法。 

6.学习一种支持软件和硬件编程的 Python 代码编辑器/解释器的

使用，能够利用其调试程序； 

7.学习 Python 语言的基本语法、基本数据类型、运算符、基本程

序控制结构，能够正确、规范地书写简单程序； 

8.灵活运用基本语法、数据类型、运算符、控制结构，能够分析给

定情境，用程序解决问题； 

 

编程与硬件结合的应用能力 

1.了解 I/O 类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按键开关、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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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其他类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超声波、颜色传感器）； 

3.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应用领域，及学习人工智能相关技术

的工具；了解人工智能中的机器学习模块，了解机器学习的过程及模

型、模型训练、预测等概念； 

4.学习文字朗读、语音识别的实现过程，并结合图形程序及硬件实

现语音交互功能，如机器的“听”和“说”； 

5.学习语音智能翻译技术，并利用智能翻译功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6.学习人工智能图像与视频相关技术，了解其应用领域； 

7.学习视频侦测过程与功能模块，能够运用图像动作的检测和对人

脸的检测解决问题； 

8.能够结合视频侦测功能和图形化程序编制小游戏； 

9.了解智能人脸追踪，通过对人脸面部特征判断人物特征，并根据

判断结果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10.学习文字识别功能，并利用文字识别技术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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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六级标准 

（适用代码编程或程序与人工智能硬件相结合，二选一） 

 

编程能力要求 

1.能够灵活使用变量，获取用户输入并与之交互； 

2.事件处理：学习复杂程序分析处理，从而培养分析和解决复杂逻

辑问题，可独立完成简单游戏作品； 

3.深入理解数据输入、获取、数据输出和数据存储的概念；掌握处

理数据，掌握几种处理数据的能力；可识别数据的有效性，为编程目

标服务；形成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进程进行划分数据类型的思想。 

4.了解嵌入式微处理器的用途与类型，了解基于微处理器（如

ESP8266\ESP32\STM32 等）的应用环境； 

5.熟悉套接字的概念，及相应的函数； 

6.学会用 python 语言编写网络连接的程序； 

7.了解 python 标准库和 MicroPython 类库，灵活应用类或库函数

解决问题。 

 

编程与硬件结合的应用能力 

1.初步了解常见显示屏（如 OLED、LCD 等）的使用及基本原理； 

2.了解电机编码器测速原理及使用方法，大功率电机驱动原理一级

电机闭环控制原理； 

3.学习对微处理器开发板的编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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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网络传输协议，熟悉建立网络连接的过程，理解客户端和服

务端通信原理； 

5.熟练掌握电机的开闭环控制；了解多传感器的综合应用； 

6.了解小车的避障控制、巡线控制等方法；了解小车的测试和自适

应调整过程。 

7.通过遥控器控制轮式机器人、水中机器人和飞行机器人； 

8.能够设计较为综合的场景；能够独立实现较为复杂的项目搭建和

编程，并以此为载体实现人工智能在场景中的应用，打造物联网、智

联网的模型，比如：具备一定智能的报警器、台灯、垃圾桶、扫地机

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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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七级标准 

（适用代码编程或程序与人工智能硬件相结合，二选一） 

 

编程能力要求 

1.掌握辗转相除法的使用； 

2.了解数学中的区间表示法； 

3.了解程序中的递归等简单算法； 

4.能够使用代码编程实现鸡兔同笼等算法； 

5.学会用函数的思想去解决大量重复性的操作； 

6.理解误差的概念，并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发现规律； 

7.误差分析的方法；数据统计及分析方法； 

8. 坐标系统的建立；理解精度的概念，建立精度的思维模型；将编

程逻辑应用到坐标系统中，建立编程的坐标意识； 

9.形成描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友好反馈的思维方式。 

 

编程与硬件结合的应用能力 

1.了解总线的概念，了解基于微处理器的 I2C 总线协议； 

2.学习通过 I2C 总线进行数据读写的方法，并编程解决问题； 

3.了解物联网的概念、应用，及物联网的架构； 

4.了解物联网通信协议，学习接入物联网的方法及物联应用； 

5.能够使用硬件和软件编程，利用物联网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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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八级标准 

（适用代码编程或程序与人工智能硬件相结合，二选一） 

 

编程能力要求 

1.了解变量的作用范围；了解什么是算法，学习如何确定算法、如

何表示算法； 

2．能够用代码编写冒泡法、插入排序、合并排序、快速排序、顺 

序查找、二分法等基本算法；学会用函数描述解决某问题的算法程序，

以解决大量重复调用的问题。 

3.了解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掌握辗转相除法的使用； 

了解程序中的递归等简单算法：能够选择合适的算法解决问题；学习

简单的排错方法。 

4. 模块的概念；作用域，以及继承的概念；从多媒体的角度编程

程序，实现多层面的操作回馈。 

5.将现实世界的属性和虚拟世界的属性进行对应，在虚拟世界中构

造现实场景程序。 

6.形成多层面的编程思想，通过声音、图片、触摸等输入方式获取

数据，分层处理数据，并且形成反馈。 

7.了解程序结构设计相关知识，及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编程与硬件结合的应用能力 

通过编程对移动机器人进行自主控制，完成复杂任务；能够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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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移动机器人，使用不同复杂环境；熟悉传感器的综合应用；根

据任务完成结构进行分析，并对设计提出改进。 

1.熟练掌握一种 3D 设计软件； 

2.尝试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较为简单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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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评测：九级标准 

（适用代码编程或程序与人工智能硬件相结合，二选一） 

 

编程能力要求 

能够对给定的任务进行分析，提出多种设计方案，并择优选择最

佳设计方案，能够利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将通用的算法应用到不同任务中；具备代码编程（C++、

Python 等）等实现算法的能力。 

1.了解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了解几种人工智能的框架平台。 

2. 了解深度学习算法的基本原理； 

3. 了解图像识别、语音设备、自动驾驶等基本原理； 

4. 掌握栈、队列、排序算法等数据结构； 

5. 了解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理念； 

6. 熟练掌握一种代码编程（C++、Python）。 

 

编程与硬件结合的应用能力 

1.能够使用激光切割机，并切割图形进行搭建； 

2.能够根据任务设计适合的机械工程图。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 

                  《青少年编程技术等级教育规范》团体标准编制组 

《青少年编程研究课题组》、青少年编程评测中心 

2019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