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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 各参赛选手自觉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服从竞赛组委会和裁判的安排，同时做到遵守纪律、注意

安全、行为文明、讲究环境卫生；

2. 当遇争议或异议时，按组委会的决议执行；

3. 在各项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有关工作人员、当场比赛的参赛选手进入比赛场地；

4. 比赛开始前 20 分钟进行清场，同时对无人机和遥控器实行管制。参赛选手必须严格按照裁判规

定的要求执行。违反规定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 比赛时，经检录处 3 次检录点名不到的选手，视作该轮比赛弃权。参赛选手不论何种原因耽误比

赛，责任自负；

6. 比赛所用器材均为本届比赛组委会指定的专用设备，由组委会提供。非指定器材及非组委会提供

的器材不得参赛；

7. 每轮比赛结束时，参赛选手须在成绩单上签名，否则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8. 各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生下列行为，将视为严重犯规，执行裁判长有权视其情节轻重给

予警告、取消该轮成绩直至取消全部比赛资格的处罚：

(1) 比赛中故意妨碍、影响他人竞赛，故意损坏他人比赛器材；

(2) 比赛过程中，违反无人机遥控器管理规定或在场外擅自使用无人机遥控器；

(3) 比赛过程中，弄虚作假，破坏赛场纪律，不听从裁判员劝导，妨碍竞赛正常进行。

9. 以下情况该轮成绩判为零分: 声明弃权；检录点名三次未到；在比赛时间内未能起飞；

10. 比赛中遇争议时，可向裁判委员会提出。现场急待解决的问题可向有关裁判长口头提出，但不得

妨碍竞赛的进行。凡是与竞赛成绩有关的意见应在竞赛成绩公布后一小时内向总裁判长提出；

11. 比赛号位和分组检录时随机排序；

12. 起飞前，参赛选手须向裁判员申请起飞。否则，未计成绩由参赛选手自行负责。

二、比赛项目：本次比赛设定三个比赛项目，分别包含 3-5 个比赛小项：

1. 王牌五项全能赛。其中包含 5个比赛小项

(1) “灌篮飞手”飞行赛；

(2) “九宫勇士”飞行赛；

(3) “问道之行”飞行赛；



(4) “置身视内”飞行赛；

(5) “镜像世界”飞行赛。

2. 精英四项挑战赛。其中包含 4个比赛小项

(1) “灌篮飞手”飞行赛；

(2) “九宫勇士”飞行赛；

(3) “问道之行”飞行赛；

(4) “置身视内”飞行赛。

3. 飞人三项技能赛。其中包含 3个比赛小项

(1) “灌篮飞手”飞行赛；

(2) “九宫勇士”飞行赛；

(3) “问道之行”飞行赛；

三、报名及检录：

每个选手须按组委会规定要求进行实名报名登记，报名登记时需提供身份证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联系

电话等相关信息。选手在比赛入场检录时，需本人签到和提供身份证原件作为检录材料。

四、比赛进行方式：

1. 5 个比赛小项在比赛现场同时进行；

2. 每个选手按检录时随机抽取的编号排队，手持成绩单参加各个赛事和登记成绩。

五、比赛奖项设置：

1. 本次无人机趣味比赛共设 9个排名奖项及若干优胜奖，共计二十五个奖项，分别是：

“王牌五项全能赛”-冠、亚、季军各一名；优胜奖六名；

“精英四项挑战赛”-冠、亚、季军各一名；优胜奖五名；

“飞人三项技能赛”-冠、亚、季军各一名；优胜奖五名；

2. 各比赛项目成绩正式公布后，向获奖选手颁发相应的奖杯、奖状。

*备注：以上奖项数量设置，是以每个组别的每个比赛项目的参赛人数上限约 40 名设定的；若选手人

数增加，则优胜奖项的数量作适当比例的增加调整。



六、裁判委员会及裁判：

1. 裁判委员会由总裁判长、各比赛小项裁判长组成；

2. 总裁判长 1 名，负责督导各裁判工作，及有对争议的裁判结果作出最终裁决的权利；负责统筹裁

判组统计每个比赛的最终成绩，并作出最终审核；

3. 各比赛小项分别设裁判长 1 名，合计 5 名裁判长，负责督导各比赛小项裁判工作，及对有争议的

裁判结果作出裁决的权利；

4. 裁判若干名：具体负责每个比赛小项的裁判记录和比赛计时工作。

七、计分通则：

1. 本次比赛的各项目均为计时赛。在赛具检查无误之后，裁判询问参赛选手是否准备完毕并得到选

手确认后，宣布“开始比赛”后开始计时；

2. 出现飞行意外的，可就地起飞继续比赛，处理飞行意外的时间，同样被计算耗时；

3. 每个选手的比赛项目成绩，是将各个比赛小项的耗时分别相加，计算比赛总耗时。在所属比赛项

目，比赛总耗时少者排名列前（各比赛规则见附件）

八、加赛规则：

三大项比赛计算成绩时如果出现相同成绩的选手，在所有比赛结束后加赛一场，如继续重分，则依照

以下顺序继续加赛：“灌篮飞手”飞行赛，“九宫勇士”飞行赛，“问道之行”飞行赛，“置身视内”飞

行赛，“镜像世界”飞行赛，直至决出胜负；后续名次顺次后延。

九、场地面积：

1. 每个比赛小项的道具布置面积是 5 米*3米，选手站立区域面积是 3 米*1米，每个比赛小项占场地

总面积是 6米*3米。

2. 比赛小项场地之间排布，主通道的宽度设定为 2.5米，辅通道的宽度设定为 1 米。

3. 布置 5个比赛小项的场地，所需总面积是约 150平方米。

十、器材：

1. 设备属性：比赛使用设备是四轴微型无人机，由组委会指定的专用机型：XT001和 XT005 完成比赛；

2. 规格尺寸：XT001对角轴距是 9CM，XT005的对角轴距是 6CM，为低速四轴飞行器；

3. 选用依据：比赛用机为低速、安全无人机。尼龙材质的全角度保护罩，对操作选手、旁边工作人

员、无人机自身均有保护作用。



4. 设备要求

十一、五项赛的设计目的与意义：

1，针对不同飞行动作的专题检验；

2，活跃的、有趣的各项目比赛，旨在引导同学们由浅入深地学习无人机操作；

3，通过对赛事的专项练习，既锻炼了青少年选手们的操作能力，还能训练出三维空间位置感、方向

感、第一反应；

4，普及青少年对无人机的认识，培养并激发青少年延伸的，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科技爱好。

（附件中详细陈述各赛项的设计目的与意义）

附件：各项比赛规则

一，“灌篮飞手”飞行赛：

赛项设计的目的与意义：

设计目的：

视觉范围内的飞行，对于飞行环境，处于不同高度时对周边环境、复杂地形的判断。并须作出正确的、

控制无人机上下飞行的动作。检验参赛选手对无人机的垂直飞行的操控能力与空间的判断能力。

该赛项以对尾飞行操作为主。

意义：通过专项的比赛，强化对无人机操作的上下飞行、定位动作，远距离观察力与判断力的锻炼。

难度系数：⭐

1，参赛机型：XT001 型无人机（由组委会提供）；

2，参赛要求：参赛者从起飞台起飞无人机，按所示的航线方向，飞到1-3 号共 3个水平篮框区域，对每

个篮框进行从正上方往下穿越飞行，每个篮框穿越任务为 1次，穿越篮框时是无顺序要求； 完成



穿越 1-3 号共 3个篮框后，需将无人机按回程航线飞回并下降触碰一下起飞台时，才视为参赛者

完成比赛，裁判同时录得比赛计时。

3，参赛用时：整项比赛测定时间为 3 分钟；比赛时间达到 3分钟时，裁判裁定当轮比赛结束。

4，比赛成绩计算：

（1） 3分钟内完成全部 1-3号共3个篮框穿越的，以完成穿越的实际耗时计算本项比赛成绩；

（2） 3分钟内未能完成所有篮框穿越的，按没有完成穿越的篮框编号，计算成绩时是相应增加总耗时。

各编号篮框对应的增加耗时计算时间如下：

未完成 1 号篮框穿越任务，增加 11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2 号篮框穿越任务，增加 12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3 号篮框穿越任务，增加 13 秒的耗时计算；

5，请参赛者于指定位置进行比赛，不允许进入赛道，选手站立或坐姿比赛。

航线的示意图：

（穿越方向：从上往下穿越）

道具布置与参赛者区域的示意图：



二，“九宫勇士”飞行赛：

赛项设计的目的与意义：

设计目的：对于视觉范围内，横向平移飞行的周边环境、复杂地形需做出准确判断。并正确地控制无

人机前后左右小范围飞行。该赛项旨在检验参赛选手对无人机的多点抵近飞行能力、短距离移动能力、

无人机往复飞行运动的操控能力。

该赛项以对尾飞行操作为主。

意义：通过专项的比赛，强化对无人机操作的左右前后飞行、定位动作，远距离观察与判断能力的锻

炼。

难度系数：⭐ ⭐

1. 参赛机型：XT005 型无人机（由组委会提供）；

2. 参赛要求：参赛者从起飞台起飞无人机，按航线指示方向飞去“九宫格竖牌”区域，用无人机触碰

1—9 号“九宫格竖牌”，每个竖牌的触碰任务为 1次，触碰竖牌时是无顺序要求；完成触碰 1-9

号共 9个“九宫格竖牌”后，需将无人机按回程航线飞回并下降触碰一下起飞台时，才视为参

赛者完成比赛，裁判同时录得比赛计时。

3. 参赛用时：整项比赛测定时间为 3 分钟；比赛时间达到 3 分钟时，裁判裁定当轮比赛结束。

4. 比赛成绩计算：

（1） 3分钟内完成 1-9号共9 个竖牌的触碰任务，以完成触碰的实际耗时计算本项比赛成绩；



（2） 3分钟内未能完成1-9号共9个竖牌的触碰任务，按没有完成触碰的竖牌编号，计算成绩时需相

应增加耗时。

各编号竖牌对应的增加耗时计算时间如下：

未完成 1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1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2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2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3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3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4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4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5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5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6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6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7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7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8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8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9号竖牌触碰任务，增加 19 秒的耗时计算；

5. 请参赛者于指定位置进行比赛，不允许进入赛道；选手可站立或坐姿比赛。

航线的示意图：

（正面触碰；背面触碰无效）

道具布置与参赛者区域的示意图：



三，“问道之行”飞行赛：

赛项设计的目的与意义：

设计目的：该是为了检验参赛选手对无人机的综合飞行能力。重点在于短距离移动，并调整无人机飞

行姿态的操控能力。强调视觉范围内对飞行环境，飞行高度、周边环境、复杂地形的综合情况判断，

作出正确的、控制无人机前后左右飞行的动作。

航线飞行和对尾飞行两种飞行交替运用。

意义：通过专项的比赛，加深对无人机操作的左右前后飞行、拐弯动作练习。对于无人机的飞行惯性

的把握、远距离观察能力与判断能力都是极佳的锻炼。

难度系数：⭐ ⭐ ⭐

1，参赛机型：XT005 型无人机（由组委会提供）；

2，参赛要求：参赛者从起飞台起飞无人机，按航线方向飞行对 1-9 号共 9个障碍圈进行穿越任务（其

中 1号圈为水平圈，2-9 号圈为垂直圈）；1号水平圈时是从下向上穿越，其余垂直圈时是从正面往后穿

越（有数字标示为正面），每个编号障碍圈的穿越任务为1次，穿越障碍圈时是无顺序要求。完成穿越

1-9 号共 9个障碍圈后，需将无人机按回程航线飞回并下降触碰一下起飞台时，才视为参赛者完成比

赛，裁判同时录得比赛计时。

3，参赛用时：整项比赛测定时间为 3 分钟；比赛时间达到 3分钟时，裁判裁定当轮比赛结束。

4，比赛成绩计算：



（1） 3分钟内完成1-9号共 9 个障碍圈的穿越任务，以完成穿越的实际耗时计算本项比赛成绩；

（2） 3分钟内未能完成 1-9号共 9 个障碍圈的穿越任务，按没有完成穿越的障碍圈编号，计算成绩时

需相应增加耗时。

各编号障碍圈对应的增加耗时计算时间如下：

未完成 1 号圈穿越，增加 11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2 号圈穿越，增加 12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3 号圈穿越，增加 13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4 号圈穿越，增加 14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5 号圈穿越，增加 15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6 号圈穿越，增加 16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7 号圈穿越，增加 19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8 号圈穿越，增加 18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9 号圈穿越，增加 17 秒的耗时计算；

5，指定位置进行比赛，不允许进入赛道，可在赛道外左右两侧跟随飞行；选手可站立或坐姿比赛。

航线的示意图：

（穿越水平障碍圈需由下往上穿越；穿越垂直障碍圈，需从正面穿越，反向穿越无效）

道具布置与参赛者区域的示意图：



四，“置身视内”飞行赛：

赛项设计的目的与意义：

设计目的：检验参赛选手以第一人称视角来操作无人机的基本飞行能力。脱离第三人称视觉观察无人

机飞行姿态，以第一人称视角来感知、判断无人机的空间位置（包括对高度、速度、飞行环境的判断），

并操控无人机，作出准确的上下左右前后的飞行动作，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完成飞行。

航线飞行和对尾飞行两种飞行交替运用。

意义：通过专项的练习与比赛，强化对第一人称视角飞行的飞行能力与环境判断能力的锻炼。

难度系数：⭐ ⭐ ⭐ ⭐

1、参赛机型：XT001 型 FPV 无人机（由组委会提供）；

2、参赛要求：参赛者头戴第一视角 VR 眼镜，操控 FPV 无人机从起飞台起飞，按航线方向飞行，完成

从障碍圈正面向后穿越 1 次任务。完成障碍圈穿越后，需将无人机按回程航线飞回参赛者 3米*1 米

的区域，并下降触碰地面 1次，才视为参赛者完成比赛，裁判同时录得比赛计时。

3、参赛用时：整项比赛测定时间为 3 分钟；比赛时间达到 3 分钟时，裁判裁定当轮比赛结束。

4、比赛成绩计算：

（1）3分钟内完成障碍圈穿越 1次任务，以完成穿越的实际耗时计算本项比赛成绩；

（2）3分钟内无法完成障碍圈穿越 1次任务，以 3分钟耗时计算本项比赛成绩。

5、请参赛者于指定位置进行比赛，不允许进入赛道；选手可站立或坐姿比赛。



航线的示意图：

（操控无人机以正向、反向、机头、机尾、机侧等各姿态穿越均可）

道具布置与参赛者区域的示意图：



五，“镜像世界”飞行赛：

赛项设计的目的与意义：

设计目的：“镜像世界”赛项，要求选手背对飞行场地，无人机和比赛赛道都在背后，选手通过面前

的镜子，观察无人机，并操作飞行，以“后视后飞”的方式完成各障碍涵道圈的穿越（可参照汽车驾

驶的：观察后视镜移库、入库）。

通过观察镜子并飞行，得到的镜中的景象与飞行操作方式是反相的，锻炼的的参赛者的第一反应，与

背对无人机时反相操作技能。

航线飞行和对尾飞行两种飞行交替运用。

意义：通过该专项的练习与比赛，强化参赛选手的“四向飞行”能力、强化空间逻辑思维能力和第一

反应。

难度系数：⭐ ⭐ ⭐ ⭐ ⭐

1，参赛机型：XT005 型无人机（由组委会提供）；

2，参赛要求：参赛者以面向镜子坐姿，通过观察镜中影像，操控无人机从起飞台起飞，按航线方向

飞行对 1-3 号共 3个垂直障碍圈从正面往后进行穿越（有编号标注为正面），每个障碍圈的穿越任务

为 1次，穿越障碍圈时是无顺序要求。完成 1-3 号共 3个障碍圈后，需将无人机按回程航线飞回参赛

者 3米*1 米的区域，并下降触碰地面 1次，才视为参赛者完成比赛，裁判同时录得比赛计时。

3，参赛用时：整项比赛测定时间为 3 分钟；比赛时间达到 3分钟时，裁判裁定当轮比赛结束。



4，比赛成绩计算：

（1） 3分钟内完成1-3 号共 3个垂直障碍圈穿越的，以完成穿越的实际耗时计算本项比赛成绩；

（2） 3分钟内未能完成1-3 号共 3个垂直障碍圈穿越的，按没有完成穿越的障碍圈编号，计算成绩时

需相应增加耗时。

各编号障碍圈对应的增加耗时计算时间如下：

未完成 1 号圈穿越，增加 11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2 号圈穿越，增加 12 秒的耗时计算；

未完成 3 号圈穿越，增加 13 秒的耗时计算；

5，请参赛者于指定位置进行比赛，不允许进入赛道，严禁参赛者回头查看无人机飞行姿态（回头查

看者取消本项目成绩）；选手可站立或坐姿比赛。

航线的示意图：

（操控无人机以正向、反向、机头、机尾、机侧等各姿态穿越均可）

道具布置与参赛者区域的示意图：



附录 1：无人机趣味比赛赛具尺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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