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创意类竞赛规则

一、 设计主题

创意类作品鼓励围绕以下主题进行设计：

飞行器的总体设计、动力装置、结构工艺、飞行控制技术、起落装置、抓取

投放装置创新、飞行器的创新设计及其飞行验证。

二、 作品申报要求

第一步：上传设计报告，报告格式不限，字数不得少于 1500 字。

第二步：制作介绍作品创新点的展示视频（时间不超过 2 分钟）。

第三步：将电子文档和视频发送到 1335930079@qq.com。视频发送截止日为

赛前 5 天。

三、评审原则

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作品的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和现实意义等因素进行

评定。各作品将通过现场答辩进行评审，请各参赛队注意大赛安排及通知。



附件 3

竞技类 1 飞行器技能挑战赛规则

一、项目说明

本竞赛项目旨在引导参赛队研究、设计并制作具有优秀硬件与软件系统的飞

行器，逐步提高动手创新能力。

（1）要求重量不超过 250g 多旋翼飞行器，必需增加保护框确保安全（否则

不予参赛），在室内场地上，用最短时间完成穿越障碍及平台起降，到达终点。

（2）控制方式：人工通过遥控器进行控制或者采用 FPV 眼镜全程飞行操控；

（3）起降方式：在指定区域起降。

（4）时间限制：限时 4分钟。

二、比赛场地

室内：空旷，场地尺寸：13.4m×6.1m×10m，室内羽毛球场大小，详见下图

（单位：mm），根据赛场大小适当调整。

三、飞行器平台

自制/自购：自主/自购研制旋翼飞行器，旋翼数量不超过 6个，起飞总重（含

电池质量）不得超过 250g（比赛结束时现场称重，超过者此轮成绩无效），电

池电压不得超过 12.6V（3S 锂电池），电池重量不限。

四、竞赛方式

每组 2个队开始比赛，比赛总时间为 4分钟，计时开始方能离地飞行。

分组、成绩排序



每一轮竞赛每组 1台飞行器（可带备用机，未飞行离地前可以更换设备），

赛前组委会统一随机安排上场顺序。两轮成绩中取最高一轮为最终成绩进行排

名，相同者按照飞机重量轻者名次计，如还相同则并列。

五、竞赛过程及评分

比赛计时开始后，两个队伍方可起降区（起降区为 A4 纸大小板凳上）进行

起飞，飞行分别穿越比赛场地四个角上的圆环及在平台上起降，圆环圈内直径：

380mm 和 280mm 左右（图片上逆时针方向依次编号 A、B、C、D），圆环圆心离地

0.5m 高左右（具体赛场为准），放置圆环台子为普通凳子大小。同时两个圆环

中间设有起降平台，平台高度长宽高大约 A4 纸大小，普通板凳高度，具体以赛

场为准；

飞行器必需穿过圆环即可视为完成此处任务，完成后方可计入此轮比赛成

绩，同时必需依次穿越 A、B、C、D编号圆环,同时经过的平台必须进行一次起降，

不得越过编号顺序穿越，否则不计分。完成后降落在起降区内即可视为此轮比赛

结束，同时计时结束。

为降低比赛难度及保证安全考虑，比赛过程，人可以在保证安全和不干扰另

一组比赛前提下跟随飞机，但必须在安全界限外走动，除了如比赛过程中飞机出

现故障、翻倒、卡住等现象，可以有 1次机会至赛场进行飞行器的调整，前提是

不干扰另一组比赛，第 2次终止比赛。

A、B圆环：内径38cm塑料空心圈，管径1.2cm； C、D圆环：内径28cm塑料

空心圈，管径1.2cm。

说明：红色圆点为圆环区，绿色为起降平台。



任务成绩=圆环得分+平台得分-累计扣分-累计时长（秒为单位，1 秒算 1分，小

数点后四舍五入进行计分），最低分为 0 分。购买现成作品的成绩，按照比赛

任务成绩*0.5 作为最后成绩计算。全程 FPV 飞行的成绩，按照比赛任务成绩*2

作为最后成绩计算。

计分项 分数 备注

穿越一个圆环 +100 圆环放置在普通板凳上，A、B圆环

穿越一个圆环 +150 圆环放置在普通板凳上，C、D圆环

降落平台上 +100 A4 纸大小，普通板凳高度（具体根

据赛场情况调整）注：起降区最后完

成降落后方可+100 分

飞至观众区一次 -300 超出界限 2m 外都视为观众区，第 2

次终止比赛

每超重 1g -100 举例，总重 260g，扣 1000 分

检录超过 3次未到 总分 0分 赛前会安排检录时间

弃权/未加保护框 总分 0分

时间分 -1 完成时间 1秒计 1分，小数点后四舍

五入计算



附件三

竞技类 2 智能配送无人机规则

1、对参赛作品/内容的要求
以未来智能无人机配送为主题，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自主设计并制作一架按

照给定任务完成货物配送的多旋翼智能无人机（简称：无人机）。该无人机能够

自主或遥控完成“识别货物、搬运货物、越障、投递货物”等任务。

1.1 功能要求

无人机应具备自主定位、路径规划、目标识别、货物搬运与投递等功能，无

人机必须具备遥控功能，并具有一键降落、一键锁桨的安全防护功能。

1.2 电控与驱动要求

无人机所用传感器、控制器和电机的种类及数量不限，鼓励采用 AI 技术，

无人机只能采用电驱动，电池供电（蓄电池除外），供电电压限制在 17V（含 17V）

以下，电池随无人机装载，每轮比赛过程中不能更换。

1.3 机械结构要求

自主设计并制造无人机的机械部分，除标准件外，非标零件应自主设计和制

造，不建议使用购买的成品套件拼装而成，比赛时提供图纸用于证明。

1.4 外形尺寸要求

无人机对角线方向旋翼转轴间距不大于 450±5（mm）。

2、赛程安排
2.1 运行模式

无人机有自主/遥控两种运行模式。

2.2 任务

比赛时，待搬运的货物为直径 50mm,高 70mm 的圆柱体，重量不超过 50g，

材料为 3D 打印 ABS，其颜色没有要求，自备。

参赛队将无人机放置在起降区，准备好后举手示意，按统一指令开始比赛，

计时开始。在规定的时间内，选手按照要求将货物装载到无人机后，启动无人机，

按 照规定投放顺序将货物投放到 A、B、C 区，每个货物放置区仅有一次投放机

会，投放货物至 B、C 区时，必须越过障碍后到达货物放置区完成投放任务。当

无人机完成 C 区的投放任务后，返航降落到起降区时停止计时。在规定的时间

内，根据无人机起飞、越障、投放货物准确程度、降落、是否按时回到起飞点等

计算成绩。

现时 3分钟，超时立即结束比赛。

3、对运行环境的要求
3.1 运行场地

赛场尺寸为 4000×4000mm（长×宽），场地边缘有宽度为 10mm 的黑色边

界， 距离比赛场地边界约 500mm 外设置安全隔离网尺寸为 5000×5000×

4000mm（长×宽×高）。

如图 所示，场地内设起降区（H 区）、三个货物放置区 A、B、C，以及障

碍物（建筑物、灯柱等）若干。起降区 H 尺寸为 600×600mm，其中心点距场地



两个 边沿的尺寸为 1000mm，货物放置区 A 的直径为 500mm，A 区中心点距场

地边界的尺寸为 1000mm；货物放置区 B、C 的直径为 250mm，B 区、C 区中心

位于距边界 1000~1500mm 之间，现场抽签确定。B 区内有简易图形（如 Z、H、

W 等任意一个图形），C 区内放置人、车、房子任意一个贴图。起降区与 B 点

之间有建筑物，建筑 物尺寸为 500×350×2000mm（长×宽×高），位于货物区

与 B 区中心连线中点的 ±250mm 范围内，现场决定。起降区与 C 点之间有灯

柱，灯柱尺寸为 100× 2000mm（直径×高），位于货物区与 C 区中心连线中点

±500mm 范围内，现场决定。 三个货物由人工放置在无人机的货仓内，货仓内

应设置有货物固定装置，使货物在任何方向不能移动。

此次比赛时，A 区为标靶（尺寸如表所示，线宽为 5mm。）、 B 区为图形 W、

C 区为汽车贴图。

3.2 竞赛成绩

每个参赛队有两轮运行机会，取两次成绩中的最好成绩，若出现参赛队成绩

相同，则按现场另一轮成绩排序，如还一样则并列。

任务成绩=投放货物-累计扣分-累计时长（秒为单位，1秒算 1分，小数点后

四舍五入进行计分），最低分为 0 分。购买现成作品的成绩，按照比赛任务成

绩*0.5 作为最后成绩计算。全程全自主飞行的成绩，按照比赛任务成绩*3 作为

最后成绩计算。

计分项 分数 备注

投放分 +100 A、B、C 每个环投放进圈得 100 分，

压线算入内

降落分 +150 降落到起降区域内为成功、压线算入

内，



飞至观众区一次 -300 超出界限 2m 外都视为观众区，第 2

次终止比赛

检录超过 3次未到 总分 0分 赛前会安排检录时间

弃权/未加保护框 总分 0分

时间分 -2 完成时间 1秒计 2分，小数点后四舍

五入计算



附件 4

飞行器设计仿真赛项规则

一、 比赛主题

飞行器设计仿真赛项体系设计类项目，以面向多任务场景的体系设计与运用

为主题，重点考察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应用虚拟仿真技术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锻炼和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协作意识、创新精神、系统思维以及

实践能力等综合素养。

二、 参赛作品/内容要求

体系类项目作品为基于多场景任务仿真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设计与运用。参

赛团队需要根据给定的联合搜救虚拟场景和任务要求，基于体系设计评估的基本

流程（场景分析-体系构建-推演仿真-效能评估-权衡研究-优选决策），在专用

的“体系设计与运用仿真竞赛系统（简称体系仿真竞赛系统）”中，针对航空应

急救援任务需求完成装备配置、力量部署、任务规划等工作，设计多机型联合运

用的搜救体系方案并进行评估和决策。

三、参赛方式/运行环境要求

每 3-4 名同学组成一个参赛团队，并设一名组长。体系类项目由组委会提供

统一的网络化体系仿真竞赛系统；比赛阶段由参赛团队通过互联网接入体系仿真

竞赛系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网上提交研究报告和体系设计方案。竞赛系统

会随比赛开始正式发布，每个团队一个账号，参赛团队可自行登录并提前备赛训

练，正式比赛任务与备赛任务不同，任务难度会更高更复杂。

四、赛项评分办法与选拔

总分 100 分，包括各参赛团队针对比赛任务设计的体系方案报告评分（10

分）和各参赛队使用体系仿真竞赛系统完成的比赛任务推演仿真评分（90 分）。

正式比赛过程中，参赛团队须在规定的 48h 内完成基地选址、装备采购、装备部

署和指挥推演的全部工作，系统根据任务执行情况评分。参赛团队在规定的时间

内可多次推演比赛任务，系统会根据全部任务执行情况来进行自动评分，并取规

定时间内的最高得分为最终推演仿真评分。推演比赛结束后提交比赛任务设计的

体系方案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