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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所有比赛项目设置小学组及中学组（初中、高中），手掷模型滑翔机

（P1S）直线竞距赛（木制组）项目每个组别分设男生组及女生组。

2.本次比赛的部分遥控项目设置附加分值奖励，凡持有中国航空运动协

会发布的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执照进行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具体请参阅

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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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牵引滑翔机竞时赛 ( P1A-1)

1.技术要求

（1）机翼为轻型发泡材料：PS、PP 发泡板。

（2）翼展：≤650mm。

（3）机身长度：≤600mm。

（4）起飞重量：≥25克≤35 克。

（5）牵引线长：为 15米非弹性材料。在牵引线的牵引环下，必须设置一块面

积不小于 0.5 平方分米的飘带。

2.比赛方法

（1）牵引飞机飞行时，牵引飘带脱钩后，即开始计时。模型落地后，停止计

时。

（2）当模型飞跃或绕过障碍物且脱离裁判员视线时，裁判员进行 10秒计时，

10 秒后飞机仍未出现，停表减 10秒计入选手成绩。10秒内飞机出现在裁判员

视线范围内则继续计时，并以落地时间为选手最终成绩。

（3）第一轮以 30秒为最大飞行成绩，第二轮记录绝对飞行时间。

3.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比赛成绩之和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

次列前。如名次相同，则以单轮成绩较高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则并列。

3 克橡筋动力直升机竞时赛（P1F）

1.技术要求

（1）橡筋重量：3克橡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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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身阻尼板材料：PS发泡板。

（3）机身阻尼板长度：≥250mm≤300mm。

（4）木质机身长度：≥300mm≤320mm。

（5）起飞重量：≥10克≤15 克。

（6）螺旋桨：注塑材料

2.比赛方法

（1）模型出手，即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计时。

（2）当飞机飞跃或绕过障碍物且脱离裁判员视线时，裁判员进行 10秒计时，

10 秒后飞机仍未出现，停表减 10秒计入选手成绩。10秒内飞机出现在裁判员

视线范围内则继续计时，并以落地时间为选手最终成绩。

（3）第一轮以 60秒为最大飞行成绩，第二轮记录绝对飞行时间。

3.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比赛成绩之和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

次列前。如名次相同，则以单轮成绩较高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则并列。

3 克橡筋动力滑翔机竞时赛（P1B-0）

1.技术要求

（1）翼展：≤450mm。

（2）机身：≥420mm≤450mm。

（3）起飞重量：≥15克≤20 克。

（4）动力：3 克橡筋。

（5）机翼为轻型发泡材料：PS、PP 发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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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螺旋桨：注塑材料

2.比赛方法

（1）模型出手，即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计时。

（2）当模型飞跃或绕过障碍物且脱离裁判员视线时，裁判员进行 10秒计时，

10 秒后飞机仍未出现，停止计时减 10秒计入选手成绩。10秒内飞机出现在裁

判员视线范围内则继续计时，并以落地时间为选手最终成绩。

（3）第一轮以 30秒为最大飞行成绩，第二轮记录绝对飞行时间。

（4）在任意一轮比赛中，如出现不足 10秒的飞行成绩时，可算为一次试飞，

但试飞只允许出现一次。

3.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比赛成绩之和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

次列前。如名次相同，则以单轮成绩较高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则并列。

微型电动自由飞竞时赛（P1E-C）

1.技术要求

（1）轻型发泡材料：PS、PP 发泡板。

（2）翼展：≥280mm≤300mm。

（3）机身长度：≥250mm≤280mm。

（4）动力电：限制使用 5 法拉以下电容（电容尺寸不得大于直径 11mm，长度

21mm）电机不限。

（5）起飞重量；≥10克≤15 克。

2.比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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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出手，即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计时。

（2）当模型飞跃或绕过障碍物且脱离裁判员视线时，裁判员进行 10秒计时，

10 秒后飞机仍未出现，停表减 10秒计入选手成绩。10秒内飞机出现在裁判员

视线范围内则继续计时，并以落地时间为选手最终成绩。

（3）在任意一轮比赛中，如出现不足 10秒的飞行成绩时，可算为一次试飞，

但试飞只允许出现一次。

3.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比赛成绩之和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

次列前。如名次相同，则以单轮成绩较高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则并列。

初级电动遥控飞机绕标竞速赛

1.技术要求

（1）机型：使用固定翼常规布局模型参赛。（三角翼、飞翼类模型不得参赛）

（2）动力：电池限用不大于 7.4V。

（3）机体材料：材质应以发泡材料为主。翼展≤1000mm。

2.比赛场地

场地设两根标杆，标杆高 7-10 米、相距 20-30 米，并设立起飞停止线。

3.比赛方法

（1）比赛自点名开始计时，单轮时间 120 秒，测定时间结束后停止飞行，未

完成的绕标任务不计成绩。

（2）模型起飞后应单向以圆周方式进行绕标（方向不限），完成绕标任务时

须由标杆外侧绕过，其中任一标杆未绕过则视为该圈绕标未完成，补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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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行过程中如模型触地，则该轮飞行结束，已飞圈数及时间为有效成绩，

如出现撞杆现象但模型未触地者可继续飞行。

（4）每轮比赛以选手在有效飞行时间内完成的绕标次数总和为该轮比赛成绩。

4.成绩评定

（1）比赛进行两轮，以单轮最好成绩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完成绕标

次数多者名次列前，如完成绕标次数相同用时短者名次列前。

（2）持有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遥控飞行员等级执照的运动员最终成绩加 1

圈

5.判罚

飞行过程中如有飞机零件脱落、或出现撞人、飞越安全区等危险情况的本

轮比赛判为 0 分。

初级遥控弹射滑翔机竞时赛（P3T）

1.技术要求

（1）弹射牵引线组主要由橡筋和尼龙线连接而成。

（2）弹射橡筋重量应≤50g，且必须连接在远离模型的一端；

（3）牵引线长度不限；线组靠近模型端装有牵引环和示意脱钩过程的小彩旗

或彩带，弹射牵引线组远离模型的一端必须牢固地固定在地面上，另一端用牵

引钩挂在模型上。

（4）在牵引线的牵引环下，必须设置一块面积不小于 0.5 平方分米的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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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方法

（1）比赛测定时间为 100 秒，留空时间不足 20 秒，可以申请第二次飞行，

每轮比赛只能申请一次。超过 120 秒比赛时间，飞机仍未着陆完成比赛，裁判

员停止计时，定点分为“0”。

（2）留空时间分：从模型脱钩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单位

是秒，保留 2 位小数，每秒换算为 1 分。最大测定时间是 100 秒，若超过

最大测定时间着陆，则每超过 1 秒扣 1 分。

（3）着陆定点分（Y）的计算：以模型着陆停稳后机头在地面的垂足到靶心的

距离（X）确定，计算公式是：Y=100-4（X-1），其中 X 以米为单位，小于 1

时按 1 计算，X、Y 均保留 1 位小数。当 X 大于 26 米时，Y 则达到最小值

是 0，不取负数。

3.成绩评定

（1）每轮飞行成绩为留空时间分与着陆定点分之和。

（2）比赛进行两轮，取其中一轮最高成绩。若遇成绩相同时，以另一轮成绩

评定名次，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3 米定点绕标计时赛

1.技术要求

（1）轻型发泡材料：：PS、PP 发泡板或自制器材

（2）翼展：≥250mm≤300mm。

（3）机身：≥280mm≤300mm。

（4）飞行重量：≤6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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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 1分钟。

3.比赛场地

投掷线与标杆直线距离为 3 米。

4.比赛方法

（1）选手站在投掷线后掷出飞机，使飞机绕过比赛设定的标杆（及空间延长

部分），并在投掷线后接住飞机，即完成一次绕标飞行动作。

（2）选手接投飞机时可在掷线后进行移动，但不得踩线或越线接投飞机。

（3）每轮比赛以选手完成有效绕标次数为该轮比赛成绩。

5.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取较高一轮成绩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

前。如名次相同，则比较另一轮成绩确定排名。如再相同，则并列。

6.判罚

比赛中如出现飞机落地、未绕过标杆、踩线或越线接投飞机等情形，则该

次飞行不计绕标完成次数，但已计次数不受影响，选手可在有效飞行时间内继

续完成比赛。

4 米定点绕标计时赛

1.技术要求

（1）轻型发泡材料：：PS、PP 发泡板。

（2）翼展投影长度：≤200mm 。

（3）机身：≥200mm≤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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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行重量：≤5 克。

2.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 1分钟。

3.比赛场地

投掷线与标杆直线距离为 4 米。

4.比赛方法

（1）选手站在投掷线后掷出飞机，使飞机绕过比赛设定的标杆（及空间延长

部分），并在投掷线后接住飞机，即完成一次绕标飞行动作。

（2）选手接投飞机时可在掷线后进行移动，但不得踩线或越线接投飞机。

（3）每轮比赛以选手完成有效绕标次数为该轮比赛成绩。

5.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取较高一轮成绩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

前。如名次相同，则比较另一轮成绩确定排名。如再相同，则并列。

6.判罚

比赛中如出现飞机落地、未绕过标杆、踩线或越线接投飞机等情形，则该

次飞行不计绕标完成次数，但已计次数不受影响，选手可在有效飞行时间内继

续完成比赛。

5 米定点绕标计时赛

1.技术要求

（1）轻型发泡材料：PS PP 发泡板。

（2）翼展：≥220mm≤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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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身：≥220mm≤250mm。

（4）重量：≤ 6 克。

2.比赛场地

投掷线与标杆直线距离为 5 米。

3.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 1 分钟。

4.比赛方法

（1）选手站在投掷线后掷出飞机，使飞机绕过比赛设定的标杆（及空间延长

部分），并在投掷线后接住飞机，即完成一次绕标飞行动作。

（2）选手接投飞机时可在掷线后进行移动，但不得踩线或越线接投飞机。

（3）每轮比赛以选手完成有效绕标次数为该轮比赛成绩。

5.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取较高一轮成绩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

前。如名次相同，则比较另一轮成绩确定排名。如再相同，则并列。

6.判罚

比赛中如出现飞机落地、未绕过标杆、踩线或越线接投飞机等情形，则该

次飞行不计绕标完成次数，但已计次数不受影响，选手可在有效飞行时间内继

续完成比赛。

遥控动力滑翔机竞时赛

1.比赛器材

（1）轻型发泡材料：：PS、PP 发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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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影翼展长度：≥450mm≤650mm。

（3）重量：≤ 35克。

（4）电池电压 3.7v。

（5）动力时间：5-10 秒。

2.比赛方法

（1）飞行动力时间 5-10 秒。

（2）比赛时每留空一秒记一分。留空时间＞20秒方为有效成绩。

（3）飞机留空满 100 秒后即可着陆，并应降落在着陆区。

3.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每轮最多允许两次飞行，如第一次飞行达到 20 秒以上时，

即为正式成绩，不能再进行第二次飞行。每轮取最好成绩，两轮成绩之和为比

赛成绩，若遇成绩相同，则以其中较高一轮成绩评定名次，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4.判罚

着陆时超出着陆区 30-50 米的，该轮成绩记为 0分。（根据场地实际情况

调整着陆半径）。

手掷模型滑翔机（P1S）直线竞距赛（公开组）

1.竞赛规定

以手掷使模型升空，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产生升力的航空

模型。模型不允许安装滑轮。

2.技术要求

（1）模型为非金属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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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翼展：≥200mm，≤500mm；

（3）飞行重量≤55克；

（4）木质机头必须安装安全橡胶头；

（5）配重须置于安全橡胶机头内。

3.比赛方法

（1）场地边线长 30米（可以延长），端线宽 5-15 米。（根据场地实际情况调

整端线宽度）

（2）每轮比赛时间 60秒。单向飞行 2次（每人需备两架模型，比赛时依次投

出），模型出手即为正式飞行，以模型着陆停稳时机头在地面的垂足到起飞线

的垂直距离为单程成绩。单位为米，保留 2位小数。

（3）两架模型均着陆停稳，在裁判员对最远模型测距后由本人签字并拣取模

型离场。

（4）成绩评定：比赛进行两轮，两轮成绩之和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

高者名次列前。如名次相同，则取较高一轮成绩比较确定排名。如再相同，则

并列。

（5）该项目不设助手。

4.判罚

以下情况成绩无效：放飞时踩线或跨线、模型任意部分着陆在边线或其延

长线之外、模型飞行或着陆滚转 180 度、均为无效成绩，记为 0分。

5.规则解释

不得兼报“手掷模型滑翔机（P1S）直线竞距赛（木质组）”项目，否则

报名无效，本规则解释权为本届赛会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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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掷模型滑翔机（P1S）直线竞距赛（木质组）

1.技术要求

（1）模型材料：木质；

（2）翼展： ≥200mm，≤250mm；

（3）机身长度：≥300mm，≤450mm；

（4）飞行重量：≤15克；

（5）机头必须安装安全橡胶头；

（6）配重须置于安全橡胶机头内。

2.比赛方法

（1）比赛场地边线长 30米（可以延长），端线宽 5-15 米。（根据场地实际情

况调整端线宽度）

（2）每轮比赛时间 60秒。单向飞行 2次（每人需备两架模型，比赛时依次投

出），模型出手即为正式飞行，以模型着陆停稳时机头在地面的垂足到起飞线

的垂直距离为单程成绩。单位为米，保留 2位小数。

（3）两架模型均着陆停稳，裁判员对最远模型测距后为该轮成绩由本人签字

并拣取模型离场。

3.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两轮成绩之和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如名次相同，则取较高一轮成绩比较确定排名。如再相同，则并列。该项目不

设助手。

4.判罚

以下情况成绩无效：放飞时踩线或跨线、模型任意部分着陆在边线或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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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线之外、模型飞行或着陆滚转 180 度、均为无效成绩，记为 0分。

5.规则解释

不得兼报《手掷模型滑翔机（P1S）直线竞距赛（公开组）》项目，否则报

名无效。本规则解释权为本届赛会组委会所有。

轻型发泡弹射飞机竞时赛（P1T-2）

1.技术要求

（1）模型材料：轻型发泡材料；

（2）翼展：≥200mm，≤250mm；

（3）机身长度：≤280mm；

（4）重量：≤6克；

（5）弹射棒长度：≤300mm、橡筋不限。

2.比赛方法

（1）每轮比赛 120 秒，满 10 秒为正式飞行。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未达到正式

飞行标准，可以有一次试飞机会。

（2）模型出手，开始计时。飞机着陆，停止计时。

（3）比赛进行两轮，第一轮最大测定时间 30秒，第二轮最大测定时间为模型

留空绝对时间。两轮成绩之和为该选手比赛总成绩，总成绩高者名次列前。成

绩相同看单轮成绩，成绩高者列前，如相同则并列。

（4）参赛者上场比赛须自配安全帽与护目镜，须离待飞区和裁判员 10米以外

弹射起飞，不得借助其他器械。该项目不设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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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则解释

不得兼报“弹射模型滑翔飞机(P1T)竞时赛（公开组）”，否则报名无效。

本规则解释权为本届赛会组委会所有。

弹射模型滑翔机（P1T）竞时赛（公开组）

1.竞赛规定

以拉伸的橡筋材料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翼面上产生升力的航空

模型。

2.技术要求

（1）模型为非金属材质；

（2）最大翼展与弹射把手均须不大于 300 毫米；

（3）必须加装安全橡胶机头套；

（4）配重须置于安全橡胶机头套内。

3.比赛方法

（1）每轮比赛 120 秒，满 10 秒为正式飞行。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未达到正式

飞行标准，可以有一次试飞机会。

（2）自释放模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计时。

（3）比赛进行两轮，第一轮最大测定时间 30秒，第二轮最大测定时间为模型

留空绝对时间。两轮成绩之和为该选手比赛总成绩，总成绩高者名次列前。成

绩相同看单轮成绩，成绩高者列前，如相同则并列。

（4）参赛者上场比赛须自配安全帽与护目镜，须离待飞区和裁判员 10米以外

弹射起飞，不得借助其他器械。该项目不设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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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则解释

不得兼报“轻型发泡弹射飞机竞时赛(P1T-2)”项目，否则报名无效。本

规则解释权为本届赛会组委会所有。

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

1.技术要求

（1）参赛机为由一块标定电压 3.7v/1S 电池驱动，电机对角轴距≤150mm 的四旋

翼遥控无人机。

（2）该机必须佩带旋翼保护罩。

（3）禁止用金属旋翼。

2.比赛方法

（1）比赛在室外障碍穿越场地进行，每轮最大计时 180 秒。以相距约五米的两

棵树为标杆（可根据场地调整标杆距离）。参赛者申请起飞后，裁判员发令开始计

时。参赛者遥控操纵多轴无人机从 3×3 米的起降区起飞进入航线，完成三个封闭

水平 8字的绕标飞行。完成第三个“8”字后方可直接进入起降区域内着陆裁判员

停止计时或达到最大计时时间停止计时。

（2）飞行过程中如有脱落零件、硬着陆摔毁飞行器等情况，本轮比赛为 0分。

（3）如飞行中有擦、撞杆，碰撞障碍、接触地面等现象但模型仍可继续飞行

者连续计时比赛，如中途失误，不停表，需在起飞区重新起飞并记录为一次失

误，直至累计完成三整圈飞行降落停止计时。

3.成绩评定

（1）比赛进行两轮，以单轮最快成绩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如相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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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轮成绩，再相同，则并列。

（2）单轮成绩=飞行计时+失误次数*20+附加分

4.附加分值

持有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执照参赛的运动员飞行计

时减 10 秒。

遥控直升机任务飞行

1.技术要求

（1）电池充满电电压不大于 4.25V

（2） 模型直升机旋翼面直径不大于 200mm

2.比赛方法

（1）每轮最大测定时间 180 秒，超过 180 秒停止计时，超过 180 秒后的完

成的任务不计分，记录 180 秒内的任务得分。

（2）以裁判员发令为准开始计时，以最快时间按路线穿过并返回降落，旋

翼停止转动计时结束。若有多层旋翼，以最后停止转动的旋翼为准。

（3）途中必须按赛道顺序依次完成各项任务，赛道和任务项目在赛前公布。

（4）若某项任务放弃或未完成则总时间加 60 秒。

（5）飞行过程中运动员可以跟随模型。

（6）飞行期间，若直升机摔倒，需要运动员扶正的，可以继续飞行，时间

增加 30 秒，需从起飞区起飞。若未从起飞区起飞，视为项目放弃。

（7）此项目不设立助手，所有操作需要运动员独自完成。

3.飞行任务



20

（1）穿越山洞：遥控直升机穿越圆环。直径 0.7 米的圆环，分值 20 分；

直径 0.5 米的圆环，分值 30 分；直径 0.35 米的圆环，分值 50 分。每次

穿越山洞机头必须正对前进方向。多次得分仅记录一次最高得分。

（2）高台停机观景：着陆在高山平台上并停留至桨叶停止转动。平台直径

0.6 米分值 30 分；平台直径 0.5 米，分值 40 分；平台直径 0.4 米，分值

50 分。多次得分仅记录一次最高得分。

（3）着陆：模型安全平稳停在着陆区得 30 分；模型平稳停在着陆区外 0.5

米范围内，得 10分；模型倾倒不计分。模型仅可以做一次降落动作，进行二

次降落则降落计分为零。以模型旋翼旋转轴线的垂直投影作为判断模型停靠区

域的标准。

4.成绩评定

（1）比赛进行两轮，取两轮成绩之和为最终成绩。若成绩相同，则以较高

一轮成绩评定名次，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2）单轮成绩=180-飞行计时+任务得分+附加分

5.附加分值

持有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遥控航空飞行员等级执照的运动员的成绩额外加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