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北京市体育⼤会
红⼼向党 匠⼼育⼈ 百年红船主题教育活动
暨北京市⻘少年航海模型竞赛规则



竞赛通则

⼀.总则

参赛者

经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认可的各竞赛组织单位推荐的中⼩学⽣。

第⼆条、分组

（⼀）个⼈项⽬：⼩学男⼦组 ⼩学⼥⼦组

中学男⼦组 中学⼥⼦组

（⼆）团体项⽬：⼩学组、中学组。

第三条、⽓象及突发事件

组委会有权根据⼤赛⽇程、⽓象、社会管理等事件，调整竞赛时间、场地

和竞赛轮次数，直⾄取消竞赛。

第四条、争议与仲裁

如竞赛中出现争议，只能由领队向项⽬裁判⻓提出书⾯申诉。

第五条、处罚

对竞赛中的违规⾏为，将给予警告、罚分、取消竞赛成绩、取消竞赛资格

的处罚；对竞赛中任何形式的作弊，⼀经认定则⽴即取消其竞赛成绩或竞赛资

格；严重违规造成不良后果的单位或个⼈，将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取消竞

赛成绩、取消竞赛资格、通报批评、禁赛的处罚。

第六条、竞赛场地

（⼀）严禁携带各类危险品进⼊赛场，赛场及周边严禁烟⽕。

（⼆）运动员要爱护赛场环境，如造成场地污损，其竞赛成绩扣除 10 分；



损坏公共设施需照价赔偿。

（三）运动员、⼯作⼈员凭竞赛证件进⼊赛场，其他⼈员不得进⼊赛场。

（四）竞赛⽔池及配件的尺⼨、布标位置、航⾏路线、运动员操纵区等，

⻅各项⽬场地图。如遇竞赛⽔⾯有杂物，运动员可在赛前提请⼯作⼈员清理。

竞赛开始后，任何⼈不得因此提出异议。

第七条、竞赛器材

（⼀）竞赛器材须经认证统⼀技术标准的器材和电池。

（⼆）现场制作所⽤模型套材、电池均由组委会提供到赛场，⼯具（禁⽌

使⽤电动⼯具）、胶⽔等⾃备。

（三）航⾏赛、遥控赛模型由运动员⾃备，并在赛前制作完成。

（四）禁⽌对⽐赛统⼀技术标准的模型器材、电池等做任何改动。模型动

⼒系统升级须为符合该技术标准的器材。

第⼋条、⽆线电管理

赛场及周边为⽆线电管理区，管理区内所有⼈员需服从裁判员管理。

第九条、运动员检录

（⼀）所有项⽬赛前⼆⼗分钟内在赛场进⾏两次检录，两次检录不到者按

⾃⾏弃权处理。

（⼆）检录后，运动员及竞赛模型不得离开赛场。

第⼗条、模型器材检验

（⼀）裁判员⾃检录开始直⾄赛后，均有权对模型进⾏检验或复检，模型

检验不合格者，不能参赛或取消该轮竞赛成绩。

（⼆）竞赛模型及模型编号仅限本⼈使⽤，禁⽌私⾃更改、转借模型或模



型编号。

第⼗⼀条、模型试航

组委会在赛前安排模型试航，并预先公布试航场地和时间。

第⼗⼆条、关于兼项的规定：

1.同类项⽬之间不得兼项

2.参加现场制作项⽬不得兼其它项⽬

⼆.竞赛项⽬

（⼀）红⼼向党 匠⼼育⼈ 百年红船主题教育活动竞赛

01：C6-PF 1:40 塑料拼装南湖红船

02：C7-PF-1 1:75 纸质南湖红船彩绘版

03：C7-PF-2 1:75纸质南湖红船

04：F4-PH遥控南湖红船

05：C6-PH-Z 南湖红船电动航⾏

（⼆）仿真制作项⽬（C）

06：C6-PF 海警号

（三）电动直航项⽬（C6-PH-Z）

07：温州号

08：海警号

09：划桨竞速船

（四）仿真航⾏项⽬（F4-PH）

10: 海警号



11：盐城号

12：⽅⾈ 055

（五）遥控竞速项⽬（ECO-PZ）

13：极光号

14：极速号

15：新⾃由号

（六）团体赛

16：⽔上⾜球（F6-PZ）

（七）⼈⼯智能类

17: ⼈⼯智能船模（F6-PRX1）

18：⼈⼯智能船模（F6-PRX2）

（⼋）“红⼼向党 百年红船”主题绘画⽐赛

（九） 教师评⽐项⽬

为提⾼模型教师专业⽔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此次开设教师类评

⽐项⽬，针对航海模型科技教育撰写的论⽂、活动⽅案及反思进⾏评选。

提交截⾄时间 5⽉ 20⽇。

三.竞赛规则

（⼀）仿真制作赛（C-PF类）

1、竞赛器材

运动员使⽤组委会统⼀核准的竞赛器材，在赛场独⽴完成制作，以制作⽔

平⾼低进⾏排名的竞赛。其中 2、3项器材⾃备，1、6项器材由主办单位提供。



2.竞赛时间

仿真制作赛（C-PF类）：第 2、3项制作时间为 210分钟，其余项

制作时间均为 150分钟。

3.竞赛规定

裁判员发“预备、开始”⼝令后，运动员⽅可打开包装开始制作。1、6项运

动员发现模型零件缺损时，须在竞赛开始 10 分钟内举⼿报告，过时不予受理。

2、3项运动员的竞赛模型由现场制作与递交模型完成品组成，分别占 90%和

10%。彩绘组现场制作模型可进⾏赛前上⾊，但不得违背真实船只的⾊彩特点。

模型零件不得进⾏剪，切等制作。彩绘组不允许项⽬对模型零件进⾏升级改造。

提⾼组可以进⾏改造，升级。改造材料不限，但必须保持纸模型的特征。现场

制作前，运动员需提交该模型的相关资料：

包含 （1）实船的相关⽂字介绍及图⽚资料

（2）记录本⼈场外制作过程的照⽚及⽂字说明

（3）现场制作的计划和说明

现场制作过程中，不得进⾏喷漆但允许⼩规模补⾊。

裁判员发出“竞赛时间到”⼝令后，运动员须⽴即停⽌制作并退场，模型作

品留在原地评⽐。

4.成绩评定

由五名裁判员对运动员的模型进⾏评分。

模型成绩评分按下述标准：

现场制作 送评模型



建 造：最⾼ 40分
印 象：最⾼ 10分
规 模：最⾼ 20分
仿真度：最⾼ 20分

评 分：最⾼ 10分

5.禁⽌事项

竞赛期间，严禁运动员携带与模型制作有关的预制件进⼊赛场，严禁运动

员相互交流等任何形式的作弊。

（⼆）普及仿真航⾏赛（C-PH类）

1.竞赛器材

运动员使⽤由本⼈在赛前制作完成的⼀艘模型，在竞赛⽔池中，依靠模型

⾃身动⼒航⾏，以模型航向分和航⾏时间记录成绩的竞赛，航向得分 70 分以

上者须按航⾏限速表执⾏（⻅附表）。

2.竞赛时间

1 分钟（除特别规定外）。

3.竞赛规定

（⼀）模型规定：模型的舰桥、主要武备、螺旋桨、舵、桅杆、舱⼝盖等

基本部件必须⻬全，船舵须在模型审核后安装。

（⼆）赛前由裁判组对运动员进⾏编组、排序，并在赛场公布。运动员进

⼊放航区后，1 分钟竞赛计时开始。起航前，运动员举⼿示意，待裁判员发“运

动员准备”⼝令后启动模型电机，⽤⼿扶模型使之置于启航线后⽅的⽔⾯上待

命。裁判员发出“开始”⼝令后进⾏航⾏计时。凡模型过⻔、触及边线、1 分钟

竞赛时间到时，裁判员停⽌计时，竞赛结束。



（三）模型碰标不扣分，压标⽽过、卡标按低分⻔给分。

（四）如发⽣以下情况运动员该轮成绩记为零分：未按规定限速航⾏；1 分

钟竞赛时间到，但运动员未能完成竞赛；发⽣故障的模型靠⻛浪影响⽽过⻔；

起航后有⼈为施加的可能影响模型航⾏的⾏为；竞赛中丢失模型舰桥、主要武

备、螺旋桨、舵、桅杆、舱⼝盖等基本部件。

4.具体规定

C6-PH-Z直线航⾏赛

第 5项 、第 7 项、第 8 项、第 9项：

⽐赛进⾏两轮，每轮航⾏⼀次。取其中⼀轮最好成绩排名。得分相同，航

⾏时间短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则以另⼀轮成绩排定名次。

5 、7 、8 、9项竞赛场地

（三）普及动⼒花样绕标赛（F4-PH类）

1.航⾏规定

运动员以遥控⽅式操纵模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场地图所示完成绕标航

⾏、进船坞的竞赛。

2.起航



运动员听裁判点名即进⼊各⾃站位待命。发射器频率检验完毕后，赛前 1

分钟倒计时开始。赛前 10秒裁判发出“准备起航”⼝令后，运动员待命，裁判

发出“开始”⼝令，模型起航竞赛。

3、竞赛时间

航⾏ 2分钟。（超过两分钟未完成竞赛，按照两分钟内取得的分数作为

最终得分）

4.具体规定

（1）运动员以遥控⽅式操纵模型，按场地图所示完成绕标航⾏、进船坞的

竞赛。

（2）建造规定：运动员需在赛前完成模型外观制作、加装遥控设备及动⼒

改造，全部器材限⽤统⼀技术标准的产品。竞赛时，模型船体、甲板、上层建

筑等主要零部件应标准、⻬全、完好。

（3）航⾏：运动员须在操纵区内操纵模型。模型通过 1号⻔时裁判员开始

计时，模型按场地图完成绕标、倒⻋、进船坞，实线为前进，虚线为后退。当

船⾸触及终点线或航⾏竞赛时间到时，裁判员停⽌计时，竞赛结束。

（4）成绩：竞赛进⾏两轮，取两轮成绩相加为最终成绩。得分⾼者成绩列

前，得分相同时间短者成绩列前，再同则加赛反向航⾏。每轮航⾏满分为 100

分，模型驶出⼀号⻔后，每过⻔⼀次得 10分，进⼊船坞得 10分，未完成航⾏

的模型按实际过⻔得分。模型漏标扣 10分，碰标扣 5分，模型进⼊船坞后碰

⼀侧壁扣 5分，碰两侧壁扣 10分。



仿真航⾏项⽬（F4-PH）10、11、12项⽬竞赛场地

（四）红⼼向党 匠⼼育⼈ 百年红船主题教育活动竞赛

1.F4-PH遥控南湖红船遥控赛规则

（1）竞赛时间为每轮 2分钟。

（2）选⼿须在操纵区内操纵模型。模型开始通过第⼀个⻔时裁判员开始计

时，模型按场地图航线所示完成穿越任务。当模型完全通过最后⼀个⻔或航⾏

竞赛时间到时，裁判员停⽌计时，竞赛结束。



（3）竞赛进⾏两轮，每轮航⾏满分为 100分，模型驶出后，按顺序完成 10

项穿越任务，每完成⼀项任务得 10分。取其中⼀轮最好成绩排名。得分相同，

航⾏时间短者成绩列前，如再相同则以另⼀轮成绩排定名次。

（五）普及动⼒追逐赛(ECO-PZ类)

1.基本规定

运动员使⽤遥控设备控制赛场内的模型，按规定的时间、航线和要求进⾏

航⾏，以绕标、圈数、航线、时间来记录成绩的竞赛。

2.起航

运动员听裁判点名即进⼊各⾃站位待命。发射器频率检验完毕后，赛前 1

分钟倒计时开始。赛前 10秒裁判发出“准备起航”⼝令后，运动员待命，裁判

发出“开始”⼝令，模型起航竞赛。

3.处罚

违反启航规定抢跑者,启航圈⽆效。违反航⾏规定或助⼿规定者，第⼀次



⻩牌警告、第⼆次终⽌违规运动员竞赛。被判罚终⽌竞赛前的成绩有效。

4.竞赛时间

航⾏ 2分钟

5.具体规定

（1）每轮竞赛由⼆⾄四名运动员参加，竞赛分组由裁判组在赛前公布。

（2）运动员须在各⾃站位内操纵模型竞赛。模型在航⾏中允许碰标，但漏

标需补标，否则此圈⽆效。补标时不得影响其它模型的正常航⾏。快船可从慢

船两侧超越，慢船不得故意阻挡。快船超过慢船⼤于⼆倍船⻓后，⽅可驶回正

常航线。在正常航线上，先驶⼊距前⽅浮标⼆倍船⻓区域内的模型有优先权。

此时，不允许其它船切⼊优先船内侧争抢航道权。模型卡标仅允许遥控解脱，

不得以⼈为⽅式解脱。运动员应注意航⾏安全，不得故意碰撞。

（3）竞赛结束前，裁判发提示⼝令。未完成该圈的模型须在 15秒内完成

航⾏⾄终点线，该圈有效，裁判员记录超时时间。

（4）预赛进⾏两轮，取运动员最好⼀轮成绩排列预赛名次。

（5）取预赛前⼋名进⼊半决赛。半决赛将前⼋名分为两组进⾏竞赛。

（6）决赛由半决赛每组的前两名争夺⼀⾄四名，由每组后两名争夺五⾄⼋

名。

（7）成绩：决赛的有效绕标圈数多者成绩列前，圈数相同则超时时间短者

名次列前。若成绩相同，以预赛排名决定名次。

6.助⼿的规定

（1）参赛队允许 1名助⼿在场协助运动员参赛，助⼿必须由学⽣担任。协

助放航、打捞、维修模型。竞赛中不得更换助⼿，个⼈赛助⼿不参加成绩统计。



（2）模型发⽣故障时，助⼿可在不影响其它模型航⾏的前提下进⾏打捞。

模型受困不能航⾏时，限在受困地点解脱，但模型不得全部离开⽔⾯。模型全

部离开⽔⾯则该圈数⽆效，并且该模型须在起点重新启航，并须按正常航线航

⾏。

（六）⽔上⾜球赛（F6-PZ类）

1.航⾏规定



运动员以遥控⽅式操纵模型，按规定模拟⾜球赛的竞赛。

2.竞赛分组

竞赛分组由裁判组在赛前公布，并抽签决定分组。

3.竞赛时间及场地

（1）竞赛场地为 3mX10m标准竞赛⽔池。

（2）预赛及半决赛⽐赛时间为 5分钟，中场不交换⽐赛场地；决赛时间

为 8分钟，分上下半场，中场交换⽐赛场地。

（3）竞赛前运动员以抛掷硬币的⽅式选取⽐赛场地。

4.⽐赛

（1）参赛队由 3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操纵 1艘模型参与⽐赛。竞

赛期间运动员不得离开放航区。

（2）⽐赛使⽤赛事专⽤⾜球。

（3）⽐赛前由裁判员分发⾊标，以区分⽐赛 A、B队；运动员必须将⾊标

贴于模型舱盖顶部明显位置⽅可参赛。

（4）运动员抽签后进⼊⽐赛场地，有 1分钟准备时间，检查遥控设备及

⽐赛设备。

（5）⽐赛开始前，参赛运动员模型应静置于⼰⽅球⻔线以后⽔⾯。

（6）裁判员将⾜球投⼊⽐赛发球区域，鸣哨后运动员⽅可操纵模型进⼊

⽐赛区域进⾏⽐赛。

（7）参赛队 1⽅进球或出现死球，所有参赛模型须返回出发区域，重新

进⾏⽐赛。⽐赛不停⽌计时。

（8）⽐赛中允许运动员操控模型，进⾏不以破坏对⽅模型为⽬的争抢、



拦截及对抗。

（9）⽐赛期间运动员不得⽤⼿解脱被困模型。

（10）模型发⽣故障时⽐赛不间断，允许助⼿在不影响⽐赛的情况下打捞

及维修模型。模型修复后必须从⼰⽅待航区重新⼊⽔进⾏⽐赛。

（11）⽐赛结束前 30秒，计时裁判员发布⼀次时间提示；裁判⻓吹⻓哨，

⽐赛结束。

5.成绩判定

（1）预赛积分排名：胜⼀场 3分，平⼀场 1分，负⼀场 0分；积分相同以

净胜球为第⼆积分，净胜球相同以失球为第三积分，再相同抽签决定胜负。

（2）决赛实⾏单淘汰，胜⽅进级，负⽅进⼊下半区⽐赛。

6.⽐赛处罚

（1）⽐赛点名⼆次不到，视为弃权。

（2）⽐赛弃权按 0：3判负

（3）⽐赛严重违规按 0：3判负。

7.助⼿

（1）参赛队允许 1名助⼿在场协助运动员参赛，助⼿必须由学⽣担任。

（2）助⼿可以打捞、维修竞赛模型，但不得参与模型控制及操作。



⽔上⾜球赛场地图

（七） ⼈⼯智能船模

1．（F6-PRX1）

（1）参赛模型必须从 C6-PH-Z中选取，限⽤统⼀技术标准的⾃控系统。

（1）按照航⾏示意图完成⽐赛。

（1）竞赛进⾏⼆轮，每轮调试、竞赛时间 2分钟，每轮进⾏⼀次竞赛航⾏。模

型依次通过⼀、⼆、三、四号标及终点线。船⾸通过⼀号标、⼆号标、三号标、



四号标、终点线各得 20分，船⾸通过终点线 0.2⽶段加 5分。船模⾏驶中，没

有按规定路线⾏驶成绩⽆效。

（1）取其中⼀轮最好成绩排名。得分相同，航⾏时间短者成绩列前。如再相

同则以另⼀轮成绩排定名次。

⼈⼯智能船模航⾏示意图

2．（F6-PRX2）

竞赛项⽬、机器⼈及报名要求

1.竞赛项⽬简介

⽔上机器⼈⼤赛⻘少年组⽐赛活动对象为中⼩学⽣，要求参加⽐赛的代表

队在规定的⽐赛场地上完成规定的多项任务。⻘少年组⽐赛项⽬是具有⼀定挑

战性、趣味性与综合性很强的⼀项⽐赛。

⽐赛时，学⽣们要掌握机器⼈制作和编程，同时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充分

培养学⽣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激发学⽣的创造

⼒、培养对机器⼈技术的兴趣，让学⽣不只是参与⽐赛的过程，更多的是在过



程中积累知识和提升综合能⼒。

参赛队伍以零件、各类物品为基础搭建不同的机器⼈，并把智能机器⼈⾃

动化设计融⼊其中，展开研究和动⼿设计及搭建机器⼈各种机构、组件的过程。

⽐赛在科学基础知识、机械、电⼦⽅⾯的创意思维，增加学⽣对物理、智能传

感及机械电⼦设计的认识与应⽤，增强团队合作意识。

2.竞赛内容形式

⽔上机器⼈⼤赛项⽬主题为“海洋卫⼠”，是以童芯派为核⼼器材的⽐赛，

采⽤“联盟赛制”，需要红蓝两只队伍共同协作完成每场⽐赛。⽐赛过程分为⾃

动控制阶段和⼿动控制阶段，任务分为独⽴任务和联盟任务，双⽅队伍须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获得相应得分。

3.机器⼈设计规范

机器⼈外观尺⼨最⼤为：30cm × 30cm，最⼤尺⼨为机器⼈在⽐赛过程中

最⼤伸展尺⼨，包括但不限于机械⽖、机械臂的伸展尺⼨。

机器⼈不得有危险装置，不可对⼈员造成伤害，不可损坏⽐赛场地，否则

取消⽐赛资格。

4.报名要求

○1 机器⼈名称：

要求每⼀参赛队给所⽤机器⼈取⼀个名称，⽤于报名、登记、标示、识别，如：

铁甲战舰、超级航⺟、驱逐舰 407等等。

○2 参赛队名称：

⼀所⼩学或中学报名参加本⽐赛的所有参赛队由⼀名负责⽼师集体报名，队名

分别为：“xx⼩学/中学机器⼈⼀队”、“xx⼩学/中学机器⼈⼆队”以此类推。



5.设备器材要求

主控需要使⽤童芯派，主控图⽚如下

童芯派

⼆.竞赛任务及场地

（⼀）竞赛任务说明

全场⽐赛时间共 5分钟，其中前 2分 30秒为⾃动控制阶段时间，参赛队员

需完成⾃动独⽴任务和⾃动联盟任务；后 2分 30秒为⼿动控制阶段，参赛队

员需要完成⼿动联盟任务。阶段切换时⻓为 30秒，超时⽐赛将直接开始，参

赛队员需遵从裁判指示。

（⼆）任务介绍

1.任务 1——开启导航灯塔（⾃动任务）

任务背景：⼀⽚海域中的灯塔莫名关闭，过往的船只险些驶⼊危险地带，机器

⼈需要前往灯塔位置将其开启，避免重⼤事故的发⽣。

任务要求：该任务区域中有两个“灯塔”道具，每个“灯塔”外部有⼀个开关，机

器⼈需将开关打开，使得“灯塔”点亮。每成功点亮⼀个“灯塔”获得

30分，满分 60分。

2.任务 2——关闭排污管道（⼿动任务）



任务背景：⼀家废弃⼯⼚的排污管道⽆⼈管理，仍在向海洋中排放污⽔，机器

⼈需要将排污管道的阀⻔关闭，遏⽌污⽔对海⽔的继续污染。

任务要求：该任务区域中有⼀个“排污管道”，管道上有三个“阀⻔”，机器⼈需

将阀⻔关闭，每成功关闭⼀个阀⻔获得 20分，满分 60分。

3.任务 3：海洋垃圾回收（⼿动任务）

任务背景：当前海洋垃圾污染的问题愈加严重，但在海洋垃圾中也存在⼀些可

回收垃圾，机器⼈和参赛队员需要对可回收的垃圾进⾏分类回收。

任务要求：红蓝双⽅同时进⾏任务，联盟队员需要控制机器⼈将⽔上漂浮的垃

圾道具利⽤机器⼈收集并运输到“回收区”，垃圾所在区域分为“重度

污染区”和“轻度污染区”，垃圾道具分为可回收垃圾（⻩⾊、绿⾊、

蓝⾊）和不可回收垃圾（⿊⾊），其中⻩⾊和绿⾊垃圾位于“轻度污

染区”，蓝⾊垃圾位于“重度污染区”，⿊⾊垃圾在两个区域中均有分

布。参赛队员需操控机器⼈将可回收垃圾道具放⼊对应颜⾊的回收

区中，每成功回收⼀个⻩⾊垃圾 5分，⼀个绿⾊垃圾 10分，⼀个蓝

⾊垃圾 20分，若将⿊⾊垃圾放⼊任意回收区中，将会扣除 30分。

（三）⽐赛场地示意图

任务 1 任务 2

红⽅
出发



区域介绍;

①：任务⼀：开启导航灯塔

②：任务⼆：关闭排污管道

③：任务三：海洋垃圾回收

三.赛程、赛前准备⼯作

（⼀）领队会议

⽐赛前，召开领队会议：

①抽取决定机器⼈编号；

②确定⽐赛分组及场地安排；

③其他事宜。

（⼆）点名、检录、集中摆放

每轮⽐赛开始前 15分钟，开始点名和检录，之后所有机器⼈集中摆放

于⽐赛场内指定位置，不得再进⾏充电与维护等操作。

（三）准备、开始

①裁判发出预备信号后，机器⼈由参赛队员摆放进⼊启动区；

场
地
示
意
图3m
*10m



②裁判发出⽐赛开始指令后，参赛队员⽅可操控机器⼈离开启动区进⾏任务的

完成，同时开始计时。

（四）赛程

根据抽取到的机器⼈编号依次上场⽐赛

四.计时与评⽐

（⼀）计时规定

每场⽐赛时间为 5分钟，若产⽣平局则再次进⾏⽐赛决定晋级。

⽐赛开始计时和结束计时均由裁判发出指令信号。

（⼆）评⽐规则

每场⽐赛结束后计算得分，分数较⾼者获胜。

五.其他

1.⽐赛过程中，主裁判决策，裁判员监督。

2.实际⽐赛的场地与本规则公布的相⽐，尺⼨上存在⼀定误差，参赛选⼿在设

计机器⼈时应将此种情况考虑在内，以免影响机器⼈正常完成任务。

3.规则以每次⽐赛的⼤赛组委会公布的版本为准。⽐赛现场出现的问题，由技

术委员会协商解决。

4.参赛选⼿在不超出机器⼈尺⼨要求及影响正常⽐赛的基础上，参赛机器⼈上

必须展示参赛队号码，或进⾏创意性装饰，以增强其表现⼒及容易被识别。

5.每⼀个参赛机器⼈仅允许使⽤⼀个主控制器，最多使⽤ 12个电机（包括⻢达

或者舵机），其他电⼦器件及结构件等，数量不限。

6.⽐赛过程中，机器⼈上的任何器件都要确保连接在机器⼈上。

7.参赛机器⼈的设计，应能在赛后没有供电的情况下，也可以将⽐赛道具与机



器⼈分离。

8.不允许使⽤有损害或潜在损害竞赛场地及其他参赛机器⼈，在⽐赛中能够造

成不必要纠缠的、危险的元件。

（⼋）“红⼼向党 百年红船”主题绘画⽐赛

（1）参赛作品由运动员根据命题⾃由设计，作品须是表现作者对于“红⼼向党

百年红船”主题的绘画。

（2）参赛作品尺⼨不⼤于⻓ 80cm，宽 60cm，⾼ 40cm，并在赛前完成。提交

时，运动员须向现场裁判员提交⼀份 A4打印稿说明⽂。

（3）⽐赛形式：以展示和现场演讲形式竞赛，演讲可使⽤多媒体，时间不得

超过 5分钟。

（4）成绩评定⽅式：采取“特邀评委”投票的⽅式决定主题演讲的得分，满分

100分。“特邀评委”由承办单位向社会组织选拔。本项竞赛设等级奖，参赛队数

的 25%获得⼀等奖，35% 获得⼆等奖，40%获得三等奖。

（5）每个参赛队伍在赛前提交 2分钟以内的作品视频介绍及制作过程的视频

（MP4 格式）提交到指定邮箱。（3379114754@qq.com）

本规则适⽤于 2021年第⼗三届北京市体育⼤会，红⼼向党 匠⼼育⼈ 百

年红船主题教育活动，北京市⻘少年航海模型竞赛。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对本

规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附：航⾏赛限速表



项⽬ 竞赛名称 限速时间（秒）

05 C6-PH-Z 南湖红船电动航⾏ 16

07 C6-PH-Z 温州号电动航⾏ 9

08 C6-PH-Z 海警号电动航⾏ 11

09 划桨竞速船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