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发布 2021 年北京国际航空航天模型邀请赛

暨北京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比赛规程的通知

各市级模型培训示范基地、团体会员单位、模型俱乐部：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按照北京市体育总会举办

主题为“百年风华葆初心，全民健身我先行”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

赛事活动的相关要求。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拟举办《2021 年北京国际

航空航天模型邀请赛暨北京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比赛》，赛事以群

众广泛参与，人民满意为向导，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献礼。现将赛事

规程发布如下。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2021 年北京国际航空航天模型邀请赛

暨北京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比赛

规 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总会

延庆区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总会秘书处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延庆区教育委员会

延庆区体育局

北京八达岭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西城区宣武青少年科技馆

大兴区少年宫

北京丰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宝博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翔科创新贸易有限公司

四、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1 年 5 月 28 日—30 日

（二）地点：世界葡萄博览园（北京 延庆）
五、比赛项目

（一）航空模型甲组项目

1. 二级橡筋动力飞机（P1B-2）

2. 一级橡筋模型飞机（P1B-1）

3. 电动二对二遥控空战（P3Z-4,双人组）

4. 遥控电动模型滑翔机（P5B）

5. 遥控纸飞机三机编队(P5M-3Z)

6. 手掷遥控滑翔机（F3K）

7. 手掷遥控滑翔机（P3K）

8. 二级遥控直升机特技（P3C-2）

9. 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甲组）

（二）航空模型乙组项目

10. 一级牵引滑翔机竞时赛 ( P1A-1)

11. 3 克橡筋动力直升机竞时赛（P1F）

12. 3 克橡筋动力滑翔机竞时赛（P1B-0）

13. 微型电动自由飞竞时赛 （P1E-C）

14. 初级电动遥控飞机绕标竞速赛



15. 初级遥控弹射滑翔机竞时赛（P3T）

16. 微小型室内遥控电动模型飞机绕标竞速赛

17. 3 米定点绕标计时赛

18. 4 米定点绕标计时赛

19. 5 米定点绕标计时赛

20. 遥控动力滑翔机竞时赛(P5-C)

21. 手掷模型滑翔机（P1S）直线竞距赛

22. 木质手掷飞机直线距离赛（P1S-Z）

23. 轻型发泡弹射飞机竞时赛（P1T-2）

24. 弹射模型滑翔机（P1T）竞时赛

25. 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乙组）

26. 遥控直升机任务飞行

（三）航天模型甲组项目

27. S3A/2 伞降模型火箭

28. S6A/2 带降模型火箭

29. S9A/2 旋转翼模型火箭

30. S4A/2 火箭推进滑翔机

31. S8D/P 火箭遥控滑翔机

（四）“飞向北京 飞向太空”项目

32、橡筋动力扑翼飞机（飞北）



33、初级橡筋动力飞机（飞北）

34、弹射滑翔机（飞北）

35、电动滑翔机（飞北）

36、一级橡筋动力飞机（飞北）

37、手掷滑翔机直线距离（飞北）

38、手掷滑翔机三人接力（飞北）

39、遥控电动直升机障碍（飞北）

40、遥控火箭助推滑翔机（飞北）

41、遥控电动滑翔机（飞北）

六、参赛办法

（一）以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北京市模型培训示范基地、会员

单位）的学校、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馆、模型俱乐部及个人身份报

名参赛。

（二）团体报名参赛的单位提交报名表时需盖章确认，青少年个

人报名需至少一名监护人签字确认，报名提交后不得随意变更。

（三）每名运动员可兼项报名，甲乙组别项目除外，具体细则以

比赛规则为准。

（四）报名“飞北”项目，须在报名表项目后注明“飞北”字样。

七、参赛人员

全市青少年航模爱好者。



八、运动员资格

（一）每名参赛运动员具备“人身意外伤害险”。

（二）个人运动员提供“北京健康宝”个人健康状态页面复印件

随报名表，团体参赛须提供加盖公章的“团体健康证明”。

（三）个人运动员须提供学籍证明材料。

九、比赛规则

执行《2021 年北京国际航空航天模型邀请赛暨北京市中小学航空

航天模型线上交流活动规则》。

为保证本次活动顺利正常进行，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将通过微信

订阅号，协会官方网站、官方微信进行赛事规程及规则发布。

十、竞赛方式

（一）参加航空模型甲组项目，请运动员在比赛当日早晨 8：30

前到器材审核裁判组完成现场审核工作，未经审核器材不得参赛。

（二）参加航空模型乙组项目，比赛器材由各项目裁判长于开赛

前完成审核，审核裁判组会在比赛当中对器材进行抽检。

（三）项目技术咨询：

1.直升机项目：刘长青 18601208094

2.航天项目：王建 13001250518

3.手掷、弹射类项目：李大安 13051359404

十一、赛事报名

报名表需在 2021 年 5月 21 日前，将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各区负

责人报名邮箱，报名截止后不再接受报名，报名信息提交后不得更改，



“飞北”项目报名分组将按照“小学组/中学组”分组报名方式。报

名表提交要求如下，缺少任意一项均视为无效报名。

（一）报名提交

1.电子报名表（Excel 格式，文件以“报名表+区+学校+提交日

期”命名）

2.保险单（PDF 格式，文件以“保险单+区+学校”命名）

3.参赛协议书（PDF 格式，文件以“参赛协议书+区+学校”命名）

（二）现场提交

1.健康证明纸质版（团体报名表格须加盖公章）

十二、赛事裁判委员会

裁判委员会成员及主要工作人员，由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依据

《北京市模型运动裁判员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裁判员选派工作。

十三、录取名次与奖励

甲组项目取前 8 名，不够 8 人减 2 录取。

乙组项目将依据参赛人数比例分别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及优秀奖，另本次活动设优秀辅导教师奖，各奖项具体评奖方法请参

阅《规则》。选手可于活动结束后通过北京市体育总会 APP 进行成绩

查询和证书下载。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 APP，注册用户后点击首页的

成绩查询进入证书下载。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北京市各区报名联络人



附件

报名联系人

序号 城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报名邮箱

1 东城区 周 君 13691531773 916600500@qq.com

2 西城区 韩政厚 13810965712 hzhj79@126.com

3 通州区 曹敬华 13716726468 752168093@qq.com

4 大兴区 王向宗 13661291773 2366394425@qq.com

5 丰台区 路云鹏 18612579511 lushenjunwei@126.com

6 石景山区 张治辉 18601028779 349363883@qq.com

7 昌平区 范建华 13810317266 327897702@qq.com

8 门头沟区 曹济麟 15210192361 181113350@qq.com

9 延庆区 马 杰 15110112048 1083488011@qq.com

10 平谷区 乔 建 15810635509 793913034@qq.com

11 海淀区 纪 伟 13901368658 hlgnet@163.com

12 燕山区 张佳奇 18610267701 42675606@qq.com

13 房山区 朱振山 15011469130 846449978@qq.com

14 密云区 鹿子琦 15313056110 1251895446@qq.com

15 朝阳区 陈 丽 13901170985 edubeijing@126.com

16 顺义区 齐长安 13661139639 qixiang31@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