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北京市体育大会

2021年京津冀青少年航空模型邀请赛

暨北京市青少年航空模型比赛规则

总 则

一．为了与国家体育总局评审各级别运动员相关规定接轨，一级橡筋

模型飞机（P1B-1）、遥控电动模型滑翔机（P5B）、手掷遥控滑翔机

（F3K）项目“参考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规则”执行。其

名次评定按相关规则处理。（比赛时将视具体情况实施）乙组项目参

照“北京市青少年航空模型比赛规则”执行

二．凡竞距比赛项目，均以米为单位记分（精确到 0.01 米）。凡竞时

模型比赛项目，以秒为单位记分（精确到 0.01 秒）。

三．比赛各项目人数不限，每架模型只能由一名运动员用来参加比

赛，如发现借用模型取消当事人成绩。

四． 3 克橡筋动力直升机竞时赛线上直播（北京市三家店铁路中学）

由现场裁判员通过直播展示器材审核过程（橡筋称重）。世界葡萄博

览园赛区“3 克橡筋动力滑翔机竞时”项目由项目裁判长赛前统一审

核，其他项目采用现场自审和抽审。审核不合格者取消比赛资格或比

赛成绩。

五．参赛运动员遇兼项比赛时间冲突时，领队须在比赛正式开始前与

项目裁判长进行沟通，如遇三次点名未到情况，则视为自动弃权，取

消比赛资格。

六．本次比赛成绩公示 1小时内，如对成绩有异议，由领队向组委会

提出申诉，过时不予受理，成绩自动生效。



1. 橡筋动力直升机竞时赛（P1F）

（线上直播）

1.技术要求

（1）橡筋重量：≤3.0克橡筋。

（2）机身阻尼板材料：PS发泡板，魔术板，吹塑纸等塑料发泡材。

（3）机身阻尼板宽度：≥200mm。

（4）机身阻尼板高度：≥100mm。

（5）机身长度：≤300mm。

（6）螺旋桨:非金属材料。

2.比赛方法

（1）由裁判员现场拆封包装盒，检查橡筋直升机是否符合比赛要求，对

运输中损坏，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模型判为淘汰。

（2）只飞行一轮，由裁判员统一绕橡筋150圈，如橡筋未绕到150圈发生

断裂则判为淘汰。

（3）模型出手，即开始计时。模型停止飞行，停止计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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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停止飞行时间为选手最终

成绩。

（5）当飞机飞行时在障碍物上停止前进，裁判员进行10秒计时，10秒

内飞机未继续飞行，停表减10秒计入选手成绩。10秒内飞机继续飞行则

连续计时。



3.成绩评定

两名裁判员计时，留空时间取平均值记录为xx秒xx毫秒。留

空时间长者名次列前。如留空时间相同，则并列。

2.二级遥控直升机特技（P3C-2）

1.技术要求：

可使用活塞式发动机和电动机，模型以电动机为动力时，电池电

压不大于 25.2V（6S）。模型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时，发动机工作

容积无限制。起飞重量不大于 6.5 千克（不包括燃料，含动力电池），

旋翼直径小于等于 1500 毫米，其余须符合航空模型总则中模型直升

机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允许使用无副翼系统。

2.场地：

同国际级遥控直升机特技（F3C）。

3.助手：

允许 1 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启动发动机和操纵模型。

4.正式飞行定义：

模型起飞离陆即为正式飞行。每轮竞赛每名运动员在比赛时间

内，只准 1 次正式飞行。

5.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为 6 分钟。进场后有 1 分钟准备时间，1 分钟后

即开始计比赛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所做的动作不予评分。飞行动作必

须按规定顺序进行，漏做、补做无效。做每一个动作前，运动员或助



手 须向裁判员大声报告动作开始，不报告的动作视为漏做。

6.裁判：

可由 3－5名裁判员给运动员评分

7.成绩评定：

（1）采用 10 分制评分，可用 0.5 分。每个动作得分为：K(难

度系数)×裁判评分。 每个动作舍去最高和最低的得分，再计算平均

值。各动作的得分之和为该轮比赛成绩。

（2）比赛采用千分制的方式计算。把每轮最高得分选手的总分

记为 1000 分。其 余选手的得分数依照下式换算：换算得分 = 1000

×（P/Pw） P = 该名选手的得分（原始分） Pw = 该轮中最高原始

分，比赛进行 2 轮，以 2 轮成绩之和为运动员的比赛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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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等级执照的运动员的

每轮成绩在千分率的成绩上额外加50分。

8.动作顺序和要求：

（1）四位悬停（逆/逆风）K=1.5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起飞，上升至目视高度悬停至少 2 秒，机体

向同方向依次作四次 90 度缓慢自转并在每个 90 度位置悬停 2 秒

以上；然后降落在起降区内。

（2）垂直三角形带 180 度自转（逆/逆风） K=1.5

模型从起降区起飞至目视高度停悬至少 2 秒，水平匀速后退至

1 号（2 号）旗正上方悬停，自转（方向不限）180 度后悬停，向后



沿 45 度角上升至起降区正上方处悬 停，以 45 度角下降至 2 号（1

号）旗的正上方悬停，旋转 180 度后悬停，水平后退 至起降区上方

悬停，然后垂直降落在起降 区内。

（3）半圆（逆/逆风）K=1.5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起飞至 2 米高度悬 停至少 2 秒，模型后退

飞行同时完成任意方向自转 180 度，停止于 1（或 2）号旗上 方悬

停至少 2 秒，模型以 1/2 半径 5M 圆为轨迹后退上升、下降飞行，

停止与 2（或 1） 号旗上方悬停至少 2 秒，模型前进飞行同 时并

完成任意方向自转 180 度，停于起降 区上方悬停至少 2 秒，垂直

下降并着陆在 起降区。

（4）正筋斗（逆/逆风） K=1

模型在约 15 米高度航线上水平直线飞 行至少 10 米，做一个

适当大小、同半径的内筋斗，在进入的高度改出，水平直线飞 行至

少 10 米结束动作。

（5）水平横滚一周（顺风/顺风）K=1

模型在航线上水平直线飞行至少 10 米 进入，在适当的空域做

一个至少 2 秒的一周横滚，滚转过程中模型直升机纵轴始终与飞行

方向保持一致，改出后，水平直线飞行至少 10 米结束动作。

（6）半滚失速倒转（逆/逆风） K=1

模型在约 15 米高度的航线上，水平直线飞行至少 10 米，在空

域中线处拉起作 1/4 筋斗进入垂直上升，垂直爬升中做任意方向的

半滚，半滚完成后模型至少还要向上飞行一个机身以上的长度；在上



升结束时模型作 180 度自转，使机头垂直向下， 在进入的高度以

1/4 内筋斗改出并保持 10 米以上水平直线飞行。

（7）45 度自旋降落（逆风）K=1

航线高度在 15 米以上，开始进入熄火降落，保持均匀且稳定的

下降速度，以 45 度航线向直径１米的圆形降落区降落。降落时脚架

应完全落在圆形的降落区内。

3. 一级橡筋模型飞机(P1B-1)

1.定义：

指以橡筋材料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

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2.技术要求：

飞行重量不小于 40 克；动力橡筋最大重量 4克。

3.比赛时间：

比赛共进行两轮，每轮比赛时间为 10 分钟。

4.正式比赛：

模型出手即为正式比赛。

5.留空时间：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为 120 秒，每名运动员的每轮飞行时间的总

和作为他的最终成绩。每轮均测定比赛时间内模型有效飞行时间，

且第二轮最大测定时长为最大计时限，比赛时间到，即终止计时。

每轮飞行时间均达到计时最大限时，以第一轮超出计时最大时限以



外的时间评定名次，飞行时间长者名次列前。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

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4. 遥控电动模型滑翔机（P5B）

1.定义：

由运动员在地面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各舵面，借助电动机为动

力装置升空后，空气动力作用在固定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进行滑翔的

模型飞机。

2.技术要求：

可用各种电池做动力源，最大标称电压为 8.4 伏。模型的外形

尺寸、重量不限。

3.助手：

允许 1 名助手入场，助手不能操纵模型。

4.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为 7 分钟。在比赛时间内须完成正式飞行的起飞

和着陆。

5.试飞次数：

比赛时间内试飞次数不限，运动员可在飞行中或模型着陆后声明

该次飞行为试飞，声明为试飞的成绩无效。模型起飞限用一次动力。

6成绩评定：

（1）每轮飞行成绩为留空时间得分与着陆定点得分之和减去动力时

间分，再代入 4.12.8.9.条中公式的换算得分。



（2）比赛进行 2 轮，取 2 轮成绩之和为正式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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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情况该轮比赛成绩判为 0 分：

1 飞行中零件掉落。

2 模型空中解体。

3 开动力次数多于 1 次。

4 比赛时间结束后 30 秒仍未着陆。

5 造成碰撞事故的责任者。

6 着陆定点距离 50 米以上时。

7.比赛方法和规定：

（1）最大测量时间为 300 秒。

（2）赛前由抽签确定运动员的编组，每批次不少于 3 人。如遇频率

相同，由裁判长指定运动员使用所报两个频率中的一个。

（3）比赛时间由执行裁判统一发出开始和结束的信号

（4）从模型出手开始计飞行时间，动力结束即终止计动力时间，模

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留空时间。以秒为单位。每 1 秒换算成 1 分，

若超过最大测定时间着陆，则每超过 1 秒扣 1 分。

（5）着陆定点分（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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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X，其中 X 以米为单位。X、

Y 均保留 1 位小数。Y 最小值是零，不取负数。

（6）留空时间不足 30 秒和着陆定点时模型解体的该次飞行着陆定

点分无效。



（7）模型着陆时若与运动员或其助手相碰，则该次飞行的定点分为

零分，允许声明为试飞。

（8）比赛时间结束后不计飞行留空时间和着陆成绩。

（9）留空时间得分与定点得分之和减去动力时间分是该项目原始分。

以每批次为单位按原始分比例换算为正式得分，即：每批次最高原始

分换算为最高得分 1000 分，其他成绩按以下公式:换算得分 = 1000

×（P/Pw）

P = 留空得分与定点得分之和（原始分） Pw = 同批次最高原始分

5.手掷遥控滑翔机(F3K)

1.定义：

指由运动员在地面使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控制的没有动力装

置，通过固定在模型机翼上的手柄销，用手抛掷升空，空气动力作用

在固定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进行滑翔的模型飞机。

2.技术要求:

翼展长度不得超过1.5米，其重量不得超过600克，机头前端半径

不小于5毫米。用于抛模型的手柄销必须是硬质材料，且与模型成为

一整体，长度不大于半个翼展，且不可展开或回放。在模型起飞前后，

不再与模型为一整体的结构不能使用。

3.比赛方法：
每名选手应完成A和B两个科目的飞行，每个科目飞行一轮。

（1）第一轮飞行科目 A，比赛需完成 3次正式飞行，每次比赛由执

行裁判统一发出开始和结束的音响信号。每名运动员需在每次飞行发



出的开始信号后 5秒内起飞。比赛开始信号响起即开始计时至模型着

陆静止，留空最大测定时间为 180 秒，超出则不计时，每秒换算为 1

分。本次飞行最大测定时间结束信号响起同时开始计 30 秒准备时间，

30秒后开始第二次飞行，再接第三次飞行，方法相同。

（2）（2）第二轮飞行科目 B，每名运动员在 7分钟比赛时间内飞行

数量不限，但只记录最后一次飞行的成绩。最大飞行时间限制为 300

秒，每秒换算为 1分。任何一次模型的起飞，都将撤销前一次的飞行

成绩。

（3）赛前由抽签确定运动员的编组，一般每批次应 3人以上。如遇

同频，运动员之间自行调配，或由裁判长在运动员所报的两个频率中

指定一个频率。

4.助手：

允许有1名助手进场，但不能操纵和接触模型。

5.起飞、降落方式：

所有运动员起飞，降落必须在指定的（50米×50米）起降区域内。

需在起飞号位起飞，飞行中可以离开起飞号位。模型着陆静止后至少

有任何一部分在起降区域内或与起降区域边界线重叠，允许运动员双

脚在起降区域内进行捕获降落模型，否则为模型降落在起降区域外处

理。

6.成绩评定：

（1）科目A成绩为 3次飞行留空时间得分之和。科目 B成绩为最后

一次飞行的得分。



（2）以 2 轮换算得分成绩之和为运动员的正式成绩，排列名次。若

遇成绩相同，则以其中较好一轮成绩评定名次。

（3）每轮成绩是该轮原始分。以每批次为单位按原始分比例换算为

正式得分，即：每批次最高原始分换算为最高得分 1000 分，其他运

动员成绩按以下公式:换算得分 = 1000×（P/Pw）

（4）P =该名选手的得分（原始分）Pw = 同批次最高原始分

下述情况该次飞行成绩为 0 分：

（5）飞行中零件掉落。

（6）模型空中或着陆时解体。

（7）发出的开始音响信号后 5 秒内未起飞。

（8）模型降落在着陆区域外。

（9）比赛时间结束后 30 秒仍未着陆。

（10）模型着陆时与本队运动员或其助手相碰。

（11）A 科目比赛过程中助手进入比赛区域或通过通讯方式指挥选

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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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电标称7.4伏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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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米，并设立起飞停止

线。

3.比赛方法：

（1）比赛场地只允许本轮参赛运动员及一名助手进场，助手需站在

起飞线后，运动员需提出起飞申请，裁判员发出允许起飞口令后30

秒内必须起飞，超过30秒未能起飞视本轮飞行结束。

（2）比赛计时从模型穿越起飞线开始计时，每轮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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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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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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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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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计时时间结束后，降落过程中出现撞人、飞越安全区等危险

情况的本轮比赛判为0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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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在室内场地进行，每轮最大计时180秒。以相距四米的两根标

杆绕标飞行。运动员申请起飞后,裁判员发令,飞行器起飞离地开始计时，

飞满三个封闭8字后飞行器着陆在起降区内停表，用时少者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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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途失误需用手帮助复飞或更换备机，

不停表，需在起飞区重新起飞，完成后续比赛，此种情况应记失误一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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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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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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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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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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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落地停

稳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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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后模型仍未出现，停表减 10 秒计入选手成绩。10秒内

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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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模型触碰障碍物时，裁判员进行 10 秒计时，10 秒后模型仍未

继续飞行，停表减 10 秒计入选手成绩。10 秒内模型继续飞行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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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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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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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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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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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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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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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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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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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木质手掷飞机直线距离赛（P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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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弹射模型滑翔机（P1T）竞时赛

1.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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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