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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简介 

本竞赛项目以“创新创造，放飞梦想”为主题，检验青少年对无人

机基础技术的理解，及相关知识掌握程度与综合运用能力，激发青少年

对无人机技术的兴趣，培养动手、动脑能力。 

主要考核参赛选手无人机理论知识，对无人机的调试、飞行控制能

力、编写控制无人机运行程序的综合能力。 

二、 比赛主题 

 本届无人机主题赛的主题名称为“创新创造，放飞梦想”，是第五

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智能机器人竞赛项目之一。比赛过

程将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综合技术能力，并提供最新科学技术支持，帮

助他们将科学梦想的希望之光点亮，引领他们的梦想扬帆起航，以此来

激发青少年对无人机技术的兴趣，挖掘青少年们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

潜力。 

三、 比赛场地与环境 

1.软件环境： 

（1）机器人软件平台：不限 

（2）机器人编程系统：不限 

2.硬件环境： 

（1）机器人硬件平台：能够完成飞行任务且满足相关参数即可。

具体参数见无人机赛参数要求表。 

（2）控制平台：不限 

（3）电脑平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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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参赛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可以复制文件的工具进入竞赛现场

（如 U 盘等）。 

（2）现场正式比赛前，每个参数队伍都有现场环境适应性调试阶

段。 

（3）在比赛期间，大赛组委会技术组将根据情况对参赛飞行器进

行技术检查。如果违反了比赛规则的禁止事项，大赛组委会有权

取消参赛队伍的成绩。  

3.竞赛场地： 

 
无人机比赛场地示意图 

4.竞赛区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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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件调试区域：用于参赛选手统一编程、程序调试。 

（2）硬件调试区域：用于参数选手统一维修，组装维护机器人。 

（3）比赛区域：用于参赛选手完成比赛任务。 

四、 比赛任务及得分 

1、任务描述：本任务为无人机协同执行任务，比赛场地需要两支

队伍同时进行，且每支队伍最多可以同时派两架无人机进行比赛任务。

该无人机需要从起飞区飞出，通过数道关口后才能到达降落区。 

 2、针对不同组别，比赛场地及任务内容有所区别。 

 3、关口为可控制电动障碍，可通过飞机携带功能模块解锁相应机

关控制开启。 

 4、机关分为红外接收、光照强度检测、蓝牙信号检测、重力感应

等多种感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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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赛场参考图（仅供参考） 

红色区域为飞手站立区域，绿色三角为机关开关位置，蓝色隔断为机关门。A 为起飞点，B 为终点。 

 

小学组示例（赛场参考根据场地临时设置）： 

a. 比赛场地情况：在比赛区域内的关口 1、关口 2 的门处

于打开状态，关口 3 的门关闭，需要操控飞机飞至红外线接

收区域，飞机飞入后关口 3 门可打开。 

b. 在比赛场地拥有额外获取奖励时间，可通过扎破气球

或其他形式获取奖励时间，形式根据比赛具体情况确定 

c. 参赛队员在飞行操作区进行飞行操作，收到起飞命令

后无人机从起飞区域 A 起飞，计时器开始计时，以第一架无

人机进入降落区域 B 内的降落平台上的时间为最后的有效时

间。 

d. 最终有效成绩的计算公式为： 

最终有效时间=第一架无人机到达终点时间+奖励时间 

初中组示例（赛场参考根据场地临时设置）： 

a. 比赛场地情况：在比赛区域内的关口 1、关口 2 的门处

于打开状态，关口 3 的门关闭，需要操控飞机飞至红外线接

收区域，飞机飞入后关口 3 门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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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比赛场地拥有额外加分内容，可通过扎破气球或其

他形式获取额外加分。 

c. 参赛队员在飞行操作区进行飞行操作，收到起飞命令

后无人机从起飞区域 A 起飞，计时器开始计时，以第一架无

人机进入降落区域 B 内的降落平台上的时间为最后的有效时

间。 

d. 最终有效成绩的计算公式为： 

最终有效时间=第一架无人机到达终点时间+奖励时间 

高中组（中职）示例（赛场参考根据场地临时设置）： 

a. 比赛场地情况：在比赛区域内的关口 1、关口 2 和关口

3 的门均处于关闭状态，需要无人机先对各个机关的红外接收

装置进行对码，对码成功后相应的关口处的门才会打开，该

装置的红外码值在比赛前在裁判处随机抽取。 

          b.在比赛场地的机关 1、机关 2、机关 3 和机关 4 都有自 

      己特定的红外码值，其中机关 1、机关 2、机关 3 对码成功后 

      会打开己方的三个关口门，机关 4 触发后使对方关口门 3 的 

      关闭 10 秒，10 秒后才能继续进行解锁。 

          c.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队伍的队员需要根据实际场地机关 

      布置进行现场的程序编写，调试完后，再将无人机放置于各 

      自的起飞区域 A。收到起飞命令后无人机从起飞区域 A 起飞， 

      计时器开始计时，在进入到巷道后需要派一架无人机飞到 

      机关处进行红外对码操作，对码成功后对应关口处的门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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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无人机才能进入到下一关，连续通过 3 关后，只要有 

      一架无人机到达终点降落区域 B 并成功降落至降落平台上， 

      则计时器完成计时。 

          d.参赛队伍的排名顺序根据时间来确定，时间越短，排名 

      越靠前。 

             e.最终有效时间=第一架无人机到达终点时间 

五、 机器人设计和器材 

无人机赛参数要求表 

 

六、 比赛说明 

1、参赛队：每支参赛队由3-4名学生，1名指导教师（可空缺）组

成。 

 竞赛分为选拔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其中，选拔赛将在第五届全

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指导下，由承办单位邀请专家成

立竞赛执行委员会，下辖技术组、裁判组和仲裁委员会，统一处理竞赛

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在现场比赛的时候，组委会可聘请参赛队伍带

队教师作为飞行器检查监督人员。  

2、比赛过程规则： 

类别 参数 参数要求 

电机 型号 空心杯电机 

动力电池 电压 3.7V~7.4V 

旋翼 数量 四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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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比赛顺序，裁判员指挥参赛队伍顺序进入比赛场地比赛。在比

赛过程中同一时刻，比赛场地有两支队伍进行比赛。 

（1） 裁判员点名，队伍队员持飞行器进入比赛场地。 

（2） 参赛选手有 2 分钟的现场准备时间，准备完毕后将飞行器放

置于起飞区域，等待开始。 

（3） 选手应该在 30 秒之内离开起飞区域。 

（4） 最终飞机落入终点停止区域为结束，同时记录系统记录比赛

计时时间。 

（5） 在飞行过程中，如果有参赛选手的无人机撞到防护网导致无

人机失控，不能继续比赛，则无人机只能由现场裁判人员将无人机

捡出交给参赛队员，参赛选手调试好后重新放置于起飞区域内进行

起飞，此时计时器不会重新计时，根据不同组别任务进行最终时间

的获取。 

（6） 每个队伍的参赛选手在比赛开始前有统一的现场调整时间，

时间长为 10 分钟。在此期间，参赛队伍可以携带有维修工具，对无

人机进行软件、硬件的调整，对无人机损害部件进行维修。 

  

七、 评判说明 

裁判方式为现场裁判，每场比赛结束后，按完成任务的情况计算得

分，最终成绩按照最终有效成绩的计算公式计算，终有效成绩的计算公

式计算为：最终有效时间=第一架无人机到达终点时间+奖励时间。 

选拔赛竞赛组织委员会工作人员，包括技术评判组、现场裁判组和



第五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主题赛竞赛说明 

9 

 

仲裁组成员均不得在现场比赛期间参与任何针对个别参赛队的指导或

辅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允竞赛的信息。在选拔赛阶段中，裁判

以及技术评判由各选拔赛组委会参照上述决赛阶段组织原则实施，仲裁

由分选拔赛组委会指定的仲裁组完成，不跨区、跨级仲裁。  

八、 奖励说明 

最终成绩按照最终有效成绩的计算公式计算，每个组别按总成绩排

名。 

如果出现并列排名，按如下顺序决定先后： 

1. 场次中第一次开启关卡的时间最短的胜出 

2. 场次中第二次开启关卡的时间最短的胜出 

3. 场次中第三次开启关卡的时间最短的胜出 

按照参赛队成绩排名确定获奖等级，前 3 名团队获一等奖， 

一等奖颁发奖杯、金牌和证书；其余其余参赛队伍（上场参赛并获

成绩者）的前 20%获二等奖，颁发银牌和证书；前 20%-60%获三等奖，

颁发铜牌和证书，其他获得优秀奖，颁发证书。 

九、 犯规说明 

1. 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如果 5 分钟未到场，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

格。 

2. 第 1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无人机回到待命区再次启动，

计时重新开始。第 2 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3.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警告 1 次，第 2 次取消比赛资格。 

4. 参赛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可以复制文件的工具进入竞赛现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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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盘等），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在比赛期间，大赛组委会技术组

将根据情况对参赛飞行器进行技术检查。如果违反了比赛规则的禁止事

项，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参赛队伍的成绩。  

十、 其他 

在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他

们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十一、 选拔赛报名咨询 

目前，第五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认可武汉飞

航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创新创造，梦想飞航比赛”作为本届大赛智能

机器人竞赛-无人机主题赛的选拔赛之一。 

咨询电话：02759760058 转 823（胡）   02759760058 转 808（吴） 

联 系 人：胡老师、吴老师 

电子邮件：baoming@feihangkeji.com 

 

 

 

  中国电子学会                

第五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 

2017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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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记分表 

注：比赛配有相应的电子计分系统，不需要计分表完成。 

 

第五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智能机器人竞赛 - 无人机主题赛 

选拔赛积分表 
 

参赛队：                                      组别：                        

事项 分值 数量 得分 

    

    

    

    

 

关于取消比赛资格的记录： 

裁判员：                                       记分员：                  

参赛队员：                                                                 

裁判长：                                       数据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