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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简介

本赛项是在大力发展创客教育与 STEAM 教育的基础上为提高青少

年创新创造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而设立的。通过竞

赛方式，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中普及无人机基础理论、工程设计相关知识，

培养青少年的创意思维、动手能力和程序思维，锻炼青少年的创造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和交流合作的能力。本赛项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含中职），比赛为单人赛。

二、 比赛主题

比赛主题为“激情速度，超越自我”。

三、 比赛内容

（一）通用内容

比赛过程将全面检验参赛选手无人机操控能力、心理素质、编程能

力和随机应变能力，以此来提高青少年对无人机的兴趣，挖掘青少年的

创新潜力。具体规则内容见第五部分“比赛规则”。

（二）分组内容

1.选手报名组别按参赛选手（在 2021 年 9月以后的）在读学段分为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

2.本赛项以个人形式报名。

赛项任务 适用组别

无人机障碍竞技赛
小学组、初中组

高中组（含中职）

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
小学组、初中组

高中组（含中职）

无人机 C 语言编程挑战赛
小学组、初中组

高中组（含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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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赛的比赛场地（道具）

（一）无人机障碍竞技赛场地（道具）

比赛在室内场地进行，场地设有起飞区（降落区）、任务区、活动区。

起飞区（降落区）：起飞区放置一块停机坪，需在该区域操控无人机

起飞；所有障碍穿越完毕后需操控无人机沿指定路线在降落区域降落；

任务区:任务区设置赛道障碍，完成指定科目；

活动区：参赛选手只能在活动区（图中红色区域）内活动，不得超

过红色区域。

赛道场地

赛道平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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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场地（道具）

比赛在室内场地进行，以下是比赛场地示意图：

地图尺寸区域为 4.5m×4.5m，场地比赛区域为 4m×4m 大小，设有 A、

B、C三个区域。

A 区：A 区为 4m×1m 方形区域。其中 M、N为无人机起飞点，是边长

为 20cm 的正方形；A1、A2 为两个标记点，用于放置电子靶，靶面尺寸

为 20cm×10cm，靶中心离地高度以现场公布为准；A3、A4 位置固定，可

以更换放置不同的二维码（尺寸均为 20cm×20cm），可用于辅助定位及

捕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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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区:B 区为 4m×1m 方形区域。B1、B2 为两个标记点，用于放置圆

门，圆门内部直径不小于 70cm，中心离地高度以现场公布为准。

C 区：C 区为 4m×2m 方形区域。其中 C1、C2、C3 为固定不变二维码

（尺寸均为 20cm×20cm），用于辅助定位；C4处有一个 30cm×30cm 方形

区域，该区域内放置一个 30cm×30cm×30cm 的立方体目标物，6 个面颜

色互不相同，且目标物 4个侧面分别标有数字 1、2、3、4。

（三）无人机 C 语言编程挑战赛场地（道具）

比赛在室内场地进行，以下是比赛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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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区域为 5m×4.5m 区域。

起降区：起降区为图中起落垫 H，直径为 100cm，无人机须从起降区

中心处起飞。

侦查区：侦查区为图中 3m×2m 以外的地图区域。其中①②③④⑤⑥

⑦⑧为固定不变二维码（尺寸均为 20cm×20cm），用于辅助定位。①②

③④位于一条直线上，⑤⑥⑦⑧位于一条直线上,且两边位置对称。

电子靶：电子靶放置位置为图中 A、B、C、D 四个大小为 50cm×50cm

的方形区域，A、B 靶正面朝向场地正面右侧，C、D 靶正面朝向场地正面

左侧。

穿越门：穿越门为 EF，宽度为 1m，高度为 2m。

拍摄区：拍摄区为图中 3m×2m 区域，中心 O 处有一个 30cm×30cm

方形区域，该区域内放置一个 30cm×30cm×30cm 的立方体目标物，6个

面颜色互不相同，且目标物 4 个侧面分别标有数字 1、2、3、4，顶部放

置随机二维码（尺寸均为 20cm×20cm）可用于辅助定位及捕获任务。

五、比赛规则和得分

（一）无人机障碍竞技赛

1.比赛规则

比赛正式开始前，参赛选手可以进行 30 秒的飞行测试，确保比赛用

机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确认无误后示意裁判，裁判发出“开始”口令，

比赛计时开始，选手启动飞机，进入比赛环节。

每位队员有两次比赛机会，每次机会的比赛时间为 2 分钟，超过两分

钟时终止比赛，按完成任务情况记录成绩。在两次比赛成绩中选择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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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成绩作为最终成绩。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须与裁判核对成绩并签

字。

2.比赛评分

（1）科目 1

科目 1：起飞后，依次穿越科目 1 的 1A 和 1B 两个圆圈飞向科目 2。

科目 1 中，1A 和 1B 呈垂直关系，1A的内部直径为 60cm，1B 的内部

直径为 70cm，两穿越圆门的中心离地距离均为 1.5m。

科目1分值如下：1A分值为10分，1B分值为20分。

（2）科目 2

科目 2：在飞行高度低于标杆高度的前提下，穿越科目 2，飞向科目

3。

科目 2 为两个狭窄通道，选择自行选择穿越，穿越方法不同，对应的

分值也不同，穿越方向及先后顺序无要求。

科目 2 中，狭窄通道具体如下：通道 2A的间距为 50cm,通道 2B 的间

距为 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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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路径及得分如下：

①仅穿越 2A得分为 20 分；

②仅穿越 2B得分为 10 分；

③穿越 2A后再穿越 2B 或者穿越 2B 后再穿越 2A 得分为 40 分（奖励

10 分）。

（3）科目 3

科目 3：无人机从横杆下部穿越，沿顺时针方向(比赛选手站位视

角)环绕横杆一周，经横杆下部飞向科目 4。

科目 3 中，横杆长度为 80cm，横杆的高点处离地高度为 1m，横杆的

低点处离地高度为 0.5m。

科目 3 分值为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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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目 4

科目 4：首先从下向上穿越低位水平穿越门 4A，然后再从上向下穿

越高位水平穿越门 4B，之后飞向科目 5。

科目 4 中，4A 内部直径为 60cm，离地距离均为 1.5m；4B 内部直径为

70cm，离地距离均为 2m。

科目 4 分值如下：4A分值为 10 分，4B 分值为 20 分。

（5）科目 5

科目 5：按照 5A-5B-5C 的先后顺序，连续穿越蛇形连环圈，共三个，

之后飞向科目 6。

科目 5 中，5A 内部直径为 70cm，中心离地距离为 1.5m；5B 内部直径

为 70cm，中心离地距离为 0.5m；5C 内部直径为 70cm，中心离地距离均

1.5m。

科目 5 分值如下：5A、5B、5C 分值均为 10 分。

（6）科目 6

科目 6：降落至起降平台 6。

飞机降落后，选手操作控制飞机锁桨，待桨叶停止转动，计时结束。

科目 6 中，圆环直径从里到外依次为 20cm、50cm、65cm、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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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成绩的计算以无人机停桨的位置进行考核评定。具体评分如下，

评判时，以无人机的四个脚架为参考基准，如果无人机的四个脚架都在

某一区域视为在该得分区域，如果任一脚架进入下一区域则视为下一得

分区域，压线时取高分。

①完美着陆50分 ②优秀着陆40分

③良好着陆 30分 ④及格着陆 20分

⑤无效着陆 0 分，此时，只要无人机任一脚架落在起降平台以外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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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落失败，得分为 0。

该赛项满分为 200 分。

3.补充说明

（1）每位选手的飞行赛用时上限为 120 秒，超出该时间，视为比赛

结束，只记录已完成科目的分数，且个人完成时间按 120 秒计。

（2）选手按照规定科目、规定顺序完成全部比赛的，记录个人实际

完成时间（不足上限 120 秒），并计算分数。

（3）如出现以下情况（比赛用时不足上限 120 秒），对应的处理和计

算方式如下：

①无人机未按照规定科目，规定顺序完成全部动作，中途坠机且无法

复飞的，只记录已完成科目的分数，同时，个人完成时间按照 120 秒计；

②无人机按照规定科目要求完成比赛但未按照规定顺序完成比赛，个

人完成时间按实际时间计，对于未按规定顺序完成的科目，相应的科目

以 0分计；

③无人机按照规定顺序完成比赛但未按照规定科目要求完成比赛，个

人完成时间按实际时间计，对于未按规定科目要求完成的科目，相应的

科目以 0 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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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比赛的标准定义：从起降平台起飞，按照规定动作，规定顺序

通过所有障碍项目，并在上限时间内以降落为目的完成降落。

举例 1： A 选手按照规定顺序进行比赛，在完成科目 3 时，未按照规

定科目要求顺时针方向（选手角度）完成科目，待比赛结束进行成绩统

计时，该科目分值按 0 分计；

举例 2：B 选手按照规定科目完成比赛，但没有按照规定顺序

（1A-1B-2-3-4A-4B-5A-5B-5C-6）完成比赛，如 B 选手按照

1A-1B-2-3-4B-4A-5A-5B-5C-6 的顺序完成比赛，没有按照规定顺序完成

4A和 4B 科目，则待比赛结束进行成绩统计时，科目 4A分值按 0 分计；

如 B选手按照 1-2-3-5A 的飞行过程中，发现遗漏科目 4A和 4B，而按照

1-2-3-5A-4A-4B-5A-5B-5C-6 的顺序完成比赛，则待比赛结束进行成绩

统计时，以按照规定顺序完成比赛计算各科目分值，科目 5A仅计算一次

分值，不重复计算分值，且科目 4A和 4B 不得分；

④如果飞行过程中有违规操作，则根据规则扣分，当扣分分值大于完

成科目分值时，最终的计算分值按照负分计算。机意外坠落且无法复飞

的比赛情况发生，不计算科目 6的降落得分）；

⑤无人机起飞后直接降落至起降平台得分为 0。

4.违规

（1）无人机在飞行比赛期间碰到四周内侧防护网，扣 10分/次；

（2）飞行比赛期间，选手操作无人机触碰到选手本人或裁判，扣 20

分/次；

（3）飞行比赛期间，无人机坠落或接触地面，扣20分/次。在无人为

接触无人机的前提下，无人机可以经遥控控制，成功复飞的，继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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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成功复飞将视为比赛结束，比赛用时记为2分钟；

（4）比赛中未佩戴眼睛护具（护目镜或眼镜），扣 20分。佩戴护目

镜以选手进入飞行区防护网内开始记；

（5）比赛选手仅能在规定的“活动区域”内移动，完成飞行比赛，

如果出现参赛选手的鞋子踩压“活动区域”标志线且鞋子的任何一个实

际接触地面的部位有肉眼可明显识别的超出“活动区域”标志线外侧的

行为发生，扣 5 分/次。

（二）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

1.比赛规则

该赛项分为抽签和比赛环节。调试开始前，参赛选手抽签决定起飞点

及目标物数字，抽签结束后保留抽签结果并由工作人员记录。

小学组抽签抽 1 个数（1~4 中的 1个数）。抽签为奇数的起飞点为 M，

击倒电子靶 A1，捕获二维码 A3，穿越圆门 B1；抽签偶数的起飞点为 N，

击倒电子靶 A2，捕获二维码 A4，穿越圆门 B2。并且抽中的数对应目标

物拍摄任务中的数字。

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抽签抽 3 个数（1~4 中的 3 个数）。抽签

中奇数居多的起飞点为 M，击倒电子靶 A1、A2（顺序无要求），捕获二维

码 A3、A4（顺序无要求），穿越圆门 B1；抽签偶数居多的起飞点为 N，

击倒电子靶 A1、A2（顺序无要求），捕获二维码 A3、A4（顺序无要求），

穿越圆门 B2。并且抽中的数对应目标物拍摄任务中的数字。

每位参赛选手有 10分钟时间用于比赛。参赛选手进入比赛场地前须

清除编程软件中所有程序和拍摄的所有照片并交给裁判检查，同时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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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组别在 A3、A4 对应位置放置随机二维码。参赛选手进入场地开始比

赛，10分钟计时开始。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目标物方位且保证

目标物与地图上的 C4方形区域重合，整个比赛过程中只有一次调整机会。

参赛选手自行决定是否使用场地中已有的二维码辅助定位，不允许参赛

选手增加放置其他二维码。

比赛时，任务顺序无要求，超过 10分钟比赛自动终止。比赛结束后，

参赛选手须与裁判核对成绩并签字。该赛项排名以最终得分为第一评判

标准，分数高者排名靠前；最终得分相同时以比赛用时为第二评判标准，

用时少者排名靠前。

2.比赛评分

（1）打靶

在 A区域内，通过红外虚拟射击的方式进行打靶。小学组仅在对应位

置放置 1 个电子靶（A1或 A2），初中组、高中组在 A1、A2 位置均放置电

子靶。

小学组：击倒电子靶，得 20分；

初中组、高中组：每击倒一个电子靶得 10分。

（2）捕获二维码

飞行过程中，无人机识别读取对应的二维码 ID，并对其进行拍摄，

被拍摄二维码完整视为捕获成功。读取二维码 ID结果由选手告知裁判。

小学组：正确读取二维码 ID，得 20 分；成功捕获二维码，得 20分；

初中组、高中组：每正确读取 1个二维码 ID，得 10 分；每成功捕获

1个二维码，得 10分。

（3）穿越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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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均在对应位置放置 1个圆门（B1或 B2）。

小学组：完成圆门穿越，得 20分；

初中组、高中组：完成圆门穿越，得 10分。

（4）拍摄

在 C区域内，对抽签面进行拍摄，拍摄面与抽签结果相同且能辨认出

被拍摄的数字，视为拍摄成功。

小学组：完成拍摄，得 20分；

初中组、高中组：每完成一个数字拍摄，得 10分。

（5）降落

参赛选手提前告知裁判准备结束比赛，无人机安全降落，桨叶停止转

动，裁判按下计时器停止计时，比赛结束。超过10分钟比赛自动终止。

该赛项，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满分均为100分。

3.补充说明

（1）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果在总时间 10分钟内未安全降落，视

10分钟截止时已完成任务总得分为最终得分，比赛结束，用时记为 10

分钟；

（2）比赛时，任务顺序无要求，选手自行决定完成任务的顺序，可

一次性完成所有任务，也可以逐一完成单项任务累计完成所有任务。比

赛过程中，无人机如有降落情况，必须从对应的起飞点重新起飞出发，

继续完成剩余任务。以小学组抽签为奇数举例：起飞后完成打靶任务，

降落后将无人机放回到起飞点 M，重新起飞完成目标物拍摄任务，降落

后将无人机放回到起飞点 M，再次起飞完成捕获二维码任务，降落后将

无人机放回到起飞点 M，再次起飞完成穿越圆门任务，最终降落，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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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桨叶停止转动，裁判按下计时器停止计时，完成比赛；

（3）10 分钟计时开始后不暂停。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因碰撞等原因造

成不能正常使用，可更换器材（建议自带备用机），计时不暂停；

（4）比赛过程中如发现无人机即将触碰场地内任何道具，为了防止

扣分，可暂停程序使无人机降落，并将无人机放回对应起飞点重新出发；

（5）比赛过程中如发现无人机即将飞出地图区域，为了防止扣分，

可暂停程序使无人机降落，并将无人机放回对应起飞点重新出发；

（6）比赛必须程控飞行，不得使用遥控对飞机进行控制，无人机降

落前不得接触无人机；

（7）比赛过程中建议佩戴眼睛护具（护目镜或眼镜）。

4.违规

（1）飞行过程中，无人机触碰场地内任何道具，每次扣 2 分；

（2）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出地图尺寸区域（4.5m×4.5m），每次扣

5分，并终止无人机飞行，无人机须从起飞点重新出发；

（3）飞行过程中，飞行高度明显超出 2 米限高，每次扣 5 分；

（4）飞行过程中，出现危及他人安全的情况，扣 10分并终止本次比

赛，之前完成的任务及得分有效，比赛时间记为 10分钟；

（5）飞行过程中人为触碰飞行器，扣 10分并终止本次比赛，之前完

成的任务及得分有效，比赛时间记为 10分钟。

（三）无人机 C 语言编程挑战赛

1.比赛规则

该赛项分为抽签、调试和正式比赛环节。调试开始前，参赛选手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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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目标物数字，抽签抽 3个数（1~4 中的 3 个数），抽中的数对应目标

物拍摄任务中的数字，抽签结束后保留抽签结果并由工作人员记录。

调试时，5 人为一个小组，同时进入比赛区域，由裁判检查编程设备

并清除相关程序。未开始调试的选手在等候区等候。

正式比赛开始前每个小组有 45分钟调试试飞时间；如果小组不足 5

人，适当缩短调试时间。调试结束后，参赛选手须删除拍摄的所有照片，

保留调试的程序，并交给裁判检查照片是否全部清除。调试和比赛过程

中，参赛选手自行决定是否使用场地中已有的二维码辅助定位，除了场

地中已经有的二维码，允许选手额外放置 3 个或 3 个以下的二维码辅助

定位。

小组 5 个人按参赛号正式开始比赛，每位参赛选手有 5 分钟正式比赛

时间。正式比赛开始前，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目标物方位且保

证目标物与拍摄区中心 O处的方形区域重合，正式比赛中不允许再次调

整。参赛选手在起降区中心处放置好无人机，举手示意裁判开始正式比

赛，裁判开始计分。无人机从起降区 H起飞，依次完成侦查、打靶、拍

摄、降落任务；捕获二维码任务，在打靶任务后降落任务前，自行决定

何时完成。超过 5分钟比赛自动终止。

该赛项排名以最终得分为第一评判标准，分数高者排名靠前；最终得

分相同时以比赛用时为第二评判标准，用时少者排名靠前。

2.比赛评分

（1）起飞

首次起飞时，离地高度超过 50cm，不超过 2m，视为起飞成功，得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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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侦查

沿侦查区飞行一周（侦查目标环境），完成任务得分 10分。

（3）打靶

从电子靶正面完成射击打倒电子靶（电子靶位位置为图示 ABCD），每

击倒一个电子靶得分 10分，该项任务总得分为 40分。打靶任务可以在

一次飞行过程中完成四个打靶任务，也可分多次飞行过程完成四个打靶

任务。

（4）拍摄

采用穿越方式从穿越门进入拍摄区，拍摄时，对抽签面进行拍摄，拍

摄面与抽签结果相同且能辨认出被拍摄的数字，视为拍摄成功。未采用

穿越方式进入视为拍摄失败。每完成一个数字拍摄，得 5 分。

（5）捕获二维码

在打靶任务后降落任务前，无人机识别读取对应的二维码 ID，并对

其进行拍摄，被拍摄二维码完整视为捕获成功。读取二维码 ID结果由选

手告知裁判。正确读取二维码 ID，得 10 分；成功捕获二维码，得 5 分。

（6）降落

最后一项任务完成后不可降落，参赛选手自行决定返回路径返回起降

区 H并安全降落。无人机桨叶停止旋转时裁判按下计时器停止计时，比

赛结束。无人机四个脚架全在起降区内（包含三个脚架在起降区内一个

脚架压边界线）视为降落成功，得分 15分。

该赛项总分为 100 分。

3.补充说明

（1）比赛过程当中参赛选手如果在比赛总时间 5分钟内未安全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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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起降区内，视参赛选手已完成任务总得分为比赛成绩，比赛结束，用

时记为 5 分钟；

（2）无人机从起降区起飞后，必须依次完成侦查、打靶、拍摄、降

落任务，参赛选手可跳过某项任务进行下一项任务，被跳过任务不得分

且后续完成该项任务无效。捕获二维码任务，在比赛结束前（无人机未

降落到起降区前）完成即可。举例：无人机起飞后直接完成打靶任务，

然后完成侦查任务，侦查任务无效；

（3）参赛选手可一次性依次完成所有任务，也可以依次逐一完成单

项任务累计完成所有任务。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如有降落情况，必须从

起降区中心处重新起飞出发，继续完成剩余任务。举例：无人机起飞后

完成侦查任务，降落后将无人机放回到起降区中心处，重新起飞完成打

靶任务，降落后将无人机放回到起降区中心处，再次起飞完成拍摄任务，

降落后将无人机放回到起降区中心处，重新起飞完成二维码捕获，并最

终降落至起降区，完成比赛；

（4）环绕飞行（侦查目标环境）的过程中可以同时完成射击电子靶

任务；

（5）不得起飞后在没有完成任何一项任务的情况下直接降落在起降

区 H，此种情况下降落不得分；

（6）比赛过程中如发现无人机即将触碰场地内任何道具，为了防止

扣分，可暂停程序使无人机降落，并将无人机放回起降区中心处重新出

发；

（7）比赛过程中如发现无人机即将飞出比赛区域，为了防止扣分，

可暂停程序使无人机降落，并将无人机放回起飞区中心处重新出发；



20

（8）在比赛计时开始后无暂停；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因碰撞等原因造

成不能正常飞行，可更换器材（建议自带备用机），5分钟计时不暂停；

（9）比赛必须程控飞行，不得使用遥控对飞机进行控制。无人机飞

行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接触无人机；

（10）比赛过程中建议佩戴眼睛护具（护目镜或眼镜）。

4.违规

（1）飞行过程中，无人机触碰场地内任何道具，每次扣 2 分；

（2）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出比赛区域（5m×4.5m），每次扣 5 分，

并终止无人机飞行，无人机须从起降区重新出发；

（3）飞行过程中，飞行高度明显超出 2 米限高，每次扣 5分；

（4）比赛过程中危及自己及他人安全的情况，扣 10分并终止本次比

赛，之前完成的任务及得分有效，比赛时间记为 5 分钟；

（5）飞行过程中人为触碰飞行器，扣 10分并终止本次比赛，之前完

成的任务及得分有效，比赛时间记为 5分钟；

六、参赛技术要求

为保证各位参赛选手的大赛公平性，禁止使用自己携带已改装电机

或加装电池的无人机，因此无人机主题赛比赛时，无人机障碍竞技赛统

一使用大赛免费提供的器材，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和无人机 C 语言

编程挑战赛由选手自己携带符合比赛要求的器材。

（一）无人机障碍竞技赛

无人机障碍竞技赛统一使用大赛免费提供的器材，器材部分参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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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飞机尺寸：36cm*36cm*13cm，电池容量：3.7V 550mAh，6 轴陀螺仪、

基础 4 通道（美国手）、定高功能等功能。

（二）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

参赛选手携带的无人机器材须满足以下参数要求：

重量：整体重量不超过 100g（含电池、防护罩）

电机：空心杯，带保护

电池：锂电池额定容量不超过 900mAh，标称电压不超过 3.7V

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分辨率不低于 1080P

轴距：大于 125mm，小于 150mm

定位：光流定位

功能：支持红外打靶，支持 SD卡存储

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实行现场编程，参赛选手需要自行携带编

程使用的 win7 以上版本电脑、android6.0 以上版本手机或平板、IOS 手

机或者平板。

（三）无人机 C 语言编程挑战赛

参赛选手携带的无人机器材须满足以下参数要求：

重量：整体重量不超过 320g（含电池、护翼）

电机：无刷电机，带保护

电池：锂电池额定容量不超过 1100mAh，标称电压不超过 7.4V

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分辨率不低于 1080P

尺寸：尺寸不超过 450mm×450mm×80mm（带护翼）

轴距：大于 220mm，小于 2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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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光流定位

功能：支持红外打靶，支持 SD卡存储

无人机 C 语言编程挑战赛实行现场编程，参赛选手需要自行携带编程

使用的 win7 以上版本电脑。

自备电脑。电脑操作系统：Mac OS、Win 10 或以上操作系统；浏览

器采用谷歌浏览器（69.0 版本以上）、firefox，IE11 以上，推荐使用

chrome。

七、奖项和晋级

决赛奖项，详见大赛决赛通知。

八、比赛流程

按参赛顺序依次比赛。

九、赛程安排

具体日期详见大赛官网及参赛手册。

十、其他说明

（一）基本比赛要求

1.组委会工作人员（包括裁判及专家组成员），不得在现场比赛期间

参与任何对参赛选手的指导或辅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允的竞赛

信息。

2.参赛选手须提前 5分钟入场，按指定位置就座。比赛过程中不得

随意走动，不得扰乱比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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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赛选手可携带书写工具如钢笔、签字笔、铅笔等，及计时工具

手表等进入场地。不得携带软盘、光盘、U盘、硬盘等外接存储设备或

介质。在竞技期间不得与其他选手交谈，不得干扰其它选手备赛，不得

损坏公用设备。

4.选手在展示和比赛过程中对题目、设备以及编程环境有疑问时，

应举手向大赛工作人员提问。选手遇有计算机或软件故障，或其他妨碍

比赛的情况，应及时举手示意大赛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二）裁判和仲裁

1.决赛的裁判工作根据比赛内容和规则执行。

2.比赛采用的是比赛结果即时发布制。如果参赛选手对裁判结果有

异议，应当于当天比赛结束公布成绩后 2 小时以内提出申诉。申诉采用

在线提交方式，并具体说明在比赛过程中疑似异常情况的时间、相关人

员、异常内容、相关证明资料（照片或视频等材料可在线下提交）和对

比赛结果不满的原因。

仲裁小组在接到申诉意见后，将视需要组织评审专家进行复核评估，

并在 1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反馈给申诉人。

3. 决赛仲裁由决赛组委会仲裁小组完成。

（三）比赛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四）其他

如本赛项说明中存在与大赛组委会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以大赛组委

会最新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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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现场比赛计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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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无人机障碍竞技赛计分表

参赛人： 参赛队号： 组别：□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含中职）

事项 分值 一次得分 二次得分

科目 1
按顺序、科目规定通过 1A 记 10 分;1B

得 20 分；漏科不得分

1A:10

1B：20

科目 2
按顺序、科目规定仅通过 2A 记 20 分;

仅穿过 2B 得 10；2A、2B 都穿过得 40

分；漏科不得分

2A:20

2B：10

2A+2B：40

科目 3
按顺序、科目规定通过记 20 分，

漏科不得分
20

科目

4A\4B

按顺序、科目规定通过科 4A 得 20

分;4B 得 10 分;漏项不得分

4A:10

4B:20

科目

5A\5B\5C

按顺序、科目规定通过每项得 10，漏

科不得分
每项 10

科目 6
按规则评定降落分完美、优秀、良好、

及格、无效

50\40\30

\20\0

扣分项
触网

-10 分/次

碰人

-20 分/次

触地

-20 分/次

护目镜

-20 分

超出活动

区或踩线

-5 分/次

—— ——

第一次 ——

第二次 ——

总分（200）

用时
每次机会 2 分钟，超过 2 分钟终止比赛；

无法继续比赛计时为 2 分钟

最终得分： 最终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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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计分表（小学组）

参赛人： 参赛队号： 组别：□小学组

抽签结果： 起飞点：

事项 分值 成绩

得

分

完成打靶 +20

正确读取二维码 ID
二维码 ID 记录

+20

成功捕获二维码 +20

成功穿越圆门 +20

完成拍摄
拍摄结果记录

+20

扣

分

触碰场地内任何道具 -2/次

无人机飞出地图尺寸区域（4.5m×4.5m） -5/次

飞行高度明显超出 2 米限高 -5/次

出现危及他人安全的情况 -10/次

飞行过程中人为触碰飞行器 -10/次

得

分

比赛全程是 10分钟，超过 10分钟终止比赛，

无法继续比赛计时为 10 分钟（满分 100 分）
——

时间 ——

最终得分： 最终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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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计分表（初高中组）

参赛人： 参赛队号： 组别：□初中组 □高中组（含中职）

4. 无人机 C语言编程挑战赛计分表

抽签结果： 起飞点：

事项 分值 成绩

得

分

完成打靶（最高分 20 分） +10/个

正确读取二维码 ID

（最高分 20 分）

二维码 ID 记录
+10/个

成功捕获二维码（最高分 20 分） +10/个

成功穿越圆门 +10

完成拍摄

（最高分 30 分）

拍摄结果记录
+10/个

扣

分

触碰场地内任何道具 -2/次

无人机飞出地图尺寸区域（4.5m×4.5m） -5/次

飞行高度明显超出 2 米限高 -5/次

出现危及他人安全的情况 -10/次

飞行过程中人为触碰飞行器 -10/次

得

分

比赛全程是 10分钟，超过 10分钟终止比赛，

无法继续比赛计时为 10 分钟（满分 100 分）
——

时间 ——

最终得分： 最终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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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 参赛队号： 组别： □初中组 □高中组（含中职）

抽签结果：

事项 分值 成绩

得

分

首次成功起飞 +5

完成侦查 +10

完成打靶（最高分 40 分） +10/个

完成拍摄

（最高分 30 分）

拍摄结果记录
+5/个

正确读取二维码 ID
二维码 ID 记录

+10

成功捕获二维码 +5

成功降落 +15

扣

分

触碰场地内任何道具 -2/次

无人机飞出比赛区域（5m×4.5m） -5/次

飞行高度明显超出 2 米限高 -5/次

出现危及他人安全的情况 -10/次

飞行过程中人为触碰飞行器 -10/次

得

分

比赛全程是 5分钟，超过 5分钟终止比赛，

无法继续比赛计时为 5 分钟（满分 100 分）
——

时间 ——

最终得分： 最终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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