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旋翼赛编程挑战赛竞赛项目

项目一：无人机基础编程挑战赛竞赛规则

一、比赛组别

参赛队伍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与职高)，比赛规则按照难易

度分为初阶和高阶两个等级，其中小学组、初中组使用初阶规则，高中组使用高

阶规则。每个组别内的每个学校参赛队伍上限为 5 支，每支参赛队伍最多由一

名参赛队员和一名指导老师组成。特殊情况下组委会可酌情增加参赛队伍数量。

每支参赛队员仅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多次参赛。

二、器材要求

小学组、初中组

飞机机型：四轴飞行器

飞机轴距：120mm～150mm

飞行时间：≥8分钟

起飞重量：≤200g（含保护罩与电池）

保护设计：至少具有半包围结构保护罩，以保证飞行安全

电池类型：锂电池

编程语言：图形化编程语言

飞行器灯光：有，可编程

定位方案：图像识别定位

高中组（含中专与职高）

飞机机型：四轴飞行器

飞机轴距：200mm～230mm

飞行时间：≥12 分钟

起飞重量：≤500g（含保护罩与电池）

保护设计：全包围保护罩，以保证飞行安全

电池类型：锂电池

编程语言：图形化编程语言

编程软件：有，且支持 3D 预览



飞行器灯光：有，可编程

定位方案：图像识别定位

三、竞赛方式

1.本项目通过编程控制飞行器在规定的赛场内进行自主飞行，完成不同难度的科

目，根据科目总得分与完赛时间评定竞赛排名。优先以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得

分相同者，再根据完赛时间进行评定，时间短者为优胜。完赛时间也相同的情

况下，使用飞行器少者为优胜。

2.本竞赛为个人类编程赛，竞赛需使用 1-2 架编程飞行器，所用飞行器、电池、

笔记本电脑、路由器、草稿纸笔及测量工具由参赛选手自带。大赛组委会原则

上不提供备用机。

3.竞赛场地不大于长 6米、宽 6米、高 3米。

4.竞赛科目总数量为 9种，小学组完成其中 6种科目，初中、高中组（含中专与

职高）完成 7种科目。竞赛科目允许使用 1架飞行器或者 2架飞行器共同完成。

除起飞、降落外，其他科目完成顺序不做要求。

5.参赛选手将在编程环节开始后，统一获取本场竞赛的科目题卡。同组别选手题

卡内容相同。

6.科目说明

⚫科目类型



⚫科目参数介绍：

科目①：竖杆高度 1.5 米；

科目②：竖杆高度 1.5 米，横杆长度 0.8 米，横杆离地高度 1.5 米；

科目③：本科目为本届竞赛编程挑战赛的实测科目。竖杆高度 1.5 米，圈直径

0.7 米，圈中心离地高度为 0.9~1.5 米，由现场题卡给出，需选手实际测量后

确认，合理规划编程。同一组别中，该科目圈中心离地高度相同；

科目④：竖杆高度 1.5 米，圈直径 0.7 米，圈中心离地高度 1.2 米；

科目⑤：竖杆高度 1.5 米，两个竖杆间距 1米；

科目⑥：竖杆高度 1.5 米，横杆高度 0.8 米，横杆离地高度 1.5 米，两组道具

间距 1.2 米；

科目⑦：竖杆高度 1.5 米，圈直径 0.7 米，三个圈的中心离地高度分别为 1

米、1.25 米、1.5 米；

科目⑧：竖杆高度 1.5 米，圈直径 0.7 米，高圈中心离地高度 1.5 米，低圈中

心离地高度 1.1 米。

⚫小学组

科目①绕竖杆：顺时针或逆时针绕竖杆一圈。

科目②绕横杆：上下绕一圈。

科目③穿竖圈：从一侧穿过竖圈到其另一侧。

科目④穿横圈：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穿过横圈。

科目⑤绕横 8字：绕 2根竖杆，左右绕 8字。8字的进入与改出位置相同，将

由裁判通过 3D 预览判定。

科目⑥定点降落：竞赛现场将以框线确定起降区域，竞赛飞行器需从该区域内



起飞，并于最后降落到该区域范围内。

⚫初中、高中组（含中专与职高）

科目①绕竖杆：顺时针或逆时针绕竖杆一圈。

科目②绕横杆：上下绕一圈。

科目③穿竖圈：从一侧穿过竖圈到其另一侧。

科目④穿横圈：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穿过横圈。

科目⑤绕横 8字：绕 2根竖杆，左右绕 8字。8字的进入与改出位置相同，将

由裁判通过 3D 预览判定。

科目⑥绕竖 8字：绕 2根相同高度横杆，上下绕 8字。8字的进入与改出位置

相同，将由裁判通过 3D 预览判定。

科目⑦变色穿圈：从低到高，变换 3种不同灯光颜色穿过科目。

科目⑧穿高低圈：顺序与方向不做规定。

科目⑨定点降落：竞赛现场将以框线确定起降区域，竞赛飞机需从该区域内起

飞，并于最后降落到该区域范围内。

以上科目①～⑥中选取 4种，科目⑦、⑧、⑨为指定考试科目。

四、竞赛得分

可选择 1架或 2架飞行器完成竞赛科目，计算飞行器在完成各个科目过程中的得

分与扣分。

1.小学组科目得分

每个科目分值均为 20 分，满分为 120 分。

2.初中、高中组（含中专与职高）科目得分

科目①～⑥，⑨分值均为 20 分；科目⑦、⑧分值均为 40 分，满分为 180 分。

3.竞赛扣分

⚫飞行器触碰网笼扣 10 分/次；

⚫飞行器将场内科目道具撞倒扣 20 分；

⚫如果选择 2架飞行器完成科目任务，竞赛时 2架飞行器发生碰撞扣 10 分/次。

五、竞赛时间

1.本项竞赛分为“编程”和“飞行”两个环节。

编程环节：在封闭的编程考场中获取题卡，现场编程。小学组编程时间为 60



分钟；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与职高）编程时间为 90 分钟。编程完成后，

由现场裁判统一要求封存。

飞行环节：限时 15 分钟，包含配置网络及飞行器飞行等所有操作。

2.竞赛计时：

⚫开始计时：从第一架飞行器解锁，开始计时。

⚫结束计时：

（1）所有飞行器完成竞赛科目后，正常降落停桨。

（2）竞赛过程中，飞行器发生故障，导致无法继续完成后续科目且 3 分钟以内

不能复飞的。

（3）竞赛时间超过 3分钟。

六、注意事项

1.如在编程考试开考后 30 分钟仍未到场的，将视为弃权。学生延迟到场的缺考

时间不做时间顺延。

2.不得携带任何形式的编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讯工具、移动存储设备、纸质

文档、参考书等），一经发现将直接取消竞赛资格，并立刻劝离考场。

3.竞赛正式开始后同一组别未实到的参赛选手将不得进入赛场参与竞赛。

4.大赛提供进入竞赛场地的鞋套。

项目二：无人机编程应用挑战竞赛规则

一、比赛组别

参赛队伍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比赛规则按照难易度分为初阶和高

阶两个等级，其中小学组、初中组使用初阶规则，高中组使用高阶规则。每个组

别内的每个学校参赛队伍上限为 5 支，每支参赛队伍最多由一名参赛队员和一

名指导老师组成。特殊情况下组委会可酌情增加参赛队伍数量。每支参赛队员仅

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多次参赛。

二、器材要求

飞机机型：四轴可编程无人机



飞机轴距：小于等于 120mm

飞行时间：不小于 7分钟

起飞重量：小于 105g（含保护罩与电池以及测距点阵屏模块）

保护设计：至少具有半包围结构保护罩，以保证飞行安全

电池类型：锂电池

编程语言：国产图形化编程语言

飞行器灯光：一个可编程控制的 RGB 指示灯

显示模块：分辨率大于等于 8*8 的双色显示屏

定位方案：视觉定位

传感器：有红外定高，气压计定高，下视摄像头，前视障碍感知

三、竞赛方式

1.本项目通过无人机应用编程控制飞行器在规定的赛场内进行自主飞行，完成不

同难度的任务，根据任务总得分与完赛时间评定竞赛排名。优先以得分由高到

低排序，得分相同者，再根据完赛时间进行评定，时间短者为优胜。

2.本竞赛为个人类编程赛，竞赛需使用 1 架编程无人机，每个参赛队伍可以最

多配备一台备用无人机。所用无人机（含电池）、电脑由参赛选手自带。其他

比赛道具均由组委会提供。大赛组委会原则上不提供备用机。

3.竞赛场地不大于长 6米、宽 6米、高 3米。

4.无人机应用编程挑战赛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每个组别有 3-4 个必

选任务和 2个抽选任务，学生须独立编程程序，让飞行器按程序完全自主运行。

5.参赛选手将在编程环节开始后，统一获取本场竞赛的任务题卡。同组别选手题

卡内容相同。

6.任务说明：

⚫任务一“鲤鱼打挺”：编程飞行器沿直线飞行，经过一个高台，飞在高台上方，

检测与高台的高度差，控制高度差在 60-70 厘米，飞行器稳定后通过自身搭载的

显示模块显示图案“↑” 向上箭头，持续至少 1秒钟后，做出向前翻滚动作。

完成该任务得 20 分。



⚫任务二“交通指挥”：编程飞行器飞到特定区域进行交通指挥，控制飞行高度

离地面 150 厘米（正负 5厘米），使用自身搭载的 LED 指示灯，实现红绿灯功能，

红灯亮 5秒，黄灯亮 3秒，绿灯亮 5秒，并通过显示模块显示相应的秒数，进行

倒数计时。完成该任务得 20 分。

⚫任务三“手势识别”：编程飞行器，开启电脑摄像头，参赛选手在电脑屏幕前

通过手势控制飞行器左右移动和前进，连续穿过两个竖圈，抵到下个任务点起点，

并通过显示模块显示笑脸“☺”。完成该任务得 20 分。



注：竖圈离地面高度为 150 厘米

⚫任务四“实地测量”：编程飞行器，让无人机自主飞行，测量前方平台的高度，

并通过显示模块显示测量出来的平台高度。若测量出的平台高度与实际平台高度

相差 5厘米则可得分。完成该任务得 20 分。

⚫任务五“智能避障”：编程飞行器顺利通过三个障碍物，遇到第一个障碍物，

无人机自动选择从障碍物的左侧绕过；遇到第二个障碍物，无人机选择从上方绕

过障碍物；遇到第三个障碍物，无人机自动选择从障碍物的右侧绕过。完成该任

务得 30 分。



⚫任务六“智能计算”：编程飞行器，控制飞行器按照规定路线飞到相应的挑战

卡上，根据挑战卡编号进行计算。若挑战卡编号为奇数，则进行减法运算，减去

该挑战卡编号；若挑战卡编号为偶数，则进行加法运算，加上该挑战卡编号。并

在本任务最后一张挑战卡上通过显示模块将最后的计算过程和结果在点阵屏上

以滚动的方式显示。完成该任务得 30 分。

⚫任务七“航线规划”：编程飞行器，让无人机按规则的航线飞行。比赛现场出

题。完成该任务得 30 分。

注：现场出题。

⚫任务八“爱心传递”：编程飞行器，控制无人机探索穿越障碍物，并在能识别

飞行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卡编号，若挑战卡编号为偶数，则让无人机停止 2秒以上

并通过显示模块显示爱心图案。完成该任务得 30 分。

⚫任务九“地形测绘”：编程飞行器，现场搭建一个高低起伏的地形，无人机飞

行到一定的海拔高度，然后对地形进行测绘，记录地形上方的 TOF 高度数据，并

将数据存储在电脑上并通过画笔指令在编程软件上绘制地形的高度折线图。完成

该任务得 30 分。

⚫任务十“定点降落”：竞赛现场将以框线确定起降区域，竞赛飞机需最后降落

到该区域范围内。完成该任务得 10 分。



7.任务安排及任务得分：

⚫小学组任务安排及得分：

1）必选任务。

任务五（智能避障），任务六（智能计算）和任务十（定点降落）为必选任务

注：任务五和任务六在活动场地地图位置是固定的。

2）抽选任务。

由裁判从任务一（鲤鱼打挺）、任务二（交通指挥）、任务三（手势识别）、任

务四（实地测量）中随机抽选 2个任务（同一组别抽选任务内容相同）

3）任务流程。

每支队伍有两次机会，每次不超过 5分钟，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用

队伍排名。成绩判定优先级如下：（1）任务得分；（2）完成任务用时。

4）场地示意图。



⚫初中组任务安排及得分：

1）必选任务。

任务五（智能避障），任务六（智能计算），任务七（航线规划）和任务十（定

点降落）为必选任务

注：任务五，任务六和任务七在活动场地地图位置是固定的。

2）抽选任务。

由裁判从任务一（鲤鱼打挺）、任务二（交通指挥）、任务三（手势识别）、任

务四（实地测量）中随机抽选 2个任务（同一组别抽选任务内容相同）

3）任务流程。

每支队伍有两次机会，每次不超过 5分钟，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用

队伍排名。成绩判定优先级如下：（1）任务得分；（2）完成任务用时。

4）场地示意图



⚫高中组任务安排及得分：

1）必选任务。

任务七（航线规划），任务八（爱心传递），任务九（地形测绘）和任务十（定

点降落）为必选任务

注：任务七，任务八和任务九在活动场地地图位置是固定的。

2）抽选任务。

由裁判从任务一（鲤鱼打挺）、任务二（交通指挥）、任务三（手势识别）、任

务四（实地测量）、任务六（智能计算）中随机抽选 2个任务（同一组别抽选

任务内容相同）

3）任务流程。

每支队伍有两次机会，每次不超过 5分钟，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用



队伍排名。成绩判定优先级如下：（1）任务得分；（2）完成任务用时。

4）场地示意图。

⚫竞赛扣分：

1）飞行器触碰网笼扣 5分/次

2）飞行器将场内道具撞到扣 5分/次

四、竞赛时间

1.本项竞赛分为“编程”和“飞行”两个环节。

编程环节：在封闭的编程考场中获取题卡，现场编程。小学组编程时间为 60

分钟；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与职高）编程时间为 90 分钟。编程完成后，

由现场裁判统一要求封存。

飞行环节：限时 10 分钟，包含配置网络及飞行器飞行等所有操作。

2.竞赛计时：

⚫开始计时：从飞行器起桨，开始计时。



⚫结束计时：

（1）所有飞行器完成竞赛任务后，正常降落停桨。

（2）竞赛过程中，飞行器发生故障，导致无法继续完成后续任务且 3 分钟以内

不能复飞的。

（3）竞赛时间超过 5分钟。

五、注意事项

1.如在编程考试开考后 30 分钟仍未到场的，将视为弃权。学生延迟到场的缺考

时间不做时间顺延。

2.不得携带任何形式的编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讯工具、移动存储设备、纸质

文档、参考书等），一经发现将直接取消竞赛资格，并立刻劝离考场。

3.竞赛正式开始后同一组别未实到的参赛选手将不得进入赛场参与竞赛。

4.大赛提供进入竞赛场地的鞋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