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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天杯”浙江省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科技体育比赛（无人机、航空

航天模型项目）暨“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

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浙江选拔赛的补充通知

各参赛单位：

为保障赛事顺利举行，落实复赛前后的疫情防控工作，

现将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有关竞赛规则等事项修改

（一）请各参赛队自行安排好时间，若运动员在同一时

间段内有兼项比赛，比赛时经检录处点名不到者，视作该轮

比赛弃权，责任自负（日程安排表见附件 4）。

（二）参考新的国赛规则，无人机竞速赛和无人机足球

赛器材标准、规则略有改动（具体见附件 5）。

（三）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规定

从本次 2022 年“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

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浙江选拔赛中选拔，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汇总，统一组队方可参赛。

（四）各组别小项个人前三名授予奖牌（省体育局），

个人前八名及综合团体授予证书（省体育局）。

二、报到事宜

（一）报到时间、地点

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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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7 月 8 日 10:00-16:00

地点：建德市航空小镇新联航空科普中心

联系人：胡倩，18368834588；陈昱琦，13735456799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校的中、小学生，报到时出

示①加盖学校或各区（县）、市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公章后的

报名表原件，②48 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③健康码（如未带

手机，可由酒店通过身份证号码查验），④赛事期间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凭证（10 万元以上），⑤会员费汇款或转账凭证，

⑥参赛运动员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资料不全者不予

参赛。

（三）为做好本次赛事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各参赛队

请备好赛事期间所需口罩，在赛事期间按要求测量体温、健

康码并佩戴口罩，请仔细阅读《参赛告知书》，签署《参赛

健康安全承诺书》、《代表队参赛承诺书》（详见附件 1、2、3）。

三、第二次报名要求

（一）报名参赛编号、会员号，请填写身份证号。

（二）报名运动员中请填写教练员（辅导员）（最多一

人，打印到获奖证书中）。

（三）报多人项目时，二人或三人组合队请在同组里填

写组合号（如张三、李四一组，都填 A；王五、赵六一组，

都填 B）。

（四）第二次报名时间为 6 月 17-30 日，超过截止时间

报名，作无效报名处理。



3

四、因此次赛事重大，参赛人数较多，应疫情防控需要，

赛事组委会要求出行安全、住宿安全、餐饮安全，现要求各

参赛队必须入住已和组委会签定食宿安全的指定酒店。住宿、

餐饮有关事项如下：

（一）航空小镇开元名庭（180 间，距赛场 700 米）

赛事优惠价：430 元/间/晚（含早）

食宿联系人：欧阳浩琦，18267141549

（二）皇爵君庭（175 间，距赛场 700 米）

赛事优惠价：240 元/间/晚（含早）

食宿联系人：李陈睿，17367078951

（三）寿昌秋林阁（116 间，距赛场 800 米）

赛事优惠价：220 元/间/晚（含早）

食宿联系人：曾亚萍，15824175878

（四）新安江国瑞大酒店（114 间，距赛场 12.7 公里）

赛事优惠价：260 元/间/晚（含早）

食宿联系人：施沿，15700109715

（五）丽枫酒店（97 间，距赛场 12.9 公里）

赛事优惠价：260 元/间/晚（含早）

食宿联系人：竺枫然，13858100927

（六）建德半岛凯豪大酒店（80 间，距赛场 15.7 公里）

赛事优惠价：380 元/间/晚（含早）

食宿联系人：黄书澈，13819180777

（七）组委会比赛期间提供中餐，送至赛场用餐，标准

为 30 元/份（两荤两素一水果）。报到时订餐并领取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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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可联系酒店进行预订。

五、会员费收费办法

（一）会费标准

中小学生会员费 80 元/人/年。

（二）收费方法

1、支付宝转账

支付宝账号：zjmrr2013@163.com

用户名：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转账请备注：单位+空模+人数

2、支付宝扫描二维码转账

转账请备注：单位+空模+人数

3、银行转账

各单位将会员费通过银行一次性汇款，汇款时务必备注：

单位+空模+人数

开户名：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账 号：33001616335050005125

开户行：建行杭州市天水支行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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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赛告知书

各参赛队：

为做好本次赛事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大家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落实行程报备

您若 14 天内有疫情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请您如实

告知组委会往返时间、车次(车牌、车票、航班号、座位号)。

二、杭州健康码申领

打开支付宝-点击健康码-当前地区选择杭州-填写相关

资料。

三、加强自我管理

自己是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请养成良好安全饮食习

惯，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出入赛场、入住酒店请配合检

测体温，出示健康码，竞赛期间务必佩戴好口罩。

四、不适及时就医

您若有发热、咳嗽、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请佩戴口

罩，及时联系赛事组委会，服从防控应急小组安排，并如实

告知组委会旅居史、接触史。

五、参与群防群控

如发现身边有境外或高、中风险地区人员未及时报备或

没有管控的，请及时向当地组委会报告。

六、明确法律责任

若隐瞒病史、疫区旅居史和接触史，造成疫情扩散，危

害他人健康，影响公共安全，将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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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中天杯”浙江省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科技体育比赛（无人机、航空

航天模型项目）参赛健康安全承诺书

代表队

负责人 手机号码

各代表队承诺：

领队、教练、运动员及同住家庭成员

1. 没有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2. 没有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3. 过去 14天没有与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社区旅居史的

人员密切接触。

4. 过去 14 天没有去过疫情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社区。

5. 没有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6. 目前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

对以上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

情传播和扩散，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代表队负责人签字：

2022 年 月 日



8

附件 3：

代表队参赛承诺书

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代表队参加 2022 年“中天杯”浙江省

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科技体育比赛（无人

机、航空航天模型项目）暨“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

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浙江选拔赛，特向大会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管理队伍，加强安全教育，杜绝责任事故。

二、遵守赛事有关规定，遵守竞赛规程和规则，服从赛事

安排。

三、自觉维护竞赛秩序，公平竞赛，文明参赛。

四、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五、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争创一流运动成

绩，争做文明运动队。

六、若竞赛期间发现任何安全隐患或潜在风险或不寻常之

危险，本代表队领队及教练会尽量避免和阻止任何安全事故发生，

并马上通知大会组委会处理。

七、对于在竞赛期间发生的任何伤亡事件除保险公司承担

的赔偿金外，本代表队自行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八、如有妨碍和干扰比赛正常秩序的行为，将接受组委会

对其上级主管部门的通报。情节严重的将通过新闻媒体给予曝光，

并取消今后参赛资格。

领队签字： 身份证号：

手机号：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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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无人机、航空航天模型项目日程安排表

日期 项目

7月 8日 10:00-16:00 报到，19:00 联席会议

7月 9日

上午

二级橡筋动力飞机（新“天驰”）

带降火箭

多轴无人机任务飞行（“蜻蜓”）

遥控滑翔机定点赛（“山鹰 800”）

四旋翼无人机编程飞行

7月 9日

下午

伞降火箭

一级橡筋动力飞机（“轻骑士”）

遥控电动绕标竞速（“新卡博”）

橡筋动力扑翼飞机（“翼神 II”）

四旋翼无人机编程飞行

7月10日

上午

助推滑翔机火箭

微型双翼遥控模型飞机趣味赛（“追梦者”）

电动纸折飞机竞时（“飞行客”）

飞翼滑翔机冲浪竞时（“腾云号”）

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挑战者”）

7月10日

下午

火箭助推遥控滑翔机

遥控电动直升机障碍飞行（“天戈”）

无人机足球赛

手掷滑翔机直线距离飞行（“云雀”）

7月11日

上午

电动模型滑翔机（“米奇 2号”）

无人机灭火任务赛（“逆行者”四轴竞技无人机）

水火箭打靶

三级线操纵特技（“空中战士 III”）

7月11日

下午

手掷模型战斗机竞距赛（J-10 手掷战斗机）

无人机竞速赛

小水火箭距离挑战（“中天一号”）

7月12日 发奖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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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七章 无人机竞速赛规则

一、项目介绍

在规定的场地和时间内，选手以第一视角、使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无人机

飞行器，按规定路线顺序穿越赛道障碍进行的个人竞速比赛。

二、比赛场地

场地路线图将在领队教练会议期间公布。场地在室内（或室外）设定长为

20-25米、宽为 8-10 米的场地内设置“起飞台”、“拱门”、“刀旗”等障碍物，障

碍物总数为 10-15个；赛道总长为 80-100米；现场应配备手动或感应计时系统。

“起飞台”高度为 0.8米，长宽为 0.4×1.2 米。

“拱门”为内径 0.8-1.5 米半圆形或多边形。

“刀旗”高度为 1-2米。

“降落区”为边长 1-2 米的正方形标识。

三、技术要求

无人机类型为以电机为动力的四轴飞行器，轴距不大于 130 毫米（正负 2
毫米），桨叶直径小于 65 毫米（正负 2 毫米）；动力电池最大标称电压为 3.7 伏

（1S），容量不大于 750毫安时；飞行器重量不大于 200克（带电池）；使用模拟

制式图传发射器，中心频点 5.8Ghz，发射功率必须为 25mw；无人机必须预留计

时器信标电源接口（接口标准 PH1.25）；
无人机必须安装螺旋桨保护罩，比赛过程中螺旋桨保护罩必须保证大部分完

整。

无人机使用无线电遥控操纵，遥控器发射频率为 2.4G；禁止使用预先编程

模式飞行，禁止使用定高模式，可以使用自稳或手动模式飞行。

参赛选手必须使用 FPV眼镜参加比赛。

四、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飞行时间为 2分钟；每名选手点名进场有 1 分钟的准备时间。

五、比赛方法

选手在“操控区”内依据图传设备传回的画面，操纵无人机飞行器从“起飞

台”出发，完成规定障碍物的穿越飞行后返回“降落区”，根据所用时间评定飞

行成绩。

1. 每轮比赛 3-4名选手同时进行比赛，分组及图传频点将在赛前公布；选手

需在操纵区内指定位置操纵飞行器；每位选手上场时可携带一名助手，负责帮助

把飞行器放置在“起飞台”，但不得操纵飞行器。

2. 选手上场后需与裁判员核对信息，检查图传信号，图传频道与分组频道

不符、图传功率超过 25mw，则无法参赛。出现干扰情况及时提出，一旦裁判宣

布比赛开始选手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终止比赛；飞行中是否成功完成障碍以裁判

监规器图像、裁判视觉评判为准。

3. 每轮比赛开始由定时器或裁判员给出“准备、起飞”口令后起飞，若开

始后五秒内飞行器仍未起飞则该轮成绩为零。

4. 选手操纵飞行器沿规定路线穿越障碍，飞行 2 圈后降落在“降落区”；漏

过的障碍物必须返回重新穿越，否则该圈飞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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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动员赛前须根据裁判组提供的频道提前进行频率设定，无人机只能使用

5.8G 图传，OSD 界面必须清楚标明选手名字（首字母或全拼）图传功率（显示

25mw或功率第 1档）。比赛过程中检查发现未设定 OSD 内容则取消该轮成绩。

RACEBAND 1 5658

RACEBAND 4 5769

RACEBAND 6 5843

RACEBAND 8 5917

六、成绩评定

以选手每轮比赛时从起飞开始计时，到降落停止计时，记录每名选手飞行所

用时间。未完成比赛则不记录成绩。

七、判罚

1. 飞行器在比赛“起飞”号令发出前提前离开起飞台则视为抢跑，第一次

裁判将予以警告，第二次则取消本轮比赛资格。

2. 选手进场后超过 1分钟时间飞行器仍未做好准备，将取消本轮比赛资格。

3. 赛场设置高度为 4米的边界护网， 飞行器飞出边界第一次裁判将予以警

告，第二次则取消本轮成绩。

4. 比赛过程中，飞行器坠地可以复飞则连续比赛，若超过 10 秒仍未复飞则

比赛终止。

5. 无人机着陆在“起降区”外需要重新着陆；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着陆在

“起降区”则为未完成比赛。

八、其他

所有选手在赛前检录后将比赛无人机及备用无人机统一上交，在比赛过程中

出现非比赛人员给无人机通电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取消比赛该选手参赛资格。

第八章 无人机足球赛规则（仅小学组、中学组，不分男女）

一、项目定义

无人机足球赛是以模拟足球比赛的形式，参赛选手在地面通过无线电遥控的

方式操控球形无人机，进行“足球攻防”对抗赛，以进入对方球门得分的多少判

断胜负。

二、比赛场地

1. 场地如图 16所示：在室内（或室外）设定长为 8-14 米、宽为 4-7米、高

度 2.5米的框架结构、框架外围以非金属材料围网包裹，两侧留有可以供选手进

出的门。

2. 场地中设置一条中心线，两边分别标记无人机的起降区；球门形状为圆

形，内径为 45厘米, 厚度约为 20厘米，分别放置于场地两端距离底边 1 米处，

球门底边距离地面高度为 1.5-2米。

3. 地面可以使用缓冲材料，缓冲材料的结构在放置球形无人机时不会下沉

超过 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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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围网两端外侧设有 4×1 米的选手操纵区，操纵区后侧设有 2×2 米的教

练、替补队员等待区和器材区。

图 16 无人机足球赛场地示意图

三、技术要求

1. 无人机最多以 4 个电机提供动力。必须使用球形外框，球形外框直径

195-355 毫米；无人机所有部件必须在球形外框内，不得外露。

2. 无人机动力电池最大标称电压为 11.1伏（3S），容量不大于 850毫安，无

人机飞行重量不大于 450g（带电池）。

3. 无人机使用无线电遥控操作，遥控器发射频率为 2.4G；禁止使用预先编

程模式飞行，可以使用自稳模式。

4. 每队“得分无人机球”须有明显标识。

四、比赛时间

1. 每场比赛时间为 3 分钟，分上下半场，中场休息时间 1 分钟；整场比赛

最大时间 6分钟。其中 3 分钟时间为无人机足球飞行时间，由裁判宣布开始并计

时，任意一方进球后由裁判宣布暂时停止计时以此累计；6 分钟最大时间由裁判

首次宣布比赛开始时开始计时，期间不停止计时，记录 6 分钟最大时间（含中场

1分钟休息时间）。3 分钟比赛时间到或 6 分钟最大比赛时间到即该场比赛结束。

2. 每队选手进场后有 1 分钟的准备时间，由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比赛进

行中除由裁判宣布的暂停外，比赛将连续计时。

五、比赛方法

（一）比赛将按组别进行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和决赛方式进行。

（二）根据报名情况按组别进行抽签分组。

（三）每支参赛队伍最多由 3 名队员和 1名教练组成；其中 1名为“得分无

人机球操纵手”，2名为“防守/开道无人机球操纵手”。

（四）比赛过程如下：

1. 每队选手点名进场把无人机放置在“起降区”后，举手示意；裁判将要

求队员确认是否准备好起飞。当各队准备就绪时，裁判员宣布“解锁”，宣布后

大约 3至 5 秒，宣布“开始”，正式开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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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球：当得“分手无人机球”穿过对方球队的球门环时，球队得 1 分：

半个无人机球已经穿过了球门环的正面也视为得分，防守/开道无人机球通过对

方球门环不得分。已方任何一个无人机球穿过（或半个无人机球已经穿过了）本

方球门，则判定对方得分。

3. 当一方球队进球时，裁判鸣哨，场上所有无人机有 10S 时间飞回到各自

半场区域（可降落或悬停），此时比赛时间将暂停。10S 后裁判宣布比赛继续进

行，此时未回到己方半场的无人机球，则无法继续比赛，直到下一次暂停后回到

己方半场方可继续参与比赛。

4. 比赛过程中，如一方的无人机球坠地，可以继续起飞比赛；如不能再起

飞，则只能在半场比赛结束后取出维修，或使用备机上场继续比赛。

（五）比赛时间结束则由裁判以哨声为准。

六、成绩评定

1. 小组赛每场比赛以得分更多的球队获胜，得 3 分，负者得 0 分。如果两

个队的进球数相同，或者两个队都没有进球就以平局告织，两队各得 1分。

2. 淘汰赛比赛方式和小组赛相同。比赛成绩如出现平局则进行加时赛；加

时赛采用金球决胜（第一个进球决定胜出的球队）的方式决出胜负。

3. 半决赛和决赛方式和小组赛相同。比赛成绩如出现平局，则进行加时赛，

加时赛采用金球决胜的方式决出胜负。

七、有以下行为者，取消参赛资格及成绩

1. 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规定或者未经裁判员审核合格的参赛作品或设备。

2. 比赛进行中非上场队擅自开机或使用无线电设备的。

3. 不服从指挥与调度造成严重后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