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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电动车竞速赛

一、竞速赛一般规定

（一）竞速赛在封闭跑道内进行，运动员应在操纵台上遥控模型完成比赛。

规定时间到后，运动员应完成最后的整圈，成绩记录为完成的圈数以及时间。如

中途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比赛者，记录最后完成的圈数以及时间。圈数多者名次

列前，圈数相同完成时间短者名次列前。

（二）竞速项目须自备个人感应器，现场可以租借公共感应器。由于感应器

安装、连接、失效、上报错误的感应器号码等原因造成成绩无法计算都不得重跑，

以裁判手工记录为准。

（三）参赛车辆只允许使用主办方提供的车号贴纸且不得自行修改，比赛时

应在前窗和车身 2 两侧平整部位张贴 3 张车号，1/16 及以下车型允许只在前

窗张贴 1 张车号。车号至少 30mm*50mm，白底黑字或黄底黑字，数字至少 30mm

高，笔画至少 4mm 宽。

（四）竞速赛不可以使用驾驶辅助系统或者电子设备内带有驾驶辅助系统

装置（陀螺仪等）。

（五）允许运动员携带 1 名助手进入维修区协助发车及维修工作。

（六）比赛进行中车辆因意外或自身原因越过赛道，应返回原来赛道或自行

罚停让出领先优势才能继续比赛。

（七）竞速赛前一组选手必须为后一组选手做公共助手，如有特殊原因无法

担任，应提前向裁判长请示。在比赛中选手如无故未履行公共助手职责，将受到

取消最好一轮成绩的处罚。

（八）竞赛中只允许公共助手和裁判进入赛道。竞赛中只允许选手、助手、

公共助手、裁判接触参赛车辆，其他人员进入赛道或接触车辆将对相关选手进行

处罚。

（九）比赛时禁止故意碰撞其他参赛车辆。如后车碰撞前车而超越，后车需

马上停车，让过被撞车辆后，方可重新起步。

（十）预赛及决赛时落后车辆必须主动避让快车和领先车辆。

（十一）本规则未尽事宜，参照 2022 年全国车辆模型竞赛规则执行。

二、竞赛轮次、发车

（一）所有遥控竞速赛采用 2轮预赛+ 1 轮决赛，每轮比赛时间为 5分钟，1

以预赛最好轮的成绩决定决赛发车排位。决赛根据报名人数及预赛成绩每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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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一组，分成 A、B、C、D组进行决赛。如分组后人数不足 8人，该组取消。

（二）遥控竞速赛第一轮预赛发车顺序随机，第二轮预赛以第一轮预赛成绩

排位。

（三）遥控竞速赛预赛单独发车，决赛同时发车。

三、技术规则

（一）1/10 电动房车

1. 规格尺寸表：

2. 独立悬挂、四轮驱动。包括感应器车辆全重不小于 1350 克。在整个比赛

期间车辆不得低于该重量，且比赛中的损坏和变形不计算在内。

3. 动力电机限使用 05 型采用 13.5T 及以下无刷电机,电调开启闪灯模式。

4. 采用 2S 锂电池，赛前最大充电电压不超过 8.40V。

5. 禁止使用发泡和海绵胎，轮胎不得有外部固体附着物。

6. 需使用四门房车式样车壳，尾翼高度不得超过车顶。

7. 最小底盘间隙不低于 5MM

（二）“F11”1/10 电动方程式赛车

1．竞赛器材只允许使用飞神“F11”车型，前桥为塑胶材质。

2．规格尺寸表：

3．采用 2S 锂电池，赛前最大充电电压不超过 8.40V。

项目 最大值 最小值 赛后检测

总长 460mm

总宽
车身 190mm
车壳 195mm

总高 175mm 115mm
轴距 270mm 250mm
总重 1350g ●

轮胎直径 64mm 63mm
轮胎宽度 28mm 24mm

项目 最大值 最小值 赛后检测

总长 460mm
总宽 200mm
总高 140mm
轴距 270mm
总重 1050g ●

轮胎直径 64mm 38mm
轮胎宽度 45mm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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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橡胶轮胎参赛，不得有外部固体附着物。

5．赛车必须具有前翼和尾翼，风翼需注塑成型且不得使用聚碳酸酯材料。

6．动力电机采用原装 RC540 电机或 05 型 17.5T 及以下电机

7．采用固定进角电子调速器或电子调速器开启零进角“闪灯模式”。

8．遥控器、舵机、伺服保护器、传动齿轮品牌、齿数及模数不限。

9．最小底盘间隙不低于 4MM

（三）“S1”1/18 电动公路车

1. 竞赛器材只允许使用飞神“S1”1/18 电动公路车。

2. 赛前电压 8.40V 及以下，采用 180 级及以下有刷电机。

3. 车宽小于 115MM，车长小于 240MM。

4. 需采用 FR01 1/18 专用海绵胎参赛。

5. 最小底盘间隙不低于 3MM

（四）“烈风”1/22 电动拉力车

1. 竞赛器材采用中天“烈风”1/22 电动拉力车，不允许改装。

2. 竞赛只允许使用中天原装 1S 380MAH 锂电池。

3. 车壳需保持完整，车壳外不得附加海绵等破坏外形的保护物参赛。

（五）为保护场地，赛场内仅允许使用 Future Racing 胎水。

（六）场地图

赛道为地毯材质，底边长 25 米，顶边距离操纵台 17 米，单条跑道宽度

2.5-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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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号”智能循线车长征行

一、竞赛器材

竞赛采用中天模型“红军号”智能循线车。

二、竞赛场地

赛道详见场地图，平铺于标准乒乓球台（长2740mm，宽1525mm）面上。

三、竞赛方法

（一）选手在起点线将循线车驶出，小车依靠其智能循线功能沿着红军长征

路线“跋山涉水”，最终到达终点。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规定路线完成全程循

线，未完成全程按离起点的距离确定成绩；距离相同，则用时短者优胜。

（二）具体细则：

1.模型须赛前制作完成，且须在赛前完成调试。

2.循线车车头驶出起点线开始计时，完成长征路线者在其车头触碰终点线时

停止计时。

3.发生以下任意情况本轮无成绩：

（1）模型在行驶过程中出现脱离路线；

（2）模型行驶过程中，选手采用任何方式协助其行进；

（3）竞赛开始后，1 分钟内车辆仍未通过起点。

4.每位选手有 2 轮比赛机会，

5.比赛进行 2 轮，每轮准备时间 1 分钟，比赛时间 1 分钟。

6.成绩评定：以 2 轮中的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得分高者列前，得分相

同时用时短者名次列前。计时精确到 0.0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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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 X”太阳能动力车直线竞速赛

一、竞赛器材

竞赛采用中天模型“开拓者 X”太阳能动力车，并利用照射灯具（参考使用 12V

50W-100W）完成直线竞速赛。

二、竞赛场地示意图

在室内平整地面上设置竞赛专用赛道（长 7.5 米、宽 0.75 米、高 0.6 米

的长方形场地）；距起跑线 3.8 米及 6.0 米处设有弧形障碍台，弧顶高 2 厘米；

设有行走区域得分值 10 分起至 90 分（每个分数段均设置分数牌）。

三、竞赛细则

1．模型须赛前制作完成，且须在赛前完成调试。

2．比赛模式：比赛进行 2 轮，每轮比赛时间 30 秒。

3．比赛方法：

（1）参赛学生将车辆放在发车区（车头不能超过起跑线），调整好方向和太

阳能板位置，拿好照射灯具，打开灯开关准备， 裁判发出“开始”口令后开始

计时，参赛学生将灯光照射太阳能板驱动车辆前行，并在跑道边跟随车辆一起前

行（严禁踏入跑道），始终保持灯光照射太阳能板（灯头禁止触碰太阳能板），直

到车辆符合相关条件比赛结束终止计时，计时精确到 0.0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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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途中出现以下情况比赛结束终止计时：通过终点线、行驶中车辆

触碰边线、中途停车 10 秒以上、学生触碰模型、比赛时间到达 30 秒。

（3）比赛结束后参赛学生要确认成绩并签名，两轮比赛结束后将模型放到

指定地点后离开赛场。

四、得分和成绩评定

1．得分方式：根据车辆前轮到达的分值区域判定行驶得分。车前轮压分数

线，向高分值记录。通过终点线为 100 分。车辆出现行驶时在赛道内翻车记录 0

分。

2．成绩评定：以 2 轮中的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得分高者列前，得分相

同时用时短者名次列前。



2022 年长三角车辆模型冠军赛（杭州临平站）

7

“探路者”1/32 安全行车积分赛

一、竞赛器材

采用飞神“探路者”1/32 遥控车。

二、助手

本项目不设助手。

三、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为 2分钟，超过比赛时间的比赛终止，并记录有效分值，时间

记 120 秒。

四、比赛方法

（1）运动员按照规定的线路依次完成各项任务。

（2）整个行驶过程中允许模型车有倒车。

（3）发车后运动员不可跟随模型进行操纵，模型驶出跑道，比赛终止，记

录此前完成项目的分值；模型触碰跑道所有实心线一次扣 5分。

五、行驶顺序及分值

（1）直线竞速斑马线前 50CM 停车区内停车并完全静止得 20 分；不在停车

区内停车扣 10 分，没有完全静止扣 10 分。

（2）环岛行驶跑道右侧进入环岛，按照地面标记行驶得 20 分。驶出环岛道

路，碰到环岛，绿点（障碍物），比赛终止，记录此前完成项目的分值。

（3）圆饼绕行（圆饼直径 80MM）按地面箭头指示绕圆饼得 30 分。每碰到圆

饼、压圆饼一次扣 5分 30 分扣完为止）；不按路线行驶不得分。

（4）单边桥（单边桥 40MM*250MM）按要求模型前后轮在单边桥行驶，按右

侧前后两轮—左侧前后两轮—右侧前后两轮顺序完成 3个单边桥得 30 分，每个

单边桥 10 分。单车轮通过不得分。

六、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以 2 轮中的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得分高者列前，得分相同

时用时短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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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说明：(示意图，具体以当时场地布置为准)

1.起终点区 100cm×20cm，

2.起点线到第一个绿点（障碍物）150cm,

3.斑马线宽度 10cm，

4.终点线到第一单边桥 105cm

5.第一个圆饼到环岛距离 25cm

6.圆饼到斑马线 50cm，

7.斑马线到单边桥 75cm

8.单边桥和圆饼高度 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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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坛勇士”迷你足球赛（团体）

一、项目描述

采用中天“足坛勇士”2.4G 电动遥控足球车，由三名参赛学生组成一个球队，

以遥控方式每人各操纵一台车辆模型，推动足球与另一球队进行模拟足球比赛。

四驱独立悬挂，车长 225mm，车宽 105mm，车高 65mm，轮距 90mm，轴距 118mm，

车重 226g（带电池）。使用 180 级别电机，电池电压为 3.7V 容量 380mAh。底盘

为四驱整体底盘，遥控距离 50m。

二、竞赛场地

平整地面上设置如下图竞赛场地，场地规格 6×3米。球门规格长 50cm，宽

25cm，高 30cm, 足球直径 60mm。

三、比赛模式

确保每个参赛队不少于三场竞赛（具体由裁判在赛前通过抽签等形式确定预

赛流程）。预赛采用循环赛制，决赛采用淘汰赛制，循环赛分组由赛前领队会公

开抽签决定。每场比赛分为上下半场，预赛各为 3分钟，决赛各为 4分钟。上半

场抽签选择场地，胜者选边和操纵区。下半场双方交换场地。

四、比赛方法

（1）双方参赛选手站在操纵区，遥控车辆到本队场地禁区内准备，裁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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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放置中心点并鸣哨后比赛开始，双方选手可开始操控车辆。

（2）车辆推动足球进入对方球门，进攻方得 1 分，然后裁判再次将足球放

置中心点并鸣哨后，双方选手再次从本方禁区内开始发车，如此反复。

（3）双方车辆造成“死球”（球被车辆卡死无法滚动超过 5 秒）或同时将

球推出场地，由裁判吹哨暂停，将球拿到中心点，比赛再次开始。

五、比赛要求

（1）没有控球或争球情况下，车辆不允许在本方禁区内停留超过 5秒；

（2）上场参赛选手（包括每队一名助手）必须听从裁判指令，车辆发生翻

车或故障，比赛不停止，助手在裁判指令下用复位杆复原车辆或将故障车辆拿出

赛场维修或更换，修复或更换的车辆必须从罚停区进场继续比赛；

六、成绩评定

（1）得分方式：每场比赛以进球数多者为胜，进球数少者为负，进球数相

同则为平局，弃权按 0:3 计成绩。

（2）评定方式：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分数高者

名次列前。得分相同以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则以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如仍相同则失球数少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则通过点球决胜负。

（3）点球：裁判将球放在中点，鸣哨后，罚点球的车辆从禁区内出发在 5

秒内完成一次进攻，5秒时间到则车辆必须停止点球。罚点球时，其余车辆全部

在罚停区等候上场。两队车辆交替上场罚点球。

每一轮点球，双方车辆全部上场。一轮点球若双方打平，则再增加一轮，直

至决出胜负。

七、判罚

裁判发现犯规行为将进行罚停处罚，参赛选手听到罚停口令要立即将车辆行

驶到罚停区停车静止 5秒接受处罚，直到裁判发出“罚停结束”口令后回赛场继

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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