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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浙江省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的补充通知

各相关单位：

2022 年浙江省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定于 2022 年 12 月

23-26 日在嘉兴天旭航空飞行营地举行，现将有关事宜补充

通知如下：

一、报名、报到

（一）微信小程序报名，报名截止至 12 月 18 日。

（二）报到时间、地点

1.裁判员于 12 月 23 日 12:00 前报到。

2.运动队于 12 月 23 日 17:00 前报到。

3.报到地点：嘉兴天旭航空飞行营地（地址：嘉兴市南

湖区新丰镇竹林村）

4.报到联系人：屠老师，1885832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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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佩

戴口罩，请仔细阅读《参赛告知书》，并于报到时出示：①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及健康码，②赛事期间人身意外伤害

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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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凭证（20 万元以上），③签署后的《参赛健康安全承诺

书》、《代表队参赛承诺书》（见附件）。

二、费用

（一）食宿、交通、器材、赛事服务费等费用自理，组

委会不统一安排食宿。

（二）赛事服务费

1．费用标准

每位运动员缴纳赛事服务费 200 元。

2．缴费方式

（1）银行转账

各单位将赛事服务费通过银行一次性汇款，汇款时务必

备注：单位或姓名+空模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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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扫码缴纳，务必备注：单位或姓名+空模锦标赛

三、报名成功请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加入赛事群：

如二维码失效请联系屠老师进群：18858329315（微信

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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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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地区选择嘉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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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将采取集中隔离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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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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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浙江省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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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绿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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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代表队负责人签字：

2022 年 1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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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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浙江省航空航天模

型锦标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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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签字： 身份证号：

手机号：

2022 年 1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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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浙江省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

一、参赛项目

1．国际级遥控特技（F3A）

2．国际级遥控直升机特技（F3C）

3．遥控手掷滑翔机（F3K）

4．遥控固定翼双机编队飞行（P3M-D，双人组）

5．遥控直升机花式飞行（F3N）

6．二对二遥控空战（P3Z-4，双人组）

7．遥控多旋翼无人机目视飞行（P9U-P）

8．伞降火箭（S3A/2）

9．带降火箭（S6A/2）

二、除项目 7 外，规则执行《2022 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

锦标赛竞赛规则》。

三、遥控多旋翼无人机目视飞行（P9U-P）竞赛规则

（一）定义

参赛选手以第三视角目视的方式，使用无线电遥控设备

操纵无人机飞行器，记录完成规定路线顺序飞行任务所用时

间的竞赛。

（二）器材

竞赛器材：FireflyDrone 遥控电动多旋翼飞机。

参数：轴距 104mm，产品规格 142×142×39mm，电池 3.7v

500mah，空心杯电机，具备桨叶保护罩，有定高/非定高模

式切换，3 种档位模式。

（三）比赛场地

在室内（戒室外）设定长为 10 米、宽为 5 米的场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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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起降区、拱门、环形门、飞塔和刀旗等障碍物。

降落区为直径 0.6 米以上。拱门内径为 0.8 米以上圆形，

底边高度为 1.2 米以上。环形门内径为 0.8 米以上，贴地距

离地面 0.6-1.5 米高度放置。刀旗高度为 2-3 米。

场地图示意（非正式比赛图）

（四）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飞行时间为 3 分钟；每名选手点名进场有 1 分

钟的准备时间。

（五）比赛方法

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器按顺序完成飞行任务，记录飞行

过程中完成任务所用时间。无人机飞行器起飞开始计时，飞

行结束降落后停止计时。在无人机飞行器起飞和着陆阶段选

手需在指定区域内操纵飞行器，其他阶段可以跟随飞行器，

但不能越出场地边界。

场地设有起飞区（降落区）、任务区。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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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4
5

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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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任务区:任务区设置赛道障碍，完成指定科目。

（六）项目详解及评分

1. 科目 1，总分：10 分

裁判宣布开始，选手操作起飞，停机坪上方目视高度自

转一周(以停机坪为中心半径一米)，飞向科目 2。

2. 科目 2，总分：10 分

绕飞科目 2 的刀旗飞向科目 3。

3. 科目 3，总分：10 分

穿越科目 3 拱门，飞向科目 4。

4. 科目 4，总分：10 分

穿越科目 4 的圆圈飞向科目 5。

5. 科目 5，总分：20 分

依次穿越 5A、5B 的圆圈，飞向科目 6。穿越 5A、5B 各

得 10 分。

6. 科目 6，总分：10 分

绕飞科目 6 的道旗飞向科目 7。

7. 科目 7，总分：10 分

穿越科目 7 拱门飞向降落区。

8. 科目 8，总分：10 分

停机坪上方目视高度自转一周，着陆并降落至起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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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着陆线圆环直径 60cm。

着陆成绩的计算以无人机停桨结束比赛的位置进行考

核评定。具体评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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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着陆 10 分 优秀着陆 5分 无效着陆 0分

①完美着陆，飞行器所有位置都处于中间小圈内，飞行

器任何位置都和小圈的垂直投影不相交。

②优秀着陆，飞行器一部分机身与小圈垂直投影相交。

③无效着陆，飞行器全部处于小圈外。

该赛项满分为 100 分。根据分数进行排名，分数相同的

情况下用时较少者排名靠前。

（七）补充说明

1. 每位选手的飞行赛用时上限为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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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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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秒），并计算分数。

3. 如出现以下情况（比赛用时不足上限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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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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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比赛的标准定义：从起降平台起飞，按照规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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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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取最高成绩为最终成绩并确定名次。得

分高者，成绩列前；如得分相同，则以用时少者成绩列前；

仍相同，则进行附加赛。

（九）注意事项

飞行比赛期间，选手操作无人机触碰到人，成绩为 0。

所有选手不得安装图传，如已安装报道前必须切断电源；

影响 FPV 竞速比赛正常进行的，取消比赛该选手参赛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