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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简介  

空中机器人简介  

空中机器人又叫无人机，近年来在军用机器人家族中，无人机是科学研究最活跃、技术

进步最大、采购经费投入最多、实战经验最丰富的领域。80多年以来，世界无人机的发展

以美国为主导，无论是无人机的种类数量还是技术水平，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为普及空中机器人知识，提高空中机器人观赏性，推动空中机器人技术进步，现举行室

内空中机器人比赛。空中机器人竞技大赛的规则，通常会根据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而调整，单

纯的胜负并不能代表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重要的是，以真正对人有用的机器人为目标，开展

机器人的设计制作。 

 

比赛目的与特点 

为促进高等学校素质教育，培养广大学生的综合知识运用能力、基本工程实践能力和创

新意识，特举办本次比赛。 

比赛形式为竞速赛。参赛选手须使用竞赛秘书处统一规范的四旋翼空中机器人平台为技

术标准开发平台，通过自主构思控制方案进行系统设计，包括核心控制单元设计、传感器信

号采集处理、航向控制、飞行速度控制以及控制算法软件开发等，设计一架能够手动操控飞

行和自动飞行（自主识别道路或标识）的空中机器人，按照规定路线指定任务行进，并符合

预先公布的其他规则，于指定日期和地点参加比赛，以完成时间最短者为优胜。比赛排名根

据完成时间和比赛记分共同确定。参加比赛的队伍必须同时提交技术报告。 

 

比赛项目及任务  

一、 比赛项目  空中机器人项目 11 
(一) 社会力量组 01 

1．标准平台赛 03 

(二) 研究生组 02 

1．标准平台赛 03 

(三) 本科生组 03 

1．标准平台赛 03 

(四) 职业院校组 04 

1．标准平台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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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任务  
参赛选手须使用竞赛秘书处统一规范的四旋翼空中机器人平台为技术标准开发平台，通

过自主构思控制方案进行系统设计，包括核心控制单元设计、道路识别传感器（光流、摄像

头、线性 CCD、红外等传感器）信号采集处理、航向控制、飞行速度控制以及控制算法软件

开发等，设计一架能够手动操控飞行和自动飞行（自主识别道路或标识）的空中机器人，完

成规则中环节一和环节二的任务要求。以完成时间最短者为优胜。 

比赛记分根据机器人完成任务情况、降落精度和飞行时间确定分值。比赛排名由完成时

间和比赛记分共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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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器材  

一、 飞行平台  
本届大赛指定采用统一标准的空中机器人平台。平台以散件方式提供，需要参赛选手从

指定供应商自行购买、组装和调试。此平台支持自稳、无头、气压计/超声波定高等基本飞

行功能。以平台为基础，在规则范围内，适当开发满足比赛任务要求的飞行器。 

飞行平台具体效果如下： 

 

主要参数 

1、 尺寸：170mm*170mm*90mm（不含螺旋桨） 

2、 对角轴距：200mm 

3、 飞控：恒拓 H3-M 

4、 重量：360±20g  

5、 电池容量：3S/1300mAh 

6、 遥控器：8通道 

7、 电机：HT1806-2280KV 

8、 电调：3S/20A 四合一 

9、 螺旋桨：5040 三叶桨 

10、 飞行模式：自稳、无头、气压计/超声波定高 

11、 飞行时间：<13min 

12、 遥控距离：1000m 

13、 飞行高度：200m 

 

二、 供应商联系方式  
河北恒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官网：www.hentotech.com 

咨询电话：010-87169880 

联系 QQ：  3281375878 

  

http://www.hento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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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规则  

规则一  机器人比赛  

 参赛过程  

参赛事项 

1、 按照 RoboWork官网通知的各项流程进行； 

2、 大赛现场以主裁判的要求为准； 

3、 解释权归 RoboWork技术委员会。 

技术报告  

1、 参赛队伍须提交机器人制作与调试视频、电子档的技术报告（从大赛官方

网站 www.robotmatch.cn 可下载技术报告的模板）；  

2、 参赛队伍现场报到，由大赛组委会负责统一拷贝“空中机器人项目标准平

台组”参赛队伍提供的视频材料和技术报告。 

参赛资格  

1、 参赛队伍准备的机器人，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 

2、 大赛组委会根据参赛队伍提交的视频材料和技术报告，进行参赛资格审

查；  

3、 若机器人的安全性存在隐患，组委会会根据大赛规则提出改善意见，参赛

队伍需认真对待，若无法消除隐患将取消该机器人参赛资格。 

赛前准备 

1、 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伍，按照组委会要求，以报名注册顺序确定参赛顺序； 

2、 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伍，须要对机器人进行登记并粘贴标识； 

3、 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伍，须到大赛现场熟悉场地，并做好赛前调试准备。 

公告表 1、参赛现场，公示栏张贴赛事时间安排。 

竞赛排名 

1、 完成比赛的队伍排名：每个组以比赛总成绩计算名次。若比赛成绩相同，

则相同排名的队伍需按照现场裁判的要求进行一轮加时赛，以加时赛成绩

分出名次。注：加时赛比分只适用于判别进行加时赛队伍排名，不对比赛

成绩产生影响； 

2、 按大赛规则要求，确定冠亚季军和一二三等奖名单。 

注意事项  

1、 参赛队伍使用本队的机器人须按照空中机器人比赛规则，进行机器人飞行

比赛；  

2、 建议每个参赛队伍制作样式相近的 2个机器人，一个机器人上场比赛，另

一个机器人作场外替补队员；  

3、 当场上机器人出现问题时，在比赛时间内且拥有机会时可派替补机器人上

场继续参赛。如果 2个机器人都出现问题，没有机器人可以上场比赛，即

使还有比赛时间没有用完，仍然要结束本次比赛；  

4、 在不影响比赛进程的前提下，参赛队伍可在场地附近设置的快速维修区检

修和维护机器人； 

5、 参赛队伍完成比赛后须按照裁判员要求做到有序离场； 

6、 为了保障所有人员人身安全，禁止在规定场地外操控机器人飞行； 

7、 在比赛期间，大赛组委会技术组将根据情况对参赛机器人进行技术检查。

如果违反了比赛规则的禁止事项，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参赛队伍的成绩。 

  

http://www.robotmatch.cn/
http://www.robotmat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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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场地  

场地适用 

1、 社会力量组空中机器人项目标准平台赛 

2、 研究生组空中机器人项目标准平台赛 

3、 本科院校组空中机器人项目标准平台赛 

4、 职业院校组空中机器人项目标准平台赛 

场地图纸 

 
图 1：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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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图纸  

 

 

图 2：场地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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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说明  

1、 场地尺寸为：长度≥10000mm，宽度≥8000mm，高度≥3000mm；  

2、 场地背景材质为国旗布，场地背景所有区域（黑色线条除外）均喷绘以正

方形为单元格的灰白间隔方格背景，纹理清晰分明，方便视觉定位；灰色

RGB值为(204，204，204)，每个灰色或白色方格尺寸为 10mm*10mm，效果

如下图所示： 

 
3、 比赛区域须要隔离网确保观众安全，当机器人螺旋桨损坏或失控，则结束

比赛。  

场地标识 

1、 起飞/降落区：如图所示，场地包含 1个起飞/降落区，起飞/降落区印有 3

个同心灰色圆环和一个黑色实心圆，圆环线宽为 2mm，圆环直径分别为

900mm、700mm、500mm，中心黑色实心圆直径为 300mm，灰色圆环和黑色实

心圆用于空中机器人起飞/降落定位；在起飞/降落区底部隐藏安装飞行器

离地检测系统，当检测到飞行器起飞离地之后，计时系统开始计时； 

2、 穿越木框区：如图所示，场地共包含 4个以 30mm × 40mm 方木制作 1000mm

宽 × 2000mm 高的蓝色方形木框（无底边，高于 1M部分喷绘为蓝色，低于

1M 部分喷绘为白色），用于空中机器人穿越飞行； 

3、 激光打靶区：如图所示，黄色部位为圆形靶支架垂直安装位置，场地共包

含三个圆形靶，每个靶由直径 300mm的黄色实心圆和靶心直径 50mm的白色

圆形激光检测面组成；黄色部分材质为 KT板，靶心激光检测面材质为白色

塑料，塑料背面为激光检测传感器。为了方便肉眼观察，在每个靶的一侧

安装有 LED提示灯，未击中时 LED提示灯常亮，当激光束击中靶心时，LED

提示灯熄灭。靶心离地高度依次为 700mm，1200mm，1700mm，每个靶用支撑

杆支撑； 

4、 自动飞行线路：飞行路线由黑色圆弧和黑色直线组成，线宽为 40mm，用于

自动飞行环节空中机器人视觉引导自动飞行； 

5、 终点检测区：如图所示，场地包含 1个以 30mm × 40mm 方木制作 1000mm

宽 × 2000mm 高的红色方形木框（无底边，高于 1M部分喷绘为红色，低于

1M 部分喷绘为白色），木框两侧均布满安装红外对管系统，用于计时系统检

测空中机器人是否到达终点； 

6、 减速识别区：如图所示，由 6个 40mm*600mm长方形黑色线条组成，两个线

条间距为 200mm，用于空中机器人视觉识别，便于降落前减速； 

7、 参赛选手操控区：如图所示，蓝色部分为 1000mm*3000mm的飞行操控区。

比赛阶段，为了保证参赛选手人身安全，参赛选手须要在此区域操控空中

机器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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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地  
1、 比赛场地以承办方提供的实际场地为准，可能存在轻微不平坦的情况； 

2、 参赛机器人必须适应承办方提供的比赛场地。  

计时系统 

1、 比赛所使用的计时系统将会实时测量空中机器人的飞行时间； 

2、 比赛计时系统由竞赛组委会在现场统一安置； 

3、 参赛选手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可以自行设计制作简化的计时系统，以进行

辅助调试。 

激光检测 1、可以自行设计制作简化的激光检测系统，或直接向供应商采购。 

空中机器人赛制流程及评分标准  

比赛时间  1、 每个环节比赛计时器自动开始计时后时间≤300s，超过 300s则终止比赛。 

比赛流程  

比赛流程如下： 

环节一：手动飞行 

选手进入场地内会有 60s准备时间。准备时间完毕后，选手将飞行器

摆放在指定起飞区域即 A区中心位置内，当裁判示意可以起飞时，10s内通

过遥控器手动操控飞行器起飞，起飞离地计时器自动开始计时，飞行器须

顺时针依次穿越蓝色木框，在穿过 C区的木框之后，须要飞行到靶区使用

激光发射装置依次射击三个靶心；射击完毕，继续执行穿框任务。到达终

点 F，任务完成，计时停止，经过减速区，适当减速飞行，手动操控降落至

A 区。全程手动操控飞行器飞行； 

环节二：自动飞行 

手动飞行结束后，选手进入场地内会有 60s准备时间。准备时间完毕

后，选手将飞行器摆放在指定起飞区域即 A区中心位置内，当裁判示意可

以起飞时，10s内通过遥控器或者地面站软件远程触发飞行器自动起飞，起

飞离地计时器自动开始计时，飞行器须沿黑色引导路线顺时针自动飞行，

飞行高度建议在 0.5m到 2m 之间，依次按顺序穿越蓝色木框。到达终点 F，

任务完成，计时停止。经过减速区，识别并适当减速飞行，自动降落至 A

区。飞行器离地后全程自动飞行，不允许人为干预。 

 

比赛过程中注意事项： 

1、 在每个环节比赛中，每支队伍允许一次失败，失败后才有第二次机会进行

本环节比赛。须从起飞点重新起飞，本轮比赛重新开始计时； 

2、 每个环节第一次比赛成功的队伍不允许再进行本环节第二次机会比赛； 

3、 两个参赛环节必须为同一名参赛选手；只允许一名参赛选手在场比赛； 

4、 为防止激光束对观众造成伤害，执行手动飞行环节时进入激光打靶区方可

打开激光发射，激光打靶完成后须关闭激光发射，否则终止比赛； 

5、 执行自动飞行环节时不需要激光打靶，飞行时须关闭激光发射，否则终止

比赛； 

6、 飞行器在 60s准备时间内不允许进行任何硬件电路和软件的更换，但是可

以手工改动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或电位器等，且不能把飞行器带出场地； 

7、 比赛过程中如机器人损坏，无法继续比赛，视为一次比赛失败，如拥有机

会可使用备用机器人继续上场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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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标准  

其各环节计分标准如下： 

1、 手动飞行环节权重 30%； 

2、 自动飞行环节权重 70%。 

 

比赛计时与成绩说明如下： 

1、 飞行器离地，计时器开始计时，到达 F区计时停止，比赛计时完成时间和

加罚时间相加为每个环节最终成绩（计时系统精度为 ms）； 

2、 总成绩 = 手动飞行环节成绩*30% + 自动飞行环节成绩*70%。 

 

比赛加罚时间和比赛失败说明如下： 

1、 B、C、D、E四个木框，未从其中任意 1个框中穿越加罚 15s；如无明显穿

框意图，视为比赛失败，成绩为 300s； 

2、 三个激光靶区，未击中其中任意 1个加罚 20s (自动飞行任务不需要激光打

靶)； 

3、 降落分值：以飞行器降落后机架与地面接触部位是否全部降落在最外圆环

中为标准，接触部位全部在降落圆环中不加罚，部分不在圆环中加罚 5s，

全部不在圆环中加罚 10s； 

4、 当裁判示意可以起飞时，超过 10s未起飞，视为比赛失败，成绩为 300s； 

5、 飞行器未穿过 F木框，终点检测失败，视为比赛失败，成绩为 300s； 

6、 当飞行器在计时系统计时停止前接触地面，视为比赛失败，成绩为 300s； 

7、 当比赛总成绩超过 300s，视为比赛失败，成绩为 300s； 

8、 因参赛选手违反比赛规则，裁判终止比赛，视为比赛失败，成绩为 300s。 

 

比赛总成绩计算如下： 

如：XX本科院校 XX队伍两个环节成绩分别为如下： 

1、 手动飞行环节计时时间为 42.357s；未击中靶数为 2，共加罚 40s；穿框失

败数量为 2，共加罚 30s；降落时飞行器与地面接触部位部分不在圆环中加

罚 5s；手动飞行环节成绩 = 42.357s + 40s + 30s + 5s =117.357s； 

2、 自动飞行环节计时时间为 65.103s；穿框失败数量为 1，加罚 15s；降落时

飞行器与地面接触部位全部不在圆环中加罚 10s；自动飞行环节成绩 = 

65.103s + 15s + 10s = 90.103s； 

3、 比赛总成绩 = 117.357s*0.3 + 90.103s*0.7 = 98.2792s ≈ 98.27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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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排名 

1、 比赛总排名先按成功先后顺序分为九个梯队，第一梯队排名靠前，每个梯

队里的队伍分别按比赛总成绩排名： 

 第一环节 第二环节 

梯队排名 
第一次

成功 

第二次

成功 
两次失

败 
第一次

成功 
第二次

成功 
两次失

败 

第一梯队 √   √   

第二梯队 √    √  

第三梯队 √     √ 

第四梯队  √  √   

第五梯队  √   √  

第六梯队  √    √ 

第七梯队   √ √   

第八梯队   √  √  

第九梯队   √   √ 

 

注意事项：第九梯队为两个环节分别两次机会都失败的队伍，第九梯队里

的队伍排名不分前后。 

其他要求 

1、 由于比赛中存在高速运动，因此参赛队员或者工作人员进入保护网场地内

须要佩戴护目镜等保护用具，否则不允许参加比赛； 

2、 两个比赛环节相互独立，参赛队伍按顺序参加； 

3、 比赛过程中，发生机器人坠地、触网、损坏等不能继续比赛的情况时，立

即终止比赛；  

4、 裁判员认为飞行器存在严重隐患的，禁止其参加比赛； 

5、 不能人为或其它远程遥控干预正常飞行的机器人（包括直接接触等）。发生

干预机器人的现象，比赛终止； 

6、 参赛选手进入正式比赛场地后不允许进行任何硬件电路和软件的更换，但

是可以手工改动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或者电位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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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设计要求  

机器人结构  

1、 机器人可以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扩展多种传感器来对机器人的比赛过程

进行精确控制，以求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不允许增大或者减小机器人（飞行器）轴距； 

3、 不允许改变机器人原有平台主要结构和设备； 

4、 不允许有原平台支撑之外的结构协助机器人稳固； 

5、 不允许使用功率大于 10mW的激光发射管； 

6、 不允许机器人的任何传感器或者部件损毁场地。 

机器人规格  

1、 空中机器人尺寸，是指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机架所有部位（包括螺旋桨）； 

2、 空中机器人展开后测得的最大尺寸：长度≤500mm，宽度≤500mm，高度

≤500mm；机器人起飞重量不超过 1000g。   

机器人制作  1、 机器人的本体结构应满足机器人是“四旋翼机器人”。 

控制方法  
1、 手动飞行环节采用基于无线电收发系统的遥控器控制；  

2、 自动飞行环节采用遥控器或者地面站软件触发飞行器起飞。  

注意事项  

1、 手动飞行环节的机器人，必须采用无线遥控方式，不允许使用有线方式控

制，不允许机器人有物线拖地，不允许机器人有导线与外部系统相连；  

2、 自动飞行环节的机器人，必须采用自动控制方式，依靠搭载在机器人本体

的微控制器、传感器等来感知周围环境，不允许依靠外部设备运行或感测

进行计算或引导；   

3、 不允许机器人设计方案抄袭，各个参赛队伍所设计的硬软件需要相互之间

有明显的不同。 

 

比赛禁止  

禁止事项  

1、 禁止以任何危险飞行方式参加飞行比赛； 

2、 禁止使用非比赛规定允许的机器人入场参赛； 

3、 禁止装配锋利物品等危险物品伤害场地设施；  

4、 禁止内置电波干扰装置；  

5、 禁止内置粉沫、液体和气体等；  

6、 禁止内置点火装置；  

7、 不得在脚底安装吸引或吸附装置；  

8、 不得使用污损场地的物件； 

9、 其他有损比赛进程必须禁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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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二     

裁判工作与裁判责任 

裁判工作 1、 组委会邀请裁判，通过现场计时和记分方式评定比赛成绩。 

裁判责任 

1、 执行比赛的所有规则； 

2、 核对参赛队伍的资质； 

3、 审定比赛场地、机器人等是否符合比赛要求； 

4、 监督比赛的犯规现象； 

5、 记录比赛的成绩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