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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

规 程

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以下简称：大奖赛）将于 2018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在浙江省安吉县举办，目的是推动航空科技创新，

普及航空科技知识，营造航空文化氛围，提高国民航空意识。

1.主办单位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浙江省人民政府

中国航空学会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2.承办单位

航空大世界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浙江省科技厅

湖州市人民政府

安吉县人民政府

中国航空学会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专门委员会

3.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年10月底-11月初（视天气情况确定具体日期）

地点：浙江省安吉县

4.竞赛项目

本届大奖赛将设置竞技赛，固定翼第一视角穿越赛。

4.1 竞技赛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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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赛旨在考察参赛作品的技术水平、集成创新和任务完成能力。

参赛作品是指有动力装置，借助空气动力飞行，自主控制（具备应急遥

控功能）完成一定任务的无人飞行器。按《竞技赛规则》完成飞行任务，

获得评分，并排定获奖名次。竞技赛分为固定翼类（JG）和旋翼类（JX）。

（1）固定翼类竞技赛（JG）

固定翼类比赛任务为“竞速穿越”，比拼完成任务的速度，旨在考

察无人飞行器自主起降、高精度航线跟踪、动态目标识别与避障和高机

动飞行能力。该任务设全程穿越竞速和单程穿越竞速两项记录，并在后

续每年度比赛中延续。

（2）旋翼类竞技赛（JX）

旋翼类比赛任务为“天工筑塔”，旨在考察无人机自主起降、识别

抓取、飞行运送、定高定位、任务规划等综合能力。

4.2 固定翼第一视角穿越赛（GFPV）

该项目是第六届大奖赛新增项目。旨在紧跟时代科技潮流、探索项

目创新、丰富赛事内容、提升操控者视角乐趣和观赛体验。参赛者使用

无线电遥控器，对安装了摄像头与视频图传设备的固定翼飞行器，通过

显示器或视频眼镜进行飞行器操控。

5.其他活动

5.1 航模飞行表演：本届大奖赛将继续邀请顶级航模飞行大师，为

社会公众现场呈献精彩视觉盛宴；

5.2 高峰论坛：邀请民用无人机的研发专家、生产企业和用户进行

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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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航空嘉年华活动：内容包括航空科普文化产品展、创新作品展、

模型拼装、模拟飞行、航模制作与比赛、热气球展等航空科普互动体验

活动。

（1）航空科普文化产品展。以航空为主题的各类工艺品、产品、

玩具及模型展；

（2）创新作品展。大奖赛参赛各类创新作品展览；

（3）模型拼装比赛。引入多种模型拼装产品，在活动现场让更多

的朋友开动大脑，动起手来感受飞机拼装的乐趣。

（4）模拟飞行体验。引入相关模拟设备，现场观众体验相关设备，

模拟飞机驾驶。

（5）特产及美食嘉年华，安吉当地特产和特色美食展览售卖，传

播安吉风土人情和饮食文化；

（6）Mini 气球展(拟)，活动现场引入迷你热气球，配合其它活动

开展；

（7）航模制作与体验，带领青少年现场制作橡皮筋动力航模并飞

行，学习操作电动航模飞行。

6.参赛办法

6.1 参赛队可以是单位、团体或个人；参赛队员不分年龄、性别、

国籍；

6.2 每支参赛队报名队员不超过 10 人，每名参赛队员只能代表一

支参赛队，上场队员不能超过 5人；

6.3 每支参赛队设队长 1 人，队长可不在上场队员中，但不能兼两

支以上队伍。有 2支（含）以上参赛队的单位设领队 1人，领队不能由

参赛队员兼任；

6.4 参赛队及参赛作品均应有唯一命名，名称均不得超过 6个（含）

汉字或 12个（含）英文字符，报名后不得更改。

7.竞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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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本规程及“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竞赛规则”为大

奖赛的依据性文件。赛前所发布的有关竞赛规程及规则的补充通知，具

同等效力；

7.2 大奖赛组委会聘请相关人员组成裁判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

7.3 全部赛事由裁判委员会按各竞赛规则进行评判，裁判评分采取

去掉最高/最低分的平均分制；

7.4 赛事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由仲裁委员会裁定。仲裁采取会议表

决制；

7.5 大奖赛组委会选定合适的竞赛场地并配备相关设施，包括必需

的测量器械；

7.6 比赛前，在仲裁委员会成员和参赛队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由裁

判委员会组织抽签, 竞赛按抽签后的排序进行；

7.7 竞赛时预先公布竞赛日程，包括比赛时段、每轮开始与结束时

间，并在竞赛期间公布每轮比赛成绩。

7.8 安全措施

（1）禁止一切可能有危险的参赛作品飞行，即使这些参赛作品符

合规则的要求；

（2）竞赛场地设飞行区和安全区，禁止非工作人员和非上场参赛

队员进入飞行区，禁止参赛作品飞入安全区；

（3）参赛者必须对飞行器的安全性做详细设计，制定应急操作程

序和特情处置预案；

（4）参赛者需在比赛上场前提交书面的航路规划图及有关说明。

应确保飞行器在规定空域飞行，不得飞入安全区。当出现危及安全的状

况时，应能及时切入安全遥控应急模式；

（5）参赛者应服从比赛现场管理和指挥。

8. 申诉与仲裁

8.1 申诉

（1）参赛队如对比赛成绩有异议，须在公布成绩后一小时内向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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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长提出书面申诉，申诉书应由队长签名；

（2）参赛队对裁判委员会的裁决回复仍有异议的，可向仲裁委员

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申请书应由队长签名。在递交仲裁申请书时应缴

纳申请费人民币 600 元(或美元 100 元)。

8.2 裁决与裁定

（1）裁判委员会对申诉进行裁决，裁决结果由裁判长向参赛队队

长口头回复；

（2）仲裁委员会对仲裁申请进行裁定，并书面送达裁判委员会和

参赛队，若仲裁结果与申请诉求一致，则退还申请费；

（3）裁判委员会根据仲裁裁定，做出维持原判或改判裁决，并告

知 参赛队队长；

（4）仲裁委员会的裁定为最终裁定结果,裁判员和参赛队均须遵

守。

9. 奖项设置

9.1 本届大奖赛总奖金为 118.5 万，奖项设置及奖励数额见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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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第六届大奖赛奖项设置及奖励表

9.2 获奖参赛者及其作品必须遵照和配合组委会的安排，参与大奖

赛结束之前的表演、展示等活动，否则给予相应处罚。

10. 商务权益

大赛商务权益归大奖赛组委会所有，大赛冠名权、转播权及其它商

业赞助合作工作即日启动，并面向全球开放。

11.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汇欣大厦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010-84977718

传真：010—84977791

E-mail: UAVGPCHINA@163.com

邮编：100101

12. 大赛报名

类 别 奖 项 数 量 奖 励

竞

技

赛

固定翼类

大奖 1 50 万元及奖杯、证书

一等奖 1 10 万元及奖杯、证书

二等奖 3 5 万元及奖杯、证书

三等奖 5 1 万元及奖牌、证书

创纪录奖 1 2 万元及奖牌

旋翼类

一等奖 1 10 万元及奖杯、证书

二等奖 3 5 万元及奖杯、证书

三等奖 5 1 万元及奖牌、证书

固定翼第

一视角

一等奖 1 2 万元（奖金和实物）及奖杯

二等奖 2 1 万元（奖金和实物）及奖杯

三等奖 5 0.5 万元（奖金和实物）及奖牌

其他奖项 优秀组织奖 若干 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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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报名截止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

12.2 报名时，参赛单位或个人须缴纳报名费，每名参赛人员300元

/人/支。放弃比赛报名费不予退还；

报名费汇款至大赛组委会专用账号，账号信息为：

单位名称：航空大世界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14层

电 话: 010-84979866

开户行名称：中信银行北京奥运村支行

银行账号：7111910182600199001

12.3 报名时，参赛单位或个人需提交相关文件（见13.4），所有

文件均可在大奖赛官网下载模板，并按照要求填写；

12.4 大奖赛获奖名单顺序以最终报名名单顺序为准，不得随意调

整和更改；

12.5 大奖赛获奖参赛队在报满10人情况下，可适当增加非参赛报

名的获奖人员，但参赛队总人数不得超过15名，排序在报名人员之后，

增加人员需缴纳证书工本费100元/人；

12.6 2018年9月30日之前，参赛单位或个人需提交以下文件,相关

文件电子版发至大奖赛组委会邮箱，纸质文件邮寄至大赛组委会。

（1）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参赛报名表；

（2）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参赛作品技术审核表；

（3）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无人飞行器系统设计报告；

（4）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安全责任书原件（盖有本

单位有效公章，如系个人参赛，则由个人亲笔签字）；

（5）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参赛作品参展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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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参赛作品推广承诺书（盖有本单

位有效公章；如系个人参赛，则由个人亲笔签字）。

13.其它

13.1 参赛作品不应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应违反所在国国家安全

规定如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或违反安全规定的事项，由参赛者自负责任和

自行处理；

13.2 参赛作品著作权属于作者。主办方拥有版权和推广权，有权

对参赛作品进行推广、编辑、出版、展示、宣传；

13.3 组委会将为各参赛队提供食宿、交通等方面的服务，其费用

按相应标准由参赛队自理；

13.4 承办单位将通过大奖赛网站（www.uavgp.com.cn）发布赛事

公告及有关信息；

13.5 本规程及各竞赛规则的解释权归大奖赛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