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实践类智能机器人-飞行机器人  

B1 编程闯关项目活动规则 

一、活动介绍 

编程飞行器闯关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每个组别有 2-3 个必选任务和 2 个抽

选任务。 

二、活动形式 

活动分为线上提交资料和现场活动展示两部分。其中线上提交资料的报名队伍须按要

求提交视频作品及工程笔记等文件资料到活动组委会，组委会将按照报名时公布的评选标

准进行评选，达到评选标准的队伍将获得现场活动资格名额。 

三、任务说明 

1．任务一 “刀旗绕飞”：编程飞行器绕刀旗旋转飞行一周即 360 度以上。完成该任

务得 10 分。 

注：刀旗尺寸：高度 200 厘米（正负 5 厘米）以内；旗面宽 25 厘米（正负 5 厘米）。 

 

2．任务二 “横杆绕飞”：编程飞行器绕横杆上下旋转一周即 360 度以上，当飞行器

飞到横杆上半部分时点亮红灯；飞到横杆下半部分时点亮绿灯。完成该任务得 20 分（其

中包含飞越横杆上方并点亮红灯 5 分；飞越横杆下方并点亮绿灯 5 分）。 

注：横杆尺寸：高度 120 厘米（正负 5 厘米）；宽度 60 厘米（正负 5 厘米）

 

3．任务三“穿越交叉环”：编程飞行器穿越交叉环的低圆环和高圆环，开始方向、顺

序、飞行轨迹不固定。完成该任务得 20 分。 

注：交叉环高度 230 厘米（正负 5 厘米）；上下环的直径 60-70 厘米。 



 

 

4．任务四“仿 S 形穿越圆环”：编程飞行器开始方向不限，仿 S 形穿越圆环，飞行轨

迹不固定。完成该任务得 20 分。 

注：圆环高度 180 厘米（正负 5 厘米），直径 60-70 厘米，从编程飞行器前进方向看，

编程飞行器与圆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 

 

5．任务五“巡 S 线飞行”：编程飞行器沿 S 形路线从一端起飞，飞行至线路终点红色

圈内降落后停留时间不少于 3 秒，飞行器不能明显偏离给定线路。完成该任务得 30 分。 

注：S 线颜色为纯黑色，宽度 3-5 厘米，红色圈直径 40 厘米。巡线区不能摆放定位

标签。 

 

6．任务六“搬运纸杯”：“搬动纸杯”可以利用气流或推杆、支架、夹具等各种不同

的技术手段，但必须保证安全，把纸杯垂直投放到任务区的立方体上，均视为移动有效，

否则视为移动无效。完成该任务得 30 分。 

注：（1）杯口直径约 7.5 厘米，杯底直径约 5.3 厘米，高度约 8.6 厘米，提倡旧杯再

利用。杯口向下摆放。对纸杯的重量和颜色不作要求，纸杯内外可做一定程度的标记，但

不得改变纸杯外部尺寸的大小和完整性。（2）投放区为立方体，长、宽小于 35 厘米、高

小于 15 厘米。 



 

 

7．任务七“置换纸杯”：“置换纸杯”可以利用气流或推杆、支架、夹具等各种不同

的技术手段，但必须保证安全，把等边三角形两个角上 1 号和 2 号纸杯位置互换，纸杯垂

直投影完全在存放区域内，否则视为置换无效。置换成功一个得 20 分；共 40 分。 

注：（1）杯口直径约 7.5 厘米，杯底直径约 5.3 厘米，高度约 8.6 厘米，提倡旧杯再

利用。杯口向下摆放。对纸杯的重量和颜色不作要求，纸杯内外可做一定程度的标记，但

不得改变纸杯外部尺寸的大小和完整性。 

 

8．任务八“堆叠纸杯”：“堆叠纸杯”可以利用气流或推杆、支架、夹具等各种不同

的技术手段，但必须保证安全，把正方形的三个点上 A、B、C 三个纸杯摆放至堆叠区内，

每摆放 1 个得 10 分（纸杯垂直投影在堆叠区边线内视为成功）；如果能套中至堆叠区的固

定矿泉水瓶（套叠顺序不限），另加 20 分/个。 

注：（1）杯口直径约 7.5 厘米，杯底直径约 5.3 厘米，高度约 8.6 厘米，提倡旧杯再

利用。杯口向下摆放。对纸杯的重量和颜色不作要求，纸杯内外可做一定程度的标记，但

不得改变纸杯外部尺寸的大小和完整性。（2）固定矿泉水瓶放在堆叠区圆环的中心和正方

形中心重合点上。 

 



 

9．任务九“隧道救援”：编程飞行器可利用吸取或推杆、支架、夹具等不同的技术手

段，但必须保证安全，在拾取区拾取物品并点亮闪烁红灯、从隧道一侧飞入，在指定位置

投放物品，从另一侧飞出并关闭闪烁灯光。 完成该任务得 30 分（成功拾取物品并点亮闪

烁红灯 10 分；投放到最外环 5 分，此外环 10 分，中心环 15 分；飞出隧道并关闭灯光 5

分）。 

注：（1）投放圆环最外环直径 40 厘米；（2）物品边长或直径大于等于 30 毫米，小于

等于 70 毫米，高度小于等于 50 毫米，重量大于等于 10 克，拾取区最多摆放 4 个物品

（物品可以自带，材料、颜色不限）。 

 

10．任务十“物品分类”：“物品分类”可利用吸取或推杆、支架、夹具等不同的技术

手段，但必须保证安全，把红色和绿色的两种物品分别从摆放区搬运到对应颜色的存放区，

物品的垂直投影进入存放区圆形边线内即视为分类有效。每完成一种颜色的一个物品分类

得 10 分，共 40 分。 

注：物品边长或直径大于等于 30 毫米小于等于 70 毫米，高度小于等于 50 毫米，重

量大于等于 10 克，摆放区内每种颜色各两个物品（摆放区内的物品可以自带，材料不限；

每种颜色的两个物品不能堆叠摆放）。  

 

11．任务十一“错峰飞行”：2 架编程飞行器分别从 1 号和 2 号起始区开始任务，沿

给定的航线在指定降落区降落，飞行过程中飞机不能明显偏离航线。每一架完成任务得 10

分，共 20 分。 

注：线颜色为纯黑色，宽度 2-5 厘米。 巡线区不能摆放定位标签。 



 

 

四、编程飞行器要求 

1．选手利用成品飞行器适当加以改造或者自行设计制作的飞行器，并能够使用诸如

图像识别、UWB 或其他各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精准定位。 

2．选手使用国产图形化编程软件、Python 语言或 C 语言等对编程飞行器进行编程。 

3．选手除了启动飞行器时可以使用遥控器以外，自离开出发区后完成其余任务的过

程中不允许使用遥控器去控制和引导飞行器的运行，学生须独立编写程序，让飞行器按程

序完全自主运行。 

4．编程飞行器技术规范。 

项目 参数 

空心杯电机数量（个） 4 

相邻电机轴距（毫米） ≤180 

整机重量（克） ≤200 

供电电压（伏特） ≤4.5 

五、小学组闯关任务安排 

小学组每组 1 至 2 个人，每队限报 1 名指导教师。 

1．必选任务。 

任务五（巡 S 线飞行）和任务六（搬运纸杯）为必选任务。 

注：任务五、任务六在活动场地图位置是固定的。 

2．抽选任务。 

由裁判从任务一（刀旗绕飞）、任务二（横杆绕飞）、任务三（穿越交叉环）、任务四

（仿 S 形穿越圆环）中随机抽选出 2 个任务，（线上提交资料：抽选任务 A 为刀旗绕飞；

抽选任务 B 为穿越交叉环；省活动现场由裁判抽签决定）。 

3．任务流程。 

 

每支队伍有两次机会，每次不超过 5 分钟，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用于队伍排

名。成绩判定优先级如下：（1）任务得分；（2）所用自带定位标签数量（标签数量越少得

分越高）；（3）完成任务用时。 



 

4．场地示意图。 

 



 

5．记分表。 

小学组编程飞行器闯关记分表 

序号：          选手姓名：                              学校：  

任务 

第一次成绩 第二次成绩 

任务分 自带标签数 时间 任务分 自带标签数 时间 

必选 

任务 

任务五 

巡 S 线飞行 
 

  

 

  

任务六 

搬运纸杯 
  

抽选 

任务 

   

   

总计   

  



 

六、初中组闯关任务安排 

初中组每组 2 个人，每队限报 1 名指导教师。 

1．必选任务。 

任务三（穿越交叉环）、任务五（巡 S 线飞行）和任务七（置换纸杯）为必选任务。 

注：任务三、任务五、任务七在活动场地图位置是固定的。 

2．抽选任务。 

由裁判从任务一（刀旗绕飞）、任务二（横杆绕飞）、任务四（仿 S 形穿越圆环）和任

务九（隧道救援）4 个任务中随机抽选出 2 个任务，（线上提交资料：抽选任务 A 为横杆

绕飞；抽选任务 B 为隧道救援；1 号飞机在抽选任务 A/B 中选择任务 A。省活动现场由裁

判抽签决定）。 

3．任务流程。 

要求两架飞机同时起飞，其中： 

1 号飞机完成任务顺序 

 

2 号飞机完成任务顺序 

 

每支队伍有两次机会，每次不超过 5 分钟，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用于队伍排

名。成绩判定优先级如下：（1）两架编程飞行器任务得分的总分和；（2）所用自带定位标

签数量（标签数量越少得分越高）；（3）完成任务用时。 

4．场地示意图。 

 



 

5．记分表。 

初中组编程飞行器闯关记分表 

序号：          选手姓名：                              学校：  

任务 

第一次成绩 第二次成绩 

任务分 自带标签数 时间 任务分 自带标签数 时间 

必选 

任务 

任务三 

穿越交叉环 
 

  

 

  

任务四 

巡 S 线飞行 
  

任务七 

置换纸杯 
  

抽选 

任务 

   

   

总计   

 

  



 

七、高中组闯关任务安排 

高中组每组 2 个人，每队限报 1 名指导教师。 

1．必选任务。 

任务八（堆叠纸杯）、任务十（物品分类）和任务十一（错峰飞行）为必选任务。 

注：任务八、任务十、任务十一在活动场地图位置是固定的。 

2．抽选任务。 

由裁判从任务一（刀旗绕飞）、任务二（横杆绕飞）、任务四（仿 S 形穿越圆环）3 个

任务中随机抽选出 2 个任务，（线上提交资料：抽选任务 A 为横杆绕飞；抽选任务 B 为仿

S 形穿越圆环；省活动现场由裁判抽签决定）。 

3．任务流程 

要求两架飞机同时起飞，其中： 

1 号飞机完成任务顺序 

 

2 号飞机完成任务顺序 

 

每支队伍有两次机会，每次不超过 5 分钟，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用于队伍排

名。成绩判定优先级如下：（1）两架编程飞行器任务得分的总分和；（2）所用自带定位标

签数量（标签数量越少得分越高）；（3）完成任务用时。 

4．场地示意图。 

 



 

 

5．记分表。 

高中组编程飞行器闯关记分表 

序号：          选手姓名：                              学校：  

任务 

第一次成绩 第二次成绩 

任务分 自带标签数 时间 任务分 自带标签数 时间 

必选 

任务 

任务八 

堆叠纸杯 
 

  

 

  

任务十 

物品分类 
  

和任务十一

错峰飞行 
  

抽选 

任务 

   

   

总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