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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技术等级标准

（2018年12月10日）

第一条 本标准以遥控航空模型的相关理论和基本飞行

与特技飞行为基础，对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应具备的知识水

平及技能进行测评。

第二条 本标准以遥控类航空模型的基础类型分为：遥

控固定翼模型飞机（代码：A类）遥控模型直升机（代码：C

类）遥控多旋翼模型飞行器（代码：X类）及FPV第一视角飞行

器（代码：F类）四个类别。各类考核分别执行各自的技术等

级标准。

第三条 A类、C类及 X类技术等级均分为少年级、初级、

中级、高级、特级等五个级别,X类暂不设特级，F类暂设初级。

第四条 申请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技术等级的人员（以

下简称申请人）应参加相应级别的理论考试和飞行考核。理

论考试达到相应级别（少年级除外）满分 80% 以上的申请人，

方准许进行飞行考核。

少年级仅限14周岁以下,应进行基础理论、飞行安全、飞

行技能教学和培训，方准许进行飞行考核。

第五条 飞行考核：

一、申请人必须独立完成飞行考核的规定动作。考核飞行

时间（包括起飞和着陆），少年级、初级为5分钟，中级为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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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高级以上为10分钟。随比赛进行的考核同比赛时间。

二、飞行考核（得分）合格标准：

1.各类飞行规定动作难易系数为1。

2.各级别每个动作均在5分（含）以上。

3.中级：动作的平均分在6分（含）以上。

4.高级：动作的平均分在6.5分（含）以上。

4. 特级：动作的平均分在:7.5分（含）以上。

三、现场飞行考核进行两轮，一轮达标即通过考核。

四、除C类、X类的少年级、初级以外，其它各类、各级考

核飞行均须在室外场地进行。

五、在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批准的、满足考核条件的各项

正式比赛中，依据本标准的规定，理论、飞行考核达标者也可

申请相应等级。

第六条 用于参加考核的模型须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A 类（固定翼）：用于参加少年级、初级考核的模型飞机

机型不限，动力装置不限，必须具有独立的升降和方向舵面；

用于参加中级考核的模型飞机机型不限，动力装置不限，翼展

需大于 1200mm（含）；用于参加高级（含）以上考核的模型翼

展，双翼机须大于 1700 毫米（含)单翼机须大于 1800 毫米

（含）。

C 类（直升机）：用于参加少年级、初级考核的模型无

限制；用于参加中级考核的模型旋翼直径须大于 7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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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用于参加高级（含）以上考核的模型旋翼直径须大

于 1200 毫米（含）

X 类（多旋翼飞行器）：用于参加少年级、初级考核的多

旋翼飞行器无限制；用于参加中级、高级考核的多旋翼飞行器，

轴距须大于400毫米（含）），允许使用多旋翼飞行器自身的稳定

装置;禁止使用利用外部参照信息的自动控制装置(关闭GPS、

超声波装置)；禁止预先设置程序的飞行。

F 类（FPV 第一视角飞行类；适用 A 类 X 类）：所使用飞

行器必须符合条例所规定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要求范畴，必

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图像传输系统。不得使用遥控器增程设

备。可以使用头戴式显示器也可以使用普通显示器，在使用普

通显示器的情况下，操纵手飞行时必须背对飞行区域。

其它须符合航空模型最新竞赛规则总则中的相关规定。

第七条 固定翼（A类）技术等级飞行考核动作要求

一、A类少年级：

起飞/着陆

独立安全完成模型的起飞和着陆并降落在指定区域内

（100米跑道或半径40米圆圈内）。

动作描述：

模型飞机逆风从起机线开始柔和加速直线滑跑10米以上柔

和离地，小角度爬升至适当高度做180度转弯，进入顺风直线飞

行，飞过空域中心后在适当位置开始进入180度转弯，对正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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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减速，调整好下滑角，在接近跑道时拉平，模型飞机至着

陆区柔和接地滑行至停止。

扣分：

a、起飞时方向严重偏离。

b、着陆接地粗暴，反跳，侧滑，倾翻。

c、没有着陆在指定区域。

d、接地复飞者为零分。

A类少年级动作图

二、A类初级：

1. 起飞接180度转弯

2、矩型航线飞行

3. 水平8字飞行

4、着路航线和着陆

动作描述：

1. 起飞接180度转弯

模型飞机逆风从起机线开始柔和加速直线滑跑 10 米以上

柔和离地。小角度爬升至一定高度后做 180 度转弯，进入顺风

直线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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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

a、不是直线滑跑，滑跑轨迹与跑道轴线夹角大于30度。

b、离地过猛，爬升角过大，爬升轨迹变化。

c、180 度转弯不连贯，不柔和。

2、矩型航线飞行

模型飞机逆风飞行进入跑道上空，从空域中心开始进入等

高矩形航线第一边，然后分别在相应位置做 4 个 90 度转弯，

完成 1 个封闭的水平矩形航线。

扣分：

a、进入矩形航线的第一边直线与跑道轴线不平行。

b、90 度转弯不柔和，且转角不是 90 度。

c、矩形航线 4 边不同等高度，飞行轨迹高低、方向的变

化。

3. 水平 8 字飞行

模型飞机顺风飞行进入，自飞过空域中心开始做 1 个水平

8 字盘旋飞行。进入方式不限，但改出必须是顺风飞行。

扣分：

a、不是 1 个相切圆的 8 字。

b、不是 1 个水平状的轨迹。

c、进入和改出不在同一高度。

d、8 字盘旋飞行轨迹不能有重复段。

4、着路航线和着陆（50 米×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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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飞机逆风飞行进入跑道上空，自空域中心线开始进入

着陆航线第一边，（此时要保持一个适当的高度）然后开始第

一个 90 度转弯并平飞，接着完成第二个 90 度转弯并平飞进入

第三边，第三边飞行要逐渐减速下降高度，接第三个 90 度转

弯并平飞进入第四边继续下降高度。接第四个 90 度转弯并对

准跑道，此时调整好下滑角在接近跑道时拉平模型飞机至着陆

区柔和接地滑跑至停止。

扣分：

a、着陆航线的 4 边飞行不是一个逐渐下滑的过程。

b、4 个 90 度转弯不柔和，转角不是约 90 度。

c、第四转弯没有对正跑道，5 条边飞行轨迹高低，方向变

化。

d、着陆接地粗暴，反跳，侧滑，倾翻。

e、没有着陆在指定区域。

f、接地复飞者为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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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初级动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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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类中级：

1、起飞接270度标准转弯

2、因麦曼

3、内筋斗三个

4. 倒飞直线

5、礼帽

6、横滚1周

7、垂直上升横滚

8. 着陆航线和着陆

动作描述：

1、起飞接 270 度标准转弯

模型飞机逆风柔和加速直线滑跑，柔和离地爬升至一定高

度做 1 个 90 度转弯改平飞，接着完成 1 个 270 度转弯进入顺

风直线飞行。

扣分：

a、起飞加速粗暴，离地不柔和。

b、起飞滑跑直线与跑道轴线夹角大于 20 度。

c、270 度转弯不柔和，起伏明显。

2、因麦曼

逆风飞行进入至空域中心线开始。拉起完成 1 个半筋斗，

在半筋斗的顶边紧接着做 1 个半滚，平飞改出。（注：该动作

的位置，含距离，高度，幅度均做为以后动作位置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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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

a、半筋斗的半径不等。

b、半筋斗顶边没有紧接着做半滚。

c、半滚角度不准，

d、半滚后改出高度，方向变化，且没有明显的直线段飞

行。

e、动作展示面位移，倾斜。

3、内筋斗三个

模型飞机逆风飞行进入，达到空域中心线开始

拉起完成 3 个连续的，同心，同半径的圆。

扣分：

a、3 个圆位移明显。

b、3 个圆不是等半径。

c、进入改出高度方向变化。

4. 倒飞直线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顺风进入，在空域的 90 度开角的起始

端做半滚进入倒飞直线，飞越空域中心达到 90 度开角的结束

端做半滚平飞改出。

扣分：

a、倒飞直线段的中心与空域中心不吻合。

b、进入和改出的 2 个半滚角度不准。

c、倒飞直线不是水平状，有起伏，或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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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倒飞直线滞留时间小于 3 秒。

5、礼帽

模型飞机逆风飞行进入，在到达空域 90 度开角位置即可

拉起做垂直上升然后做推杆平飞，在适当时机做推杆进入垂直

下降，在同进入高度做拉杆平飞改出。

扣分：

a、动作的中心与空域中心位置有偏差。

b、4 个 90 度转角半径不等。

c、进入改出的高度不同。

e、动作图型严重失真。

6、横滚1周

模型飞机顺风飞行进入，在接近空域中心时开始做横滚 1

周（360 度）平飞改出。

扣分：

a、横滚不是 360 度。

b、滚转时高度，方向发生偏斜。

c、滚转位置与空域中心位置有明显偏差。

7、垂直上升横滚

模型飞机逆风飞行进入，在空域中心拉起做垂直上升，在

上升边同时完成 1 个 360 度滚转，并继续上升至一定高度做推

杆平飞改出。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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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拉起边不是 90 度。

b、滚转角度不是 360 度。

c、顶端改出高度，方向变化。

d、垂直上升边的滚转前后没有明显的直线段。

8. 着陆航线和着陆（50 米×50 米）

（同初级着陆航线）

扣分：

a、着陆航线的 4 条边不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轨迹。

b、4 个 90 度的转弯不柔和，不是约 90 度。

c、第三转弯的位置判断错误，影响第五边的着陆下滑曲

线。

d、5 条边下滑轨迹高低变化，摇摆，接地粗暴，反跳，侧

滑，倾翻。

e、接地点不在规定区域内。

f、着陆接地复飞者为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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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中级动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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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类高级：

1、正方筋斗

2、1/2 倒古巴 8 字

3、双因麦曼

4、失速倒转

5、眼镜蛇横滚

6、半滚陀峰

7、慢滚

8、1/2 古巴 8 字

9、三角筋斗

10、1/2 8 字倒转

11、四位横滚

12、因麦曼

13、螺旋 3 周

动作描述：

1、正方筋斗

模型飞机逆风进入飞越空域中心后在相应位置拉起做 1/4

筋斗呈垂直上升，达到一定高度再拉杆做1/4筋斗成倒飞状态，

在相应位置再拉杆做1/4筋斗成垂直下降到达进入高度再拉杆

做 1/4 筋斗成平飞至进入点，结束。

扣分：

a、方筋斗中心与空域中心位置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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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个 1/4 筋斗半径不等。

c、4 个边长不等，直线段起伏，倾斜。

d、方形展示面倾斜。

2、1/2 倒古巴 8 字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逆风飞行至 180 度线附近拉起做 1/8

筋斗呈 45 度爬升，然后做半滚，继续呈倒飞直线爬升至一定

高度拉杆做 5/8 筋斗，平飞顺风改出。

扣分：

a、半滚不在 45 度直线段中间。

b、1/8、5/8 筋斗半径不等。

c、5/8 筋斗半径不等；且部分图型超出 120 度线。

3、双因麦曼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顺风进入，当飞过空域中心后在相应

位置拉起做 1/2 筋斗，并在筋斗顶部紧接着做一个半滚，平飞

至相应位置推杆做 1/2 外筋斗，在外筋斗底点紧接着做一个半

滚，平飞改出。

扣分：

a、2 个 1/2 筋斗半径不等。

b、整个动作幅度超过 4 个半径。

c、动作的中心与空域中心位置有偏差。

d、2 个半滚不是在筋斗的顶，底点紧接着做。

e、半滚不是 18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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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动作展示面扭曲，倾斜。

4、失速倒转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顺风进入 120 度线附近拉起做 1/4 筋

斗垂直上升，至一定高度减速至临界失速状态，（倒转）侧转

180 度垂直向下飞行至进入高度拉杆做 1/4 筋斗平飞改出。

扣分：

a、进入、改出的 1/4 筋斗半径不等。

b、侧转 180 度半径大于 1 个翼展。

c、倒转（侧转）时有明显的停顿，且倒转前模型飞机有

明显的预倾。

d、倒转（侧转）不是 180 度，有钟摆现象。

5、眼镜蛇横滚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逆风进入至空域 90 度线开始，拉起

做 1/8 筋斗呈 45 度直线爬升，在线段中间做半滚；达到相应

高度和空域中心拉杆做 1/4 筋斗向下，做 45 度倒飞直线，在

线段中间做半滚，到进入高度拉杆做 1/8 筋斗平飞改出。

扣分：

a、两个 1/8 筋斗半径与 1/4 筋斗半径不等。

b、两个半滚不在 45 度直线段中间。

c、2 个半滚速率不等。滚转角度不准。

d、进入，改出高度不等。

6、半滚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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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逆风进入 120 度线附近，拉起做 1/4

筋斗垂直上升，在上升直线段中间做半滚，然后拉杆做 1/2 筋

斗垂直下降至进入高度拉 1/4 筋斗平飞改出。

扣分：

a、2 个 1/4 筋斗与 1/2 筋斗半径不等。

b、半滚不是 180 度。

c、进入改出高度不等。

d、动作图形部分超出 120 度线外。

7、慢滚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顺风进入，到达空域 90 度开角线开

始缓慢的滚转 1 周至另一边 90 度线结束。平飞改出（顺风）。

扣分：

a、滚转速率不等。

b、滚转轴线起伏。

c、滚转滞留时间小于 3 秒。

8、1/2 古巴 8 字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顺风进入，至相应位置拉起做 5/8 筋

斗呈 45 度向下倒飞直线，同时在线段中间做半滚。至进入高

度平飞改出。

扣分：

a、5/8 筋斗和改出的 1/8 筋斗半径不等。

b、半滚不是 18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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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5 度斜边角度不准。

d、动作图形部分超出 120 度线外。

9、三角筋斗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逆风进入，通过空域中心至相应位置

拉杆完成 135 度转角呈 45 度倒飞爬升，到空域中心位置再拉

杆做 90 度转角，呈 45 度向下倒飞至相应位置再拉杆做 135 度

转角成平飞至进入点完成。

扣分：

a、三角形 3 个内角半径不等。

b、三角形 2 个斜边长度不等。

c、进入改出高度不同。

d、图型中心位移，展示面倾斜。

10、1/2 8 字倒转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逆风进入，至 120 度线附近，拉起做

1/8 筋斗呈 45 度直线爬升，到一定高度拉杆做 5/8 筋斗呈垂直

下降飞行，同时在直线段中间做半滚，到进入高度拉杆做 1/4

筋斗平飞改出。

扣分：

a、1/8、1/4 筋斗和 5/8 筋斗半径不等。

b、半滚不是在直线段中间。

c、半滚角度不准。

d、进入改出高度不同。



18

11、四位横滚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顺风进入到空域 90 度线开始，做 4

个 1/4 滚转（左，右均可），平飞改出。

扣分：

a、4 个滚转速率不等。

b、4 个滚转角度不准。

c、滚转轨迹起伏，偏斜。

12、因麦曼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顺风进入到 120 度线附近拉起做 1/2

筋斗，在筋斗顶点紧接着做 1 个半滚，（逆风）平飞改出

扣分：

a、1/2 筋斗半径不等。

b、半滚没有在筋斗顶点紧接着做。

c、半滚不是 180 度。

13、螺旋 3 周

动作描述：模型飞机逆风进入，逐渐减速，保持同高度平

飞至空域中心位置，进入螺旋。完成 3 周后继续垂直下降到相

应高度拉 1/4 筋斗平飞改出。

扣分：

a、螺旋轴线不在空域中心线上。

b、螺旋不是准确的 3 周。

c、进入前抬头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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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进入前机身偏转，且没有超过 45 度。

e、进入失速不完全，有明显的副翼效应。

f、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零分：

*强制推杆进入；

*垂直大螺距盘旋；

*进入前机身偏转超过 90 度。

*超过 3 周转角超过 9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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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高级动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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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类特级：

根据当年国际航联F3A项目P组动作执行。

固定翼（A类）评分指南；

该指南是应用于判断操纵者的安全飞行技能的参考标准。

1、模型飞机的横向，纵向偏斜每超过 15 度扣 1 分，当偏

斜角度过大超出 90 度则视为动作失败，得零分。

2、每个动作的进入和改出均必须有一明显的直线段，如

没有或不明显则扣 1 分。

3、每个动作都需在相应的空域范围内完成，并保持其相对

稳定性，如出现偏差，则视严重程度扣 1—3 分。

4、每个动作的幅度均需基本相同，过大或过小则扣 1 分。

5、不能较熟练的控制飞行速度，在动作过程中剧烈的速度

变化，则视为动作的不协调和不安全症候，严重扣分 3—4 分。

6、所有动作均需在水平 120 度开角，仰角 60 度范围内，

动作航线距操纵者在 150 米左右完成。超空域视其程度按每

1/10 超出面扣 1 分，动作位置过远或过近扣 2 分（即使该动作

做得很好）。

第八条 直升机（C类）技术等级飞行考核动作要求

一、C 类少年级

起飞/着陆

动作描述：

模型机头向前从场地中央柔和起飞至目视高度飞行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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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后，模型柔和下降着陆于场地中央 3 平方米范围内。

动作要求：模型整个飞行过程必须位于 10 平方米飞行范

围内.并要求独自完成起飞和着陆动作。

扣分：

a、飞行时间少于 10 秒。

b、飞行过程模型整体移出 10 平方米范围。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d、模型着陆在 10 平方米范围外为零分。

C类少年级动作图

二、C类初级：

1. 起飞 /悬停

2. 四位悬停

3. 水平移位

动作描述：

1. 起飞 /悬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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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机头向前于起降区起飞，垂直匀速上升至2米高度悬

停不少于4秒，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2米高度悬停不足4秒；

b. 模型悬停过程中出现位移和高度变化；

c. 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2. 四位悬停

模型机头向前于起降区起飞，垂直匀速上升至2米高度悬

停2秒，机体向任意方向依次做4个90°缓慢自转并在每个90°

位置悬停2秒以上；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每位悬停不足2秒；

b.自转不是90度；

c.模型悬停、自转过程中出现位移和高度变化；

d.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3. 水平移位

模型机头向前于起降区起飞，垂直匀速上升至2米高度悬

停2秒，模型向左或右水平匀速移动至1号(或2号)旗上空悬停

至少2秒, 模型反向水平匀速移动至2号或(或1号)旗上空悬停

至少2秒, 模型反向水平匀速移动至起降区上空悬停至少2秒,

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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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模型在2米高度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或位移过程中出现方位和高度变化；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三、C类中级：

1. 垂直矩形带180°自转

2. 机头向外盘旋一周

3. 顺风直线飞行接180°转弯

4. 180°失速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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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迎风直线飞行接180°转弯

6. 45°下降着陆

动作描述：

1. 垂直矩形带180°自转

模型机头向左(或右)于起降区起飞，垂直匀速上升至2米

高度悬停2秒，模型水平后退飞行至1号(或2号)旗上空悬停2

秒,模型垂直上升同步做180°自转至7米高度悬停2秒，模型水

平后退飞行至2号(或1号)旗上空7米高度悬停2秒,模型 垂直

下降同步做180°自转至2米高度悬停2秒, 模型水平后退飞行

至起降区上空2米高度悬停2秒, 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

降区。

扣分：

a.模型在点位悬停不足2秒。

b.模型悬停或位移过程中出现方位、高度或移动速率的变

化。

c.自转不是180°；

d.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2. 机头向外盘旋一周

模型机头向左(或右)于起降区起飞，垂直匀速上升至2米

高度悬停2秒，模型水平前进飞行至1号(或2号)旗上空悬停2

秒,模型向左或向右做半径5米的机头向外水平圆周飞行回到1

号(或2号)旗上空悬停2秒, 模型水平后退飞行至起降区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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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停2秒，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点位悬停不足2秒。

b.模型悬停或位移过程中出现方位、高度或移动速率的变

化。

c.模型在水平圆周飞行的每90度点位机头指向不准确。

d.模型的垂直投影移动轨迹不是正圆。

e.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3. 顺风直线飞行接180°转弯

模型在不小于10米的高度做顺风水平直线飞行，保持至少

50米的长度，结束后紧接着做180°转弯（转弯形式不限）。

扣分：

a.模型水平直线飞行中高度或航向发生变化。

b.模型水平直线飞行的长度小于50米。

c. 转弯不是180°。

4. 180°失速倒转

模型迎风水平直线飞行10米以上进入，在场地中线做1/4

内筋斗，垂直爬升至失速位置后机体做180°自转，机头向下

垂直飞行，拉杆做1/4内筋斗，在动作进入高度保持不少于10

米水平直线飞行结束动作。

扣分：

a.动作进入和改出时，没有保持至少10米的水平直线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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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模型上升或下降边不垂直；

c.模型失速位置180°自转角度不准确；

d.整个动作没有位于场地中央。

5. 迎风直线飞行接180°转弯

型在不小于10米的高度做迎风水平直线飞行，保持至少50

米的长度，结束后紧接着做180°转弯（转弯形式不限）。

扣分：

a.模型水平直线飞行中高度或航向发生变化。

b.模型水平直线飞行的长度小于50米。

c. 转弯不是180°。

6. 45°下降着陆

模型迎风水平直线飞行10米以上进入，在合适位置进入

45°匀速下降飞行并平稳着陆于起降区结束动作。

扣分：

a.动作进入时没有保持至少10米的水平直线飞行；

b.模型45°下降飞行的直线段小于10米；

c.模型45°下降飞行过程中机头指向发生变化；

d.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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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类高级：

1. 半圆

2. 垂直三角形带自转

3. 正筋斗一个

4. 水平横滚一周

5. 半滚失速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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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眼镜蛇横滚

7. 45°下降自旋着陆

动作描述:

1. 半圆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起飞至2米高度悬停至少2秒，模型后退

飞行同步完成任意方向自转180°，至1（或2）号旗上方悬停

至少2秒，模型以1/2半径5米圆为轨迹后退上升、下降飞行，

至2号（或1号）旗上方悬停至少2秒，模型前进飞行同步完成

任意方向自转180°，至起降区上方悬停至少2秒，垂直下降并

着陆在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悬停点位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方向变

化;

c.半圆形轨迹半径不等；

d.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2. 垂直三角形带自转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匀速起飞至 2 米高度悬停 2 秒，模型水

平后退飞行至 1 号（或 2 号）旗上空悬停 2 秒，模型做任意方

向180°自转悬停2秒,模型沿45°线后退上升至起降区上空7

米高度悬停 2 秒，模型做任意方向 360°自转悬停 2 秒。模型

沿 45°线后退下降至 2 号（或 1 号）旗上空 2 米高度悬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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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模型做任意方向 180°自转悬停 2 秒，模型水平后退飞行

至起降区上空悬停 2 秒，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悬停点位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方向变

化;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3. 正筋斗一个

模型迎风水平直线飞行10米以上进入动作，在场地中线拉

起做一个适当大小、同半径的内筋斗，在动作进入的高度改出，

水平直线飞行不少于10米结束动作。

扣分：

a.进入、改出时航向或高度不一致;

b.筋斗不圆、不是等半径;

c.动作未居于场地中央进行;

d.动作进入或改出没有10米水平直线段展示。

4. 水平横滚一周

模型顺风水平直线飞行至少10米进入动作，在适当的空域

做一个至少2秒的一周横滚，滚转过程中模型纵轴始终与飞行

方向保持一致，改出时水平直线飞行不少于10米结束动作。

扣分：

a.动作进入、改出时航向或高度不一致;



31

b.滚转速率发生变化;

c.动作未居于场地中央进行;

d.动作进入或改出时没有10米水平直线段展示。

5. 半滚失速倒转

模型迎风水平直线飞行10米以上进入，自场

地中线进入做1/4内筋斗后垂直爬升，在爬升过程中做任意方

向半滚，半滚结束后模型至少上升一个机身以上的高度，达到

失速位置后机体做180°自转，机头向下垂直下降，拉起做1/4

内筋斗，在动作进入高度保持不少于10米直线段结束动作。

扣分：

a.动作进入、改出时航向或高度不一致;

b.模型上升和下降不垂直;

c.半滚不准确;

d.动作未居于场地中央进行;

e.动作进入或改出时没有 10 米水平直线段展示。

6. 眼镜蛇横滚

模型顺风水平直线飞行不少于10米，在合

适位置拉杆做1/8内筋斗进入45度上升，在直线段中部半滚，到

达顶部拉杆做1/4内筋斗进入倒飞45度下降，在直线段中部半滚，

拉杆做1/8内筋斗至进入高度改出，并保持水平直线飞行至少10

米结束动作。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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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动作进入、改出时航向或高度不一致;

b.模型 45°上升或下降直线段不准确;

c.半滚不准确;

d.三个拉杆内筋斗的半径不同;

e.动作未居于场地中央进行。

f.动作进入或改出时没有 10 米水平直线段展示。

7. 45°下降自旋着陆

模型高度在15米以上，迎风进入熄火降落，保持均匀且稳

定的下降速度，以45°下降航线向直径１米的圆形降落区降落。

降落时脚架应完全落在圆形的降落区内。

扣分:

a、下降不是45°;

b、航向偏离或不稳定；

c、模型进入时发动机未熄火（或电机未断电）;

d、模型接地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e、着陆后模型翻倒，则本动作零分。

* 在完美完成动作要求的前提下，降落在1米圆圈内最高

得10分；3米圆圈内最高得8分；3米圆圈外最高得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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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类高级动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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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类特级：

根据当年国际航联F3C项目P组动作执行。

第九条 多旋翼飞行器（X类）技术等级飞行考核动作要求

一、X 类少年级

起飞/着陆

动作描述：

模型机头向前从场地中央柔和起飞至目视高度飞行 10-20

秒后，模型柔和下降着陆于场地中央 3 平方米范围内。

动作要求：模型整个飞行过程必须位于 10 平方米飞行范

围内.并要求独自完成起飞和着陆动作。

扣分：

a、飞行时间少于 10 秒。

b、飞行过程模型整体移出 10 平方米范围。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 3 米起降区内。

d、模型着陆在 10 平方米范围外为零分。

X类少年级动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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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X类初级：

1. 起飞 /悬停

2. 四位悬停

3.水平移位

动作描述：

1. 起飞 /悬停

模型机头向前于起降区起飞，垂直匀速上升至2米高度悬

停不少于4秒，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2米高度悬停不足 4 秒；

b、模型悬停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变化；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2. 四位悬停

模型机头向前于起降区起飞，垂直匀速上升至2米高度悬

停2秒，机体向任意方向依次做4个90°缓慢自转并在每个90°

位置悬停2秒以上；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每位悬停不足2秒；

b、自转不是90°；

c、模型悬停、自转过程中出现位移和高度变化；

d、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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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平移位

模型机头向前于起降区起飞，垂直匀速上升至2米高度悬

停2秒，模型向左或右做水平匀速移动至1号（或2号)旗上空悬

停至少2秒, 接着做反向水平匀速移动至2号(或1号)旗上空悬

停至少2秒, 再做反向水平匀速移动至起降区上空悬停至少2

秒, 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2米高度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或位移过程中出现方位和高度变化；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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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X类中级

1、矩形

2、垂直三角形带自转

3、双向水平8字

4、起降航线

动作描述:

1、矩形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起飞至2米高度悬停至少2秒，模型后退

飞行同步完成任意方向自转180°，至1（或2）号旗上方悬停

至少2秒，模型垂直上升飞行至7米高度悬停2秒，模型后退飞

行至2号（或1号）旗上方7米高度悬停至少2秒，模型垂直下降

飞行至2米高度悬停至少2秒。模型前进飞行同步完成任意方向

自转180°，至起降区上方悬停至少2秒，垂直下降并着陆在起

降区。

扣分：

a、模型在悬停点位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方向

变化;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2、垂直三角形带自转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匀速起飞至 2 米高度悬停 2 秒，模型水

平后退飞行至 1 号（或 2 号）旗上空悬停 2 秒，模型做任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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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80°自转悬停2秒,模型沿45°线后退上升至起降区上空7

米高度悬停 2 秒，模型做任意方向 360°自转悬停 2 秒。模型

沿 45°线后退下降至 2 号（或 1 号）旗上空 2 米高度悬停 2

秒，模型做任意方向 180°自转悬停 2 秒，模型水平后退飞行

至起降区上空悬停 2 秒，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悬停点位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方向

变化;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3、双向水平 8 字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匀速起飞至 2 米高度悬停 2 秒，模型以

半径 5 米圆轨迹做机头向内（或向外）水平圆周飞行回到起降

区上空，紧接着以半径 5 米圆轨迹做机头向外（或向内）水平

圆周飞行回到起降区上空悬停 2 秒，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

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悬停点位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变化；

c、 两个水平圆的半径不等；

d、两个水平圆的切点不在场地中线;

e、机身纵轴指向与圆周转角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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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4、起降航线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匀速起飞至 2 米高度悬停 2 秒，模型沿

45°线上升前进飞行至不小于 15 米的高度，进入水平直线飞

行不少于 10 米，紧接着模型以不小于 2 米的半径进入向左（或

向右）180°转弯后沿当前高度和航向完成不少于 50 米的水平

直线飞行，紧接着模型以不小于 2 米的半径进入向右（或向左）

的水平 180°转弯后沿当前高度和航向完成不少于 10 米的水

平直线飞行，模型沿 45°线下降飞行至起降区上空 2 米高度

悬停 2 秒，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悬停点位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变化;

c、模型上升或下降不是 45°;

d、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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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X类高级

1. 垂直横8字带反向自转

2. 机头向内盘旋上升

3. 酒杯

4. 平移4位飞行

5. 急停着陆

6. 限距绕标飞行

动作描述：

1. 垂直横8字带反向自转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匀速起飞至4.5米高度悬停2秒，模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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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字轨迹飞行的同时机体同步自转，8字第一个圆自转一周，第

二个圆反向自转一周，自转的反向点位于两个圆的切点位置，

在起降区上空4.5米的位置结束8字飞行，悬停2秒，模型垂直

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在悬停点位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变化;

c、 8 字的两个圆半径不等、不圆；

d、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2. 机头向内盘旋上升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匀速起飞,至2米高度悬停2秒，模型以

半径2.5米圆做一周机头向内飞行的同时上升至7米高度悬停2

秒,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水平圆的每个90°位置，

机头应指向圆心，机体高度的上升应均匀、同步。

扣分：

a、模型在悬停点位悬停不足 2 秒;

b、模型悬停、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变化;

c、机头指向与圆周转角不同步;

d、上升速度不均匀；

e、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3. 酒杯

模型从起降区垂直起飞同时做180°旋转至2米高度悬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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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2秒，以1/4个半径5米圆为轨迹飞行同时做任意方向180°旋

转停止于1（或2）号旗上方7米高度悬停至少2秒，后退水平飞

行同时做两个相反方向的180°旋转至2（或1）号旗上方悬停至

少2秒，（两个反向旋转的变化点应位于中心线位置）以1/4个半

径5米圆为轨迹飞行同时做任意方向180°旋转停止起降区上方

2米高度悬停至少2秒，模型垂直下降并做任意方向180°旋转着

陆在起降区。

4. 平移4位飞行

模型在操纵手正前方以不低于5米的高度水平直线飞行10

米以上进入动作，模型在水平直线飞行过程中依次完成4个任

意方向机头指向的停顿，每个停顿之间机头自转90°，完成后

模型水平直线飞行不少于10米结束动作。4个停顿过程中，机

体重心的移动轨迹应保持水平直线。

扣分：

a、模型自转、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变化;

b、停顿点位不清晰；

c、停顿点位角度不准确。

5. 急停着陆

模型在操纵手正前方不低于5米的高度水平直线飞行中急

停于起降区上空，模型垂直匀速下降着陆于起降区。

扣分：

a、模型行进过程中出现位移或高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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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急停点偏离起降区上空；

c、模型着陆粗暴或未落在起降区内。

6. 限距绕标飞行

模型在 3 米高度以下由场地任意一侧按机头向前进入，从

第一标志旗右侧进入，经过第二个标志旗左侧依次绕过所有标

杆。在最后一个标志旗折返方向并依次绕行回到起点位置。标

志旗的高度为 0.5 米，间隔距离为 2.5 米。起降区中心视为一

个标志旗。飞行中操纵手应处在操纵区并不得跟随模型。

扣分：

a、 模型飞行高度大于 3 米

b、 模型在飞行中碰撞标志旗。

c、 模型没有依次绕行标志旗，评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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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类高级动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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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限距绕标飞行

C/X类评分指南（适用于各级别）

1. 所有动作在进入前均须由操纵手或助手报告动作的

名称和开始、结束，否则不予评分。所有的扣分都是基于开始

和结束口令之间飞行所展现出来的瑕疵而判定的。

2. 模型悬停或位移过程中出现方位高度变化,每0.5米

的变化一次减1分,每超过1米的变化减2分.移动速率的变化每

出现一次减1分。

3. 动作图形不准确或部分缺失减1至3分。

4. 模型未从起降区垂直起飞减1分。

5. 模型着陆粗暴减1至2分。

6. 在完美完成动作要求的前提下，模型降落在1米圆圈

内最高得10分；3米圆圈内最高得7分；3米圆圈外最高得5分；

在10平方米范围外为零分。

7. 模型上空飞行的动作进入和改出必须有明显的直线

段展示，如果缺失明显的直线段则每出现一次减1分。

模型飞行的所有动作图形展示均须居于操纵手正前方场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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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除非特殊说明），出现整体偏移减 1 至 2 分。

第十条 FPV第一视角飞行类（F类）技术等级飞行考核动

作要求

一、F类初级（A类）

起飞/着陆

动作描述：

模型逆风柔和滑跑或手掷起飞至不少于 10 米以上高度并

完成 180°水平转弯。模型顺风水平飞行不少于 50 米直线段并

完成 180°水平转弯。模型逆风水平飞行不少于 50 米直线段并

完成 180°水平转弯。模型调整航线逆风着陆于起飞点附近（起

飞点为圆心半径 50 米范围）。

扣分：

a、模型空中飞行没有明显的逆风和顺风直线段展示。

b、180°水平转弯角度偏差过大。

c、模型未着陆于起飞点附近。

d、未全程使用 FPV 的方式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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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类初级（X类）

起飞/着陆

动作描述：

模型于起飞点起飞至不少于 10 米以上高度。模型水平飞

行不少于 50 米直线段并完成 180°水平转弯。模型再次水平飞

行不少于 50 米直线段并完成 180°水平转弯。模型调整航线着

陆于起飞点附近（起飞点为圆心半径 30 米范围）。

扣分：

a、模型空中飞行没有完成两条明显的直线段展示。

b、180°水平转弯角度偏差过大。

c、模型未着陆于起飞点附近。

d、未全程使用 FPV 的方式飞行。

第十一条 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理论考核大纲

一、遥控航空模型基本知识、飞行安全常识

（适用于少年级申请者）

二、航空模型基础知识-1（适用于初级申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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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模型基本概念

2、航空模型运动的意义

3、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安全常识

三、航空模型基础知识-2（适用于中级申请者 ）

1、航空模型运动发展简史

2、航空模型简要空气动力原理及结构与工艺知识

3、通用模型用遥控设备常识

4、遥控模型飞行安全常识

四、航空模型基础知识-3（适用于高级、特级申请者）

1、航空模型空气动力学原理

2、通用模型用遥控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3、模型用电动机、内燃机及涡喷发动机工作原理

4、遥控航空模型飞行航线及动作的评判标准

5、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安全规定

注：特技飞行动作的详细规范要求请参阅中国航空运动协

会每年公布的《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中有关章

节 。

第十一条 本标准解释权属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