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帆船赛事活动办赛指南 

 

第一部分 总则 

一、为贯彻中央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总体部署，

规范全国各类帆船赛事活动的组织管理，提升帆船赛事活动办赛

服务水平，促进帆船运动健康发展，制定本指南。 

二、本指南所指的帆船赛事活动（以下简称帆船赛事），是

指在中国境内（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举办的各类帆船赛事及相关活动。 

三、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帆船赛事主办、承办

单位对帆船赛事负有主体责任，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各省市

帆船主管部门和各级帆船协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帆船赛事负

有监管责任，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对所辖区域内帆船赛事活动负有

领导责任。 

四、帆船赛事主办、承办单位应主动联系本区域内帆船主管

部门和帆船协会，寻求业务指导、技术支持与服务，主动接受监

管。 

 

第二部分 帆船赛事分类 

一、在我国举办的国际性帆船赛事的分类、审批按照国家体

育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二、全国帆船赛事： 



（一）体育总局主办的赛事 

由国家体育总局作为主办单位，委托中帆协进行组织和管理

的综合性或单项帆船赛事。按照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二）中帆协主办的赛事 

1. 中帆协自主举办的赛事：由中帆协发起并组织的，中帆

协拥有版权、管理权以及全部或部分商业开发权的全国帆船赛

事，包括但不限于： 

1）中国帆船联赛 

2）全国锦标赛/冠军赛，青少年锦标赛/冠军赛等 

3）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 

4）中国家庭帆船赛 

5）中国大众帆板巡回赛 

2. 中帆协联合主办的赛事：由中帆协与其他方共同发起的，

或由其他方发起并邀请中帆协共同主办的，中帆协拥有版权、管

理权或部分商业开发权的全国帆船赛事。 

（三）中帆协指导的赛事。 

由中帆协会员协会发起、组织的和或由地方省、市体育主管

单位发起、组织的，并拥有赛事版权、管理权和商业开发权的商

业性、群众性的全国帆船赛事。 

中帆协根据主办方请求，同意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宣传、协

调、品牌等工作支持、指导和或服务。 

三、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或由中帆协主办的帆船赛事，其名称



可以使用“中国”、“全国”、“国家”、“中华”字样或具有类似含

义的词汇。其他全国帆船赛事不得冠以“中国”、“全国”、“国家”、

“中华”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 

四、主办方为世界帆联、亚帆联或其它国际帆船赛事组织的

帆船赛事，赛事名称须经相关国际组织确认，未经确认不得冠以

“世界”、“亚洲”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 

 

第三部分 帆船赛事申办 

帆船赛事申办程序按照《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帆船赛事管

理办法》执行。 

 

第四部分 帆船赛事办赛条件 

    注：该办赛条件为国际比赛规范办赛条件，单场比赛具体办

赛条件视赛事级别、规模、参与人数等调整。 

一、设施和基础建设： 

（一）比赛场地条件 

1. 比赛区域：单片比赛场地不少于 1.5 海里直径，比赛区

域（湖、海）无渔网、航道等障碍物，水深适宜比赛帆船船体吃

水。 

2. 风力条件：帆板比赛平均风速要求 4 节以上，帆船比赛

平均风速要求 6节以上，风筝板平均风速要求水翼板大于 7节，

双向板大于 10节，风力稳定，海上比赛避开台风季。 



（二）竞赛办公室需求 

1. 信号旗杆：8-10 米高，无障碍物，升降所数量与场地数

量一致。 

2. 官方公告栏：分别公告竞赛\仲裁\技术委员会信息、成

绩以及比赛气象信息、社交活动、设施分布图等。 

3. 公共广播系统：覆盖整个比赛区域。 

（三）基础建设及设施： 

1. 起重机：协助起降龙骨船和教练艇（教练艇也可以通过

下水坡道上下水）。 

2. 停船区：足够停放比赛用船的区域，相对避风或利于固

定。 

3. 泊位：足够停放教练艇及竞赛委员会用艇（至少 30-40

条），如举行龙骨船比赛须保证停放竞赛船。 

4. 上下水坡道：坡道宽度和长度满足足够下水船只正常下

水，坡道整洁，定期清除苔藓，坡度为 1：8-1：10。 

5. 集装箱停放区：能够停放赛队集装箱的区域，并协助提

供集装箱吊装服务。 

6. 洗船区域：海上比赛应提供足量淡水和淡水管冲洗船只，

保证水压。 

7. 油料供给：负责竞赛用艇的加油，提供参赛用艇的加油

协调服务。 

8. 器材存放室：可用大棚、木架等，搭建封闭空间用于船



帆、板体及相关器材的存放。 

9. 停车区：保证赛时停车位置及秩序。 

10. 维修室：提供船只维修区域和工具。 

（四）功能用房及辅助需求： 

1. 更衣室和洗手间。 

2. 工作室：包括组委会办公室、竞赛委员会会议室、仲裁

室（1-2间）、丈量室、成绩统计室、媒体工作室、医疗工作室、

兴奋剂检测室、VIP 室、餐厅、休息区等，根据比赛规模和现场

情况布置。 

3. 网络覆盖：提供高速无线网络（至少 100 兆/秒），媒体

工作室靠近比赛场地。 

4. 轨迹服务：提供符合标准的轨迹及航拍系统支持服务（要

求见附件）。 

5. 运输服务。 

6. 采访区：单独区域，光线良好，立有背景板。 

二、竞赛委员会船只和器材（一块场地为例） 

（一）竞赛委员会船只： 

1. 起点船（RC旗，1条）：足够空间，能容纳 5人以上，易

操作，视野开阔，配备足够旗杆、对讲机、GPS等，应有足够遮

蔽物，提供厕所设施。 

2.（布标）标旁船（RC 旗，根据场地浮标数量，3-5 条）：

马力足够大，配备对讲机、罗经和 GPS 以及视觉和音响信号；配



备绳索、配重和锚用于布标。 

3. 左侧起点船（RC 旗，1条）：配备对讲机、罗经和 GPS，

绳索、配重和锚，最好是有高旗杆的橡皮艇。 

4. 终点船（RC旗，1条）：配备对讲机、罗经和 GPS，绳索、

配重和锚，能容纳 4人以上。 

5. 仲裁用船（J旗，根据场地情况 2-4条）：足够马力，能

容纳 3人以上。用于水上仲裁及现场裁决。 

6. 秩序维护船/救生船（救生旗，根据场地和比赛情况足量

配备）：配有专业救生人员、救生用具、GPS，足够马力。 

7. 媒体船（Media旗，1-2条）：足够马力，能装载 4-5人。 

8. 贵宾船（VIP/CYA，1-2条），1条大艇，带顶棚，能乘坐

10人以上；1条快艇，能乘坐 4-6人。 

（二）浮标：醒目颜色的圆柱体或球体，配有足够长度和数

量锚绳，根据比赛场地确定数量。 

三、人员 

（一）竞赛委员会 

1. 总竞赛官（PRO）：如果具有多个比赛场地，设置总竞赛

官全面协调赛事组织。 

2. 场地竞赛官(CRO)：场地竞赛官负责某一块场地的赛事组

织。 

3. 副竞赛官：配合场地竞赛官进行竞赛组织工作，并有能

力接手场地竞赛官工作。 



4. 竞赛官助理（ARO）：位于左侧船上，与场地竞赛官配合

起航线布设和观察。 

5. 视觉信号官：负责展示视觉信号。 

6. 音响员：与计时员配合发出音响信号。 

7. 计时员：发布倒计时，要求精力集中声音清晰。 

8. 记录员：在起航、标旁、终点船上记录所有发生的相关

事情，包括起航情况、使用航线、通讯细节、过标情况、终点情

况等。 

9. 布标员：根据场地裁判长的要求进行场地布置。布标员

应熟练掌握布标技能和装备使用（航线示意图、罗经、风速计、

海图、GPS）。 

10. 编排团队：负责成绩统计、岸上活动（发布通知、升降

旗、上下水签到）及与场地竞赛官的配合。 

（二）仲裁委员会 

负责水上判罚、岸上审理、资格裁定等全面“裁判”工作。

国际竞赛的仲裁委员会由国际组织与当地承办单位共同产生；国

内竞赛的仲裁委员会成员由主办方选派。仲裁委员会由委员会主

任全面负责。 

（三）技术委员会 

包括船只丈量、器材检查等工作。 

（四）安全救生团队 

由安全官负责，组建专业安全救生团队，监督组委会安全工



作执行，保障赛事安全进行。 

（五）每块场地竞赛技术官员基本配备情况 

职务 人数（人） 住宿安排 

仲裁主任 1 单人间 

仲裁 4-6，视比赛类型而定 单人间 

竞赛官 1 单人间 

技术委员会主任 1 单人间 

技术委员会成员 0-2 标间 

编排长 1 单人间 

副竞赛官（起点长） 1 单间 

竞赛官助理（左侧长） 1 标间 

标旁长 1 标间 

终点长 1 标间 

裁判员 12-16人，视比赛类型而定 标间 

安全官 2 标间 

轨迹支持 2 标间 

如比赛场地至驻地较远：竞赛官（编排长等）、仲裁团队单独配

车，其余裁判配备大车。 

四、比赛流程 

（一）赛前工作： 

赛事申办，场地考察，比赛时间确定，签署协议，成立组委

会，发布规程，补充通知，报名统计，赛事筹备（场地、器材、



活动、接待），秩序册印制，技术官员选派，奖牌证书制作，安

保、医疗、志愿者、媒体、气象方案等。 

（二）赛前三天 

竞赛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等主要岗位报到，检查筹备情况，

召开联席会议，发布航行细则。 

（三）赛前两天 

运动队、裁判员报到，器材领取、检查、整理。 

（四）赛前一天 

召开领队教练联席会议，进行练习赛，举行开幕仪式。 

（五）每日比赛 

召开每日例行会议，提前一天发布第二日比赛时间安排、气

象信息等；发布成绩和第二日通知。 

（六）最后一天比赛 

发布成绩、归还器材、举行颁奖仪式（晚宴）。 

（七）赛后 

总结，账目支付、报销等。 

 

 

 

 

 

 



附件 1：比赛时间安排（根据实际比赛情况调整） 

竞赛日程（裁判长考察场地时提供）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DAY-4 
全天 主要竞赛官员报到 落实接站、竞赛器材、集装箱吊装存放 

 组委会协调会议 综合协调各项事务 

DAY-3 全天 
主要竞赛官员、部分运

动队报到 

落实接站、竞赛器材、集装箱吊装存放，

启动每日往返酒店-赛场班车 

DAY-2 

全天 裁判员、运动队报到 接站 

白天 裁判员整理器材 
裁判长对接比赛、班车时间（裁判、运动

队） 

 裁判员会议 酒店会议室 60人 

白天 运动队整理器材 安排酒店-场地循环班车（1天 3班往返） 

DAY-1 

 练习赛 运动队往返班车，协调中午就餐 

下午 技术联席会 运动员酒店会议室 60人 

DAY 1 

 开幕式 协调运动队班车及开幕式后中午就餐 

 发布预告信号 比赛结束前班车等待，预留审理用车 

DAY 2-5  发布预告信号 比赛结束前班车等待，预留审理用车 

DAY 6 

 发布预告信号 比赛结束前班车等待，预留审理用车 

 不再发出预告信号   

 颁奖晚宴 裁判员、运动员班车接送 

每天运动队三餐时间、班车时间须与裁判长根据比赛时间安排确定并随时调整。 

 

 



附件 2：轨迹及航拍系统支持服务要求 

 

为更好的满足全国帆船赛事竞赛和安全需求，进一步规范和

净化赛场环境，保障赛事公平、公正，特针对全国重要帆船赛事

制定轨迹及航拍系统支持服务要求。赛事承办单位须按照此

要求为赛事提供轨迹及航拍系统支持服务。 

一、轨迹系统支持 

（一）须有独立观看地址，以供现场竞赛人员随时观看查询和协

会网站统一公共传播； 

（二）轨迹设备须具有 SOS功能，以便于组委会救援人员方便的

查寻运动员实时位置；  

（三）竞赛场地内在比赛过程中须配置风力采集设备，在地图系

统中显示实时的场内风力变化。 

（四）竞赛船只的航行轨迹须可以即时调速回放，并可追踪目标

船只显示； 

（五）提供每轮比赛的航行轨迹及航行数据，包括：排名、船队、

航向、航速、平均航速、最大最小航速、VMG、平均 VMG、目标

航标、DTL、DTF等； 

（六）提供竞赛规则辅助线，包括：起终点线、起航区域、lay-line

线、领导线、梯形线等； 

（七）具有计时及计分功能，显示过标及冲终点记录及本轮比赛

的船队排名列表； 



（八）赛事结束后提供整场赛事完整的每轮回放链接，方便运动

员、裁判、教练与组委会随时查询，留存时间不得低于 3年。 

二、航拍支持 

（一）根据竞赛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要求，提供每轮竞赛起航、

终点、绕标等即时航拍支持服务； 

（二）至少保证一台具备视频输出功能的飞行器设备，通过流媒

体实时传输到固定的播出平台，并对此视频进行机内存储，上岸

后提交给组委会留存。 

（三）赛事组委会负责提供航拍同步输出媒介及观赛区（LED屏

幕、55寸以上电视屏幕等）。



附件 3：比赛器材清单（参考） 

一、竞赛用船 

船只（吊装由当

地负责并付费） 

起点船 1、配备船锚 5倍水深锚缆、锚链、15KG锚不允许

流锚走船 
1 橡皮艇，“Start”旗 

终点船、锚、锚链、锚缆 5倍水深长度 1 橡皮艇，“Finish”旗 

起点左侧 1、标旁 4、锚、锚缆 5倍水深长度 4-5 橡皮艇，挂“RC”旗 

仲裁船 2-4 橡皮艇，挂：“IJ”或“J”旗 

技术委员会船只 1 橡皮艇，挂：“M”或“TC”旗 

媒体船 1 橡皮艇，挂“media”媒体旗 

CYA船 1 橡皮艇，挂“CYA”logo旗 

VIP船 1 橡皮艇，挂“VIP”旗 

救生船 2 足够马力橡皮艇，挂救生旗 

 

 



二、竞赛用品 

竞赛用旗 

信号旗：1、A2\\D2\H2\L2\M4\N3\P1\S4\U1\X1\Y2\O4\R4\ 

2、C2\绿三角 2\红方块 2\+2\－2 

3、AP3、黑 1、代一旗 1、蓝 2 

4、橙色带有“START”旗 

5、橙色带有“FINISH”旗等 

面 信号旗需要 30根 2.5米以上长旗杆  

仲裁手旗 面 至少 3-4套 

级别旗 面  级别全覆盖 

白板 60cm*90cm 4块 
起点及标旁使用/配磁吸贴（红或蓝或黑）

/白板笔黑色/起点*2、3标、4标 

浮标&锚 

同色浮标 6个 锚 绳*5倍水深 

黑色浮标 2个 锚 绳*5倍水深 

终点浮标 1个 锚 绳*5倍水深 

大锚（12kg, 含 3m锚链和 20~50m锚绳） 8套 各标旁船和终点船 

标坠（2~5kg, 依浮标大小而定） 8个   

快挂 10   

  对讲机 12 台 ICOM海事对讲机 



  罗径 5个   

  风速仪 3个   

  GPS 5个 不低于 Garmin72 

  审理用磁吸模型 2套 仲裁室 

  塑料周转箱 30升 6个 每船一个 

 各色飘带 若干 根据运动队/运动员数量，分为不同颜色 

  救生衣 50 套以上  上船人员均需穿救生衣 

音响设备 
起点：气喇叭（车用气喇叭配电瓶）     

标旁+终点+编排：雷鸣哨*5+录音笔*5     

三、办公耗材 

明细 数量 备注 

电脑 2台     

打印机 1台     

复印机 1台     

公告栏（规格 1.2*2.4） 1个     

汽笛/喇叭 3个 汽喇叭头 4个、气罐备用 12个   

哨子 6个 标旁用、黑色 标旁使用 



5 号电池 10板 8只装、南孚牌 根据包装数量决定数量 

7 号电池 3板 根据录音笔型号或实际需要   

笔记本、铅笔、铅笔、记录夹板防水

袋 
  各船一份 终点增加 1-2份 

塑料文件夹、笔记本、水笔、铅笔、

削笔刀、纸张、胶水、双面胶、胶棒

等办公耗材 

  编排使用 根据实际需要 

透明玻璃公告栏 2个 
无透明玻璃公告栏可用 

白板 200×150cm 代替 

此项目可根据当地情况省

略 

擦手毛巾 8条 编排签到处使用   

透明胶带大 10卷 水上用   

透明胶带小 3卷     

尼龙材质扎带大 10包 水上固定旗、旗杆用   

尼龙材质扎带小 1包 岸上编排升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