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二届国际中学生精英帆船赛

(op 级)

秩 序 册

指导单位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主办单位

青岛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组委会

青岛市体育局

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

青岛旅游集团

承办单位

青岛青少年航海运动联盟

青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青航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

运营单位：

青岛赛舲航海赛事管理有限公司

比赛时间 2021年 9 月 18日-20 日

比赛地点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2021 年国际中学生精英

帆船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日期和地点

1.比赛日期：9月 18 日—20日

2.比赛地点：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二、比赛项目

OP级组别：

男子甲组、女子甲组；

男子乙组、女子乙组。

参加单位

各省、市、区代表队，各会员俱乐部

四、参赛办法

竞赛规则：比赛执行国际帆船竞赛规则 2021-2024（RRS）中所定义的规则，包括之后的

补充通知；

场地赛采取帆船竞赛规则附录 A低分计分法。

各级（组）别不足 3个单位 5 条船取消小项设置。

五、报名

各单位可报领队一人，教练员两人，运动员人数不限；

8月 28日之前本次赛事将收取报名费每人 300 元；报名通道打开时间为为 2021年 9 月

1日，9 月 7日之后不接受报名，9 月 7 日以后退出比赛者，报名费不退。

汇款信息

名称：青岛青航精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东海路支行

账号：532909387510777

注：汇款时请备注俱乐部名称



参赛人员必须持有效人身保险证明（金额不低于 50万元）、身体健康证明、十四日内

行程表，个人健康码，48小时内酸检测报告（纸质版），监护人同意书和学籍证明，并

在报到时提供证明的复印件。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年 9 月 7 日，请各单位下载报名表填报盖章，将电子版和扫描件

同时发到邮箱 kzsports@163.com，逾期不予受理。

六、参赛器材

本次比赛各赛队可自带器材参赛。

赛事期间，组委会提供 OP 船只使用，参赛选手若使用组委会提供器材，需缴纳押金 1000

元。（比赛结束归还器材后未发现参赛器材有任何损坏、丢失，器材押金将如数退还。

如发现损坏、丢失，器材维修和购买所发生的的费用将从器材押金中扣除，押金数额不

足时，需按实际发生金额补交。）

各运动队领队，赛前给请将运动员帆号报备给组委会，若发现有重复号码，组委会会根

据上报顺序，通知重复运动员进行帆号修改。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各级（组）别有 11名（含）以上运动员（队）参加比赛的奖励前八名；有 8名至 10 名

参加比赛的，奖励前 6名；有 6 名至 7名参加比赛的，奖励前 3 名；

设团体赛奖项，取各代表队的参赛队员所在组别的前三名相加之和，取前三名进行奖励。

八、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执行抗议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条例》的职责。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裁

决。主要裁判由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选派。

九、免责声明

按竞赛规则决定参加比赛，参赛选手须自行承担风险和责任。组委会不对赛前、赛中和

赛后可能发生的人员伤亡，器材损坏和丢失负责。运动员训练和参赛过程中需穿着救生

衣。

十、其他事项

9月 18日下午 4:00 在奥帆中心南下水坡道举行教练领队会，现场进行报名抽签，领队

会须上报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版报名表、学籍表、保险证明和运动员身份证。



裁判员名单

裁 判 长：颜 正

副裁判长：孟祥法

仲 裁：兰川军

编 排 长：朱建海

起 点 长：周东来

标 旁 长：王敬功

终 点 长：乔 健

裁 判 员：林 姗、张 栋、刘裕磊、王万理、曲守德、王 康、杨启波、江兆雨、杨

兴浩、吴海滨、侯言硕、王 绚、刘东滨、徐 岩、高健云、王志刚、张 宁、于 帅

各代表队名单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教练员：逄增辉

领 队：韩震

队 员：干至霖、高子昂、尹俊翔、乔子轩、曹屾、单敬植、樊懿轩、王一涵、吴若娴、

王正涵、黄冬晓、

青岛市市北区帆船帆板艇运动协会一队

教练员：杜俊杰

领 队：李健

队 员：周明昊、赵津川、张绥明晖、李昍檍、傅冯子燿、吕馨晴、范佳煊、王正涵

青岛市市北区帆船帆板艇运动协会二队

教练员：杜俊杰



领 队：李健

队 员：周子惠、刘元清、刘元淳、尹然、韩承昱、段宇昊、姜钰轩

青岛市市北区帆船帆板艇运动协会三队

教练员：杜俊杰

领 队：李健

队 员：高子木、朱思如、徐浠曈、刘思凝、吕梓萱

崂山区帆船队

教练员：逄增辉

领 队：姜振

队 员：刘轩睿、吕赫、苗家瑞、刘浩熙、王润熙、张子萱、石晓雅、王雨馨、李语薇、

袁月笛

北京海淀外国语双优运动学校（海南校区）

教练员：吴林生

领 队：吴林生

运动员：刘亚宁、许王明儒、陈业泽、万铧泽、孙正、满弼丞、庞力伟、

庄淏唯、崔想笛、谭一真、黄缨潼、 张白龄莉、程文俞、时熙媛、倪艺珈、周玲而、

程文星

青岛市黄岛区煦冉帆船运动俱乐部

教练员：栾旭

领 队：栾旭

运动员：金玮皓、马冠中、胡天润、熊友嘉

青岛市锦绣帆船运动俱乐部

教练员：杨喆

领 队：尹慧盈

队 员：钱墨、王语涵、高菲、赵盈溪



航行细则

2020 年 9 月 19 日—20 日
1.规则

1.1 本赛事执行国际帆船竞赛规则中 2017—2020（RRS）所定义的规则，包括之后的补

充通知。

本次比赛执行附录 P

1.2 国家机构的相关规定不适用。

1.3 在语言有冲突,上述规则以中文版本为准。

2.运动员通知

运动员通知将会被张贴在下水码头附近的官方公告栏内。

3.航行细则修改

航行细则的任何修改都将会在生效日当天起航前 2小时前张贴，比赛日程有关的修改将

会在生效日的前一天晚上 20:00 点之前张贴。

岸上信号

4.1 岸上信号将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帆船帆板运动协会训练基地码头的官方信号旗杆上

展示。

4.2 岸上升起 D 旗（或组别旗）时并伴随一声音响，表明“（该组）比赛的预告信号

将在 D旗展示后不少于 30分钟发出”，这时（该组）帆船可以离开码头，但其他组别

不得离开码头。

5.比赛日程

5.1 日程安排如下：

9月 19日 8:30 运动队报到

9月 19日 10:00 起航信号

9月 19日 16:00 不再发出预告信号

9月 20日 10:00 起航信号

9 月 20日 12:00 不再发出预告信号

9月 20日 13:30 颁奖仪式

5.2 每个竞赛日每个级别最多进行 5 轮比赛。



6.级别旗

6.1 级别旗：

初中男子组黑底白级别旗

初中女子组蓝底白级别旗

小学男子组白底黑级别旗

小学女子组红底白级别旗

7.竞赛水域

青岛西海岸新区唐岛湾国家湿地公园水域内

8.比赛航线

8.1 附录 1 中的视图显示了本次场地赛的航线图。

附录 2中的视图显示了本次赛事的竞赛区域。

8.2 选手需左舷绕标。

8.3 预告信号之前，将在起航信号船白板上展示 1 标大致方位。

9.标志

9.1 所有竞赛标将会是橙色浮标。

10.障碍物区域

本次赛事在港池出口外侧（南侧）水域设置障碍水线，在障碍水线延长线外侧（南侧）

区域禁止航行。

起航顺序

9月 19日 OP 级帆船男子小学组

OP级帆船女子小学组

9月 20日 OP 级帆船男子初中组

OP级帆船女子初中组

11.2 比赛将按规则 26 起航，即在起航信号 5 分钟前发出预告信号。

11.3 起航线是起点信号船上的橙色 START旗旗杆和左侧起航船上的橙色 START旗旗杆

之间的连线。

11.4 完成了该轮比赛的船只应当尽快回到等候区准备进行下一轮竞赛，为提示下一轮

竞赛信号即将发出，竞赛委员会在下轮竞赛预告信号前展示 START旗不少于 4 分钟。

11.5 一条船在它的起航信号发出 4 分钟后的起航将会被记为 DNS，并且不进行抗议



审理。此条更改规则 A4 和 A5。

12.下一段航线改变

12.1 要改变下一段航线，竞赛委员会将会设置一个新标（或者移动终点线）而且尽

快拿走原有的橙色标。

12.2 船只应该通过展示航线改变的竞赛委员会船只和附近的浮标之间，此间左舷为

浮标，右舷为竞赛委员会船只。此条更改规则 28.1。

13.终点

终点线竞赛委员会船只上悬挂带有“FINISH”橙色旗旗杆与黄色浮标的连线。

14.惩罚

14.1 严重违反规则 2

当确信选手在竞赛中严重违反规则 2（公平航行）时，仲裁将举红旗伴随一声音响同时

呼喊其帆号，被呼喊的选手需要立即退出本轮比赛，成绩记录为 DSQ。如果不立即退出，

该选手成绩将被记录为 DNE。

14.2 一条船根据规则 44.1 已经进行了解脱或者退出比赛的帆船，应当于抗议时限结

束之前在竞赛办公室完成解脱表的填写。

14.3 执行附录 P 。

14.4 如违反细则 4.2，RC将不通过审理给予在当天竞赛第一轮次成绩上加 2 分的处罚，

按本细则做出的处罚计分缩写为“DPI”。

15.时限和目标时间

15.1 时限和目标时间如下所示：（分钟）

项目 目标时间 1标时限 终点时限

OP 40 15 15

15.2 比赛目标时间仅供参考，如果在 1 标时限内没有帆船通过 1 标，本轮比赛将会放弃，

在时限内没有帆船通过终点也将会被放弃，选手不得以此提出补偿要求。此条更改规则

62.1（a）。

15.3 每轮竞赛第一条参赛帆船到达终点 10分钟后，仍未能到达终点的帆船将不通过审

理而被记为未到达终点（DNF）。此条更改了规则 35、A4和 A5。



16.抗议和要求补偿

16.1 执行《规则》第五章相关抗议审理程序的规则。

16.2 抗议申请表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领取。抗议、要求补偿、重赛要求等都应该在抗议

时限之前递交。

16.3 除规则 61.1抗议船（当事人或目击者）除了在事件现场呼喊“Protest”外，还需

在完成比赛之后立即通知终点裁判员。即抗议方的船只应在冲过终点后立即靠向位于终

点的竞赛委员会船只的右舷尾部，并在其右舷一侧航行，通过时呼喊被抗议船只的帆号。

16.4 抗议时限是当天最后一轮比赛最后一个通过终点的船只其后 40分钟内，或者竞赛

委员会发出今天没有比赛或者放弃比赛信号发出后 40分钟内。

16.5 审理通知将在抗议时限到后 30分钟内张贴，抗议双方和证人需到指定的仲裁室外

等候。抗议审理将会在仲裁室审理。

17.计分

17.1 附录 A 低分计分法使用本次比赛。

17.2 完成 1 轮系列赛有效，竞赛最多进行 5轮比赛。

17.3 当完成 4 轮以下比赛时（包括 4轮），一条船的成绩将会是他的总成绩；完成 5

轮竞赛去掉一轮最差分数计总成绩。

18.安全规定

18.1 退出比赛的船只应当尽快通知组委会并且应当在竞赛办公室完成相关表格的填

写。

18.2 任何不参加比赛的船只都应当由教练或者领队在当天发出 D 旗信号之前通知检

录处。

18.3 参赛选手下水和返回岸边，必须到检录处签到。如违反一次，RC 将不通过审理给

予在最后总成绩上加 3分的处罚，按本细则做出的处罚计分缩写为“DPI”。

18.4 需要救助的运动员应当吹响口哨或者挥舞手桨或手臂。无论运动员是否愿意被救

助,竞赛委员会保留救助他们认为需要救助的运动员的权利。

18.5 运动员在水上的整个过程都必须穿救生衣，短暂更换或调整衣物或个人装备除外，

湿式或干式服不是个人漂浮装备。违反此规则将被判罚取消当天比赛资格（DSQ），此

条更改了《竞赛规则》第 40条和 63.1。

19.器材及其替换



19.1 组委会将会提供帆船比赛器材。

19.2 参赛运动员不应当更改或者改变器材，但下列除外：

a) 在船体或者桅具上绑或者用胶带缠上一个罗盘；

b) 风向仪，包括附带的铁丝和细绳，可以绑或者胶带缠在船体的任何位置；

c) 船体和稳向板以及尾舵可以清洗，但只能用清水；

d) 不干胶带可以用在船体水线以上的任何位置；

e) 所有可以调节的器材结构都可以调节，并且应当符合级别规则的要求。

19.3 替换损坏或丢失的器材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竞赛委员会。替换要求应当在第一个

合适的时间递交竞赛委员会。

19.4 替换的器材需要在竞赛办公室完成相关的表格填写，并且替换和被替换的器材都

会被丈量委员会所监督检查。

19.5 如果替换器材是发生在水上的两轮比赛之间，这两个器材在当天比赛结束之后都

应当送到丈量委员会检查。竞赛委员会根据丈量委员会的调查决定替换的器材是否通

过。

20. 装备和丈量检查

20.1 一条船有义务使它和装备始终保持符合级别规则、竞赛规程和航行细则的要求。

每轮前十条完成比赛的船只在终点线附近随时有丈量船对参赛船只进行抽查。

20.2 帆的丈量有可能在任何有时间的一天进行丈量。

21.广告

由赛事组委会提供

22.官方船只展示旗帜

裁判船——白底蓝色“RC”字旗；

仲裁船——白底蓝色“J”字旗。

救生船——白底红“+”字旗

23.教练艇和辅助船

23.1 教练艇在必要时也要承担救生职责。

23.2 教练艇上应悬挂代表本单位的英文缩写标识

24.垃圾处理

船只不可以在水中乱扔垃圾。垃圾可以暂时放在教练艇或者组委会船只上。违背此条的



船只可能被竞赛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处以违规的该轮比赛,如果是比赛期间对下一轮比

赛罚 5分(DPI),无需审理。

25.行为规范

队员和随队官员应当一直遵守场馆和俱乐部的有关规定。水上和岸上的任何恶劣行为，

无论有没有器材设施损坏，都会由仲裁监督调查，仲裁可能根据规则 69采取行动。

26.照相机和电子器材

船只可能按照组委会的说明被要求携带照相机和录音器材或者定位器材。这些器材所采

集的信息不能用来作为抗议审理的证据。这一条改变规则 63.6.

27.无线电通讯

27.1除非紧急情况下，否则帆船不得在比赛期间发送无线电信号，也不可以接受非所有

帆船可以收到的无线电通讯，此限制也适用于手机。

27.2裁判员使用频道为 9，各参赛队可调到此频道收听，但不能干扰比赛。

28.免责声明

28.1参加帆船赛的运动员所有风险和责任自负。参见规则 4“参赛决定”——决定是否

参加或继续比赛是参赛运动员自己的权利。赛事组织机构对赛前、赛中和赛后发生的或

与之相关的任何物质损失、人员伤亡不承担任何责任。

28.2 每个参赛队员都需要持有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额要求：不低于 50万元）；

现场注册时要提供保险证明原件或复印件。如果没有保险证明，将取消参赛资格。

29.奖励

29.1所有参赛组别前八名均可获得由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及奖牌，团体成绩颁发小学组

及初中组前三名，按各参赛单位（不分男女组）按参赛队员最好成绩前三名成绩总分相

加计算总成绩。

30、未尽事宜，请见补充通知。



附录 1：竞赛航线

场地赛航线示意图: 0 航线

行驶航线绕标顺序：起航--1--2--3--终点

比赛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