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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电子制作项目赛事活动的监督管理，保

护赛事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确保电子制作运动的持续健康发

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及国家

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特制订《全国电子制作项目办赛指南》（以

下简称“办赛指南”）。  

一、本办赛指南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举办的全国性电子制作赛事活动（以下简称“赛事”）。 

二、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

事业余无线电活动和定向运动的组织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

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单位会员，

负责管理全国电子制作项目，是代表中国参加电子制作竞赛国际

组织的唯一合法组织。负责制订与贯彻全国电子制作赛事的标准

和管理制度，为合法组织电子制作竞赛活动的社会各类组织提供

必要的指导和服务。 

 

第二章  赛事申办 

一、申办单位 

赛事承办地政府或国内具有法人资质，无公安、工商、税务、

金融等不良记录，具有一定人力物力财力和组织能力的国有企事

业和私营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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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办流程 

（一）一般每年10月左右，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

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

会在官网及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第二年度的赛事申办公告。 

航管中心 http://www.sport.gov.cn/hgzx  

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 http://crsoa.sport.org.cn 

微信公众号 

 

（二）申办单位应对申办赛事的目的、意义、规格、规模、

经费预算、竞赛场地、食宿交通等问题，进行周密的构思和策划，

并形成书面报告，在截止日期前递交赛事主办单位，主要内容应

包括： 

1．办赛宗旨和理由。 

2．申办赛事的名称、时间、地点和规模。 

3．办赛预算和经费来源。 

4．申办单位的办赛历史和经验。 

5．赛事承办地的交通状况和接待条件。 

三、评估审核 

（一）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收到赛事申办

http://www.sport.gov.cn/hgzx
http://crsoa.spor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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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后，将组织专家工作组对其进行审核和评估。 

（二）符合相关资质及办赛条件的申办单位，将在航管中心、

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为五个工作

日。 

（三）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将根据承办单

位的办赛经验、赛事规模等情况，组织技术代表进行赛前实地考

察（费用由承办单位承担），并与赛事承办单位商定合作办赛有

关事宜，约定办赛标准与条件。 

四、签订协议  

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与赛事承办单位签订

赛事合作协议。 

 

第三章  赛前筹备 

赛前准备工作将直接影响比赛的顺利举办。因此，对赛前工

作必须非常重视，要求做到细致和周密，应包括下列几项工作： 

一、组织机构 

（一）筹备工作组 

1．签订赛事合作协议后，承办单位应立即成立筹备工作组，

负责与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联络工作。 

2.根据赛事举办时间，应至少提前 3个月落实裁判员、工作

人员、运动员的住宿酒店及办公地点（工作人员、裁判员安排在

同一个酒店，参赛队应安排在其它酒店），并由赛事承办单位向



4 
 

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提供竞赛相关信息，包括：

竞赛时间、竞赛地点、报到时间、报到地点、联系人、交通指南

等内容。 

（二）组织委员会 

1.根据所举办赛事的性质和级别，由赛事主办单位、地方政

府、承办单位、协办单位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组织委员会（简称：

组委会）。 

2.赛事承办单位应组织提供合格的赛事筹备、组织和执行团

队人员名单，由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进行复核。 

3.赛事组委会领导机构一般可设以下职位：名誉主任、主任、

执行主任、执行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委员等。  

4．赛事组委会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执行机构，一般可包括：

综合协调部、活动竞赛部、媒体宣传部、后勤保障部、安全保障

部、市场开发部等。 

（1）综合协调部 

贯彻赛事组委会的指示和决定，协调各部门工作，安排大会

活动日期，组织大会开、闭幕式，按时向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

协会提交所需相关信息。 

（2）活动竞赛部  

制定竞赛日程、编排赛事手册、组织裁判进行赛前学习，召

开领队、教练、裁判员联席会议，传达竞赛有关事项，审查各参

赛队的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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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体宣传部 

落实赛事宣传报道途径，对接媒体宣传人员，编写宣传报道

材料，布置会场和会标。 

（4）后勤保障部 

负责赛事的食宿、交通、采购等工作。 

（5）安全保障部 

负责维护赛场秩序和大会食宿、交通、医疗救护等方面的安

全工作。 

（6）市场开发部 

负责赛事的市场招商、赞助执行等工作。 

（三）仲裁、裁判委员会 

赛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人员由主办单位按照有关规定选

派。 

二、竞赛规程 

竞赛规程由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根据赛事的目的、性

质、规模、时间、场地等因素制定。一般包括：竞赛名称、竞赛

时间、竞赛地点、组织机构、竞赛项目、竞赛组别、录取名次与

奖励等信息。 

三、竞赛规则 

竞赛规则由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根据赛事的竞赛项

目和竞赛组别制定。 

四、竞赛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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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通知由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制

定并发布。一般包括：竞赛名称、竞赛时间、竞赛地点、组织机

构、竞赛项目、竞赛组别、报到时间和地点等信息。 

（二）竞赛通知发布后，开始接受赛事报名，组委会应按照

竞赛规程要求逐项进行审核，如有问题，立即与有关单位联系并

要求整改。赛事报名表是竞赛编排的重要依据，因此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工作。 

五、设计制作 

赛事主背景版、氛围营造、宣传内容、广告元素等各类设计

与制作应由组委会安排专项工作团队“统一设计、整体实施、统

一验收”，在印刷、制作、发布前必须经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

和定向运动协会审核确认。  

（一）赛事册 

1．赛事秩序册应准确、美观、实用，封面与封底设计主题

鲜明，体现赛事承办地特色和赛事主要信息。内容一般包括： 

（1）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印发的竞赛通

知、规程和规则。 

（2）赛事组委会和大会各工作机构的人员名单。 

（3）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名单。 

（4）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和运动员名单。 

（5）竞赛日程、竞赛场地平面图和大会注意事项等内容。 

2．赛事如有市场商业赞助、特别鸣谢单位，应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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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如有其他要求内容应根据版

面分布予以列出。 

（二）成绩册 

赛事成绩册应包括全部竞赛成绩、优秀裁判员名单和最佳组

织单位单名等内容，不仅是比赛的成绩档案，也是下次比赛编排

的重要依据。一般制作成电子版，在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

网站发布。  

（三）证件 

主要包括嘉宾证、工作证、裁判证、参赛证、媒体证等证件。 

（四）服装 

主要包括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服装，颜色应有所区分。 

六、场地布置 

（一）赛场一般为大型酒店会议室或大型室内体育场。 

场地内应配有空调及通风系统，确保照明充足，地面干净整洁。

如有必要，应在赛前进行场地清理和修补。临时搭建的场地，需

考虑围挡的数量、高度和安全性。主要包括： 

1．布置主席台和背景幕； 

2．布置通知和成绩公告栏； 

3．根据场地情况配备多个垃圾桶，并有保多名保洁人员确

保赛场的卫生； 

4．配备 2-3间会议室，多个公共饮用水区和洗手间，供运

动员在竞赛期间使用，并在明显区域设置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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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置公共休息区、座椅等；  

6．设置医疗区，并配有专职人员值守。  

（二）为了烘托赛事气氛，可根据竞赛场地具体情况布置彩

旗、横幅、气球等物资，可结合项目特点、国家政策，当地文化

等宣传赛事主题。  

（三）各竞赛项目场地标准及物料要求，见附件。 

七、场地检查 

场地组应在正式比赛开始前1天，做好所有准备工作，总裁

判长、副总裁判长和各项目裁判长对竞赛场地做最后一次检查。

对运动员和观众的进出路线、竞赛场地设备、成绩公告栏位置、

广播设备完好情况等进行逐一检查，如发现问题必须及时进行整

改。检查完毕后立即封场，完全准备进入比赛状态。 

八、赛事报到与服务 

（一）裁判员报到与服务 

1．裁判员一般在赛前 5 天报到，组委会应安排专人进行裁

判员的报到与服务工作，提前安排好裁判员的住宿、用餐和驻地

往返赛场的乘车安排。 

2．裁判员应实行集中食宿的方式，与参赛队驻地分开，一

般情况两人住一个标准间。酒店应确保安全卫生，并配备热水淋

浴，距离尽可能靠近赛场，原则上距离不超过5公里。 

3．赛事餐饮供应商须满足食品安全要求，食物确保新鲜卫

生，能够满足比赛的需要，建议不提供容易导致就餐人员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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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菜品，每日三餐时间按照竞赛日程实际情况确定。 

4．按照赛事合同及有关规定，统一安排裁判员的报销和劳

务费发放。报销应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兼顾各种情况下报销申请

人的合理利益。 

5．赛前总裁判长应组织全体裁判员认真学习竞赛规程、规

则与裁判法等有关文件。可采用集中讲授和分组讨论等形式，集

中安排1至2天进行赛场布置和模拟执裁(实习),并对学习和实习

情况及时进行总结。 

（二）参赛队报到与服务 

1．参赛队一般在比赛前1天进行报到，组委会应安排专人负

责参赛队的报到与服务工作。在报到地点设置竞赛信息服务台，

为各参赛队提供竞赛、食宿、交通及日常生活等相关信息。报到

流程包括： 

（1）签到、审核参赛资格与保险证明； 

（2）领取赛事册、证件、服装等资料； 

（3）自愿签署参赛承诺书。 

2．赛事运营团队可向参赛人员提供“赛事服务”，参赛人

员本着参赛人员自愿原则，自行、自愿选择，需要承办方提供赛

事服务的，组委会应组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提前统计、安排各参

赛队在竞赛期间的食宿、交通等事宜，并组织酒店服务人员、后

勤保证人员专门对接，确认各参赛队入住流程和发票的管理工作。 

（1）参赛队应实行集中食宿的方式，与裁判员驻地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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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两人住一个标准间。酒店应确保安全卫生，并配备热水

淋浴，距离尽可能靠近赛场，原则上距离不超过5公里。 

（2）在机场、火车站设立接待点，做好参赛队的接送站工

作，各参赛队在机场或车站的等待时间最长不应超过1个小时。 

（3）竞赛期间，如每日需要车辆接送从酒店往返赛场的，

需要提前安排大巴车，并编排每日发车时间表，发车时间表应注

明车号、乘车人员、司机电话等信息。 

（4）赛事餐饮供应商必须具备从事餐饮服务的资质，食物

确保新鲜卫生，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能够满足比赛的需要，建

议不提供容易导致就餐人员不良反应的菜品，每日三餐时间按照

竞赛日程实际情况确定。 

（三）体育文化旅游 

1．为适应当前新形势下“体育＋旅游”的赛事需求，如参

赛队有自愿选择旅游服务的需求，赛事承办单位可根据赛事举办

地特点或当地实际情况自行、自愿提供旅游协调服务。 

2．旅游服务不是赛事必要的环节内容，如赛事承办方为赛

事提供旅游服务，应对接专业的旅游服务人员为之提供服务。 

3．旅游服务应本着参赛人员自愿原则，自行、自愿选择报

名参加，并提前在通知中注明旅游服务的类型、费用、注意事项

等情况。 

九、联席会议  

（一）比赛前一天，应根据竞赛通知时间召开领队、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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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联席会议。主要议程包括：  

1．承办单位代表介绍筹备情况； 

2．承办单位主管领导致欢迎词； 

3．主办单位领导讲话； 

4．总裁判长主持技术会议； 

5．介绍裁判队伍情况； 

6．介绍竞赛方法； 

7．提出竞赛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8．各项目裁判长现场解答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可能提出的

技术性问题。 

（二）参会人员为赛事主办单位、承办单位领导，仲裁委员

会主任，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各项目裁判长、各参赛队领队

和教练。主持人一般由承办单位领导和总裁判长担任。  

（三）组委会应提前准备好一间至少能够容纳约200人的大

型多功能会议室，会议室须配备音响、话筒、投影等设备。  

（四）综合协调组应事先向组委会提供一份竞赛情况的工作

汇报，作为组委会领导的会议发言参考。 

（五）总裁判长应在联席会议上对本届赛事的裁判队伍状况、

水平、学习、实习情况，以及注意事项、要求和特殊规定等向各

参赛队领队和教练员说明。 

十、开、闭幕式  

（一）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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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幕式应反映比赛举办地的地域和文化特色，可结合当

地文化活动、比赛相关的活动等举行。议程主要包括： 

（1）主持人介绍出席领导及嘉宾； 

（2）承办单位领导致欢迎词； 

（3）全体肃立，奏唱国歌； 

（4）运动员代表宣誓； 

（5）裁判员代表宣誓； 

（6）相关单位领导讲话并宣布开幕。 

2．开幕式应尽可能的保证所有参赛人员都能参加。  

3．在开幕式举办的至少前一周，应确认参加开幕式的领导

和嘉宾名单、职务和站位顺序，宣誓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

并将相关信息及流程提前告知主持人。 

4．比赛采用现场开赛仪式的形式，现场开赛仪式的时间应

严格按照竞赛日程公布的比赛日程执行，一般应控制在30分钟以

内，且必须于赛前20分钟结束，以便按时启动竞赛程序。开幕式

上的欢迎词、讲话等致辞内容应简短。 

（二）闭幕式  

1．闭幕式可以与开幕式使用同一场地，主要以颁奖仪式为

主。议程主要包括：  

（1）总裁判长宣布竞赛成绩； 

（2）颁奖典礼； 

（3）宣布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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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颁奖准备及工作安排 

（1）提前邀请参加闭幕式的领导和嘉宾，并确认好每个项

目的颁奖领导； 

（2）需提前准备好奖杯、奖牌、证书、奖品、颁奖使用的

托盘等； 

（3）安排约6位礼仪小姐，引导获奖人员和颁奖领导、发放

奖品等工作； 

（4）提前准备好获奖证书和颁奖典礼所用音乐、音响、话

筒等所用设备和资料； 

（5）安排专人负责组织参加闭幕式的参赛队列队，并维持

现场秩序。 

 

第四章  安全保障 

一、安全保障是赛事尤其重要的一项工作，要确保赛事的安

全举办。安全保障工作包含医疗保障、物资保全、赛场安保、气

象保障、保险等内容，尤其要设置医疗救助小组专门负责赛事医

疗保障工作。  

二、必须提前确认具备医疗服务资质的赛事保障医院，距离

应在赛场附近、交通便利，提前沟通、准备充足，并开放相关科

室，形成救治快速通道。  

三、其他安全保障工作。 

（一）负责组委会官方指定的境内外运动员、官员、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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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等各类人员驻地的安保工作。  

（二）负责竞赛各类器材设施和设备的保全，应安排专人24

小时看护。 

（三）负责赛场区域的安保工作，对赛场进出及赛场不同区

域的人员进行路线引导、流量控制、身份确认等工作，负责开、

闭幕式等大型活动的人员、水电等安全保障。  

（四）须加强赛场进出秩序、赛场环境的管理，严禁在赛场

出现危险品及不文明不健康、有侮辱性或谩骂性或任何“藏独”

“疆独”“台独”“法轮功”等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反社

会倾向的言论、旗帜和标语，防止打架斗殴、拥挤踩踏等事件的

发生。 

（五）赛事承办方应提前与当地气象部门联系，了解赛事期

间的天气情况，并在秩序册或联席会上对各参赛队予以通知。尤

其注意高气温比赛环境的特殊配置与操作。 

1．提醒运动员赛前做好充分的防暑降温准备；  

2．在比赛现场保证足够的饮用水供应； 

3．为赛场工作的志愿者、技术官员、工作人员等提供人丹、

十滴水、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 

（六）赛事承办单位应按主办方要求为比赛统一购买保险，

并与保险公司提前沟通、安排好急救费用及支付事宜。 

 

第五章  赛事宣传 



15 
 

为保证赛事的宣传效果，组委会应专门成立赛事宣传小组，

从赛前、赛中、赛后三个时间节点对赛事进行全面宣传。  

一、赛前宣传  

在赛事开始前，应通过各方平台和途径对赛事进行宣传预热。

有条件的地方，可在赛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由组委会和新闻媒体

参与，发布会的组织方案、议程、新闻通稿等应递交航管中心、

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审核。  

二、赛中宣传  

（一）竞赛开始前，各方应提前邀请相关媒体，竞赛期间到

现场进行赛事宣传报道。媒体宣传部应与活动竞赛部提前沟通并

制定详细的媒体运行计划，以保证媒体人员在竞赛期间的活动不

会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不违反竞赛规则。  

（二）组委会应安排一名媒体协调人，具体负责媒体服务工

作，在竞赛期间负责引导媒体人员，为媒体人员报道、拍摄提供

协助。 

三、赛后宣传  

竞赛结束后，媒体宣传部应及时将各媒体宣传报道的文件进

行汇总，提交给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并使用

相关平台和途径针对赛事情况进行综合报道和宣传。 

 

第六章  商务合作 

一、赛事的商业开发工作应按照赛事合作协议中的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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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广告的设置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 

二、赛事广告与宣传元素的布置方案必须经中国无线电和定

向运动协会审核确认，并综合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一）不影响运动员的正常比赛 

（二）按照各赞助商享有的权益比例确定广告大小、位置和

数量。 

（三）赛场整体布置协调一致，美观大方，呈现专业形象 

（四）宣传广告物资的装饰、喷绘物品应无异味，尤其是无

刺激性气味，喷绘等印刷物品的油墨无污染挥发物质。 

 

第七章  赛后总结 

一、工作总结  

（一）组委会应总结竞赛工作的得失，形成文字总结材料，

为下次竞赛积累经验，使工作不断完善。 

（二）总裁判长应总结本次赛事的裁判工作情况，并提交航

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  

（三）赛事物资的回收整理、经费的结算审核工作。 

二、资料存档  

主要资料包括各参赛队原始报名资料、赛事册、成绩册、裁

判执裁情况鉴定表、竞赛照片、通讯录、工作总结等。原始报名

表、成绩记录表、抽签结果报告等最好也存放一段时间，待确认

与比赛无关时再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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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章 

模拟机器人 

太空探测器 

智能寻轨器 

1.1    竞赛场地 

1.1.1  地面：平整、干净整洁、不湿滑。 

1.1.2  网络：稳定的无线网络覆盖。 

1.1.3  制作区：配备长度不短于1.2m，宽度不短于50cm的桌椅，数

量与排布方式以秩序册场地安排需求为准，每位选手一套桌

椅。两列之间间隔宽度不少于2m。 

1.1.4  行走赛区：配备面积约2㎡。长2m，宽1m的赛道，数量对应制

作区，一列一张。两张地图之间间隔宽度不少于2m。与制作

区不应距离过远。 

1.1.5  计时系统区：赛事组委会技术要求的计时系统硬件1套。 

1.1.6  电源：220V插座多个。 

1.2    物料要求 

1.2.1  赛道：数量以场地座位安排为准。 

1.2.2  桌椅：数量以场地座位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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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秒表：不少于30通道的多通道计时秒表，每列一块 

1.2.4  计分纸：印有单列选手信息的，符合组委会要求的单场成绩 

记录表。每列一张 

1.2.5  草稿纸：印有表格线的计分用草稿纸。每列2张。 

1.2.6  胶布：普通薄双面胶2卷、宽透明胶10卷、黄黑警示PVC胶带   

10卷。 

1.2.7  打印机：激光打印机1台，配有内含安装驱动程序的U盘。 

1.2.8  编号水牌：标有数字的立式水牌，数量以场地座位安排为准，

一列两块，一块放置于座位，一块置于行走场地对应赛道前。 

1.2.9  办公用品：电子万用表2支、签字笔30支、黑色油性记号笔30

支、文件夹板30个、U盘1个、30cm长尺1把、5cm x 3cm桌号不

干胶30套、剪刀一把、A4打印纸3包、windows系统笔记本电脑

2台。 

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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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电路创新制作 

1.3    竞赛场地 

1.3.1  地面：平整、干净整洁、不湿滑。 

1.3.2  网络：稳定的无线网络覆盖。 

1.3.3  制作区：配备长度不短于1.2m，宽度不短于50cm的桌椅，数

量与排布方式以秩序册场地安排需求为准，每位选手一套桌

椅。两列之间间隔宽度不少于2m。 

1.3.4  计时系统区：赛事组委会技术要求的计时系统硬件1套。 

1.3.5  电源：220V插座多个。 

1.4    物料要求 

1.4.1  桌椅：数量以场地座位安排为准。 

1.4.2  秒表：不少于30通道的多通道计时秒表，每列一块 

1.4.3  计分纸：印有单列选手信息的，符合组委会要求的单场成绩 

记录表。每列一张 

1.4.4  草稿纸：印有表格线的计分用草稿纸。每列2张。 

1.4.5  赛题遮布： 不小于40cm*40cm的不透明遮布，每桌一张。 

1.4.6  赛题： 提前打印好的赛题，大小不小于A5尺寸，每题一人 

一张，由大赛秘书处提供。 

1.4.7  打印机：激光打印机1台，配有内含安装驱动程序的U盘。 

1.4.8  编号水牌：标有数字的立式水牌，数量以场地座位安排为准，

一列两块，一块放置于座位，一块置于行走场地对应赛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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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办公用品：电子万用表2支、签字笔30支、黑色油性记号笔30

支、文件夹板30个、U盘1个、30cm长尺1把、5cm x 3cm桌号

不干胶30套、剪刀一把、A4打印纸3包、windows系统笔记本

电脑2台。 

 

 

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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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遥控编码探雷器 

1.1    竞赛场地 

1.1.1  地面：平整、干净整洁、不湿滑。 

1.1.2  网络：稳定的无线网络覆盖。 

1.1.3  制作区：配备长度不短于1.2m，宽度不短于50cm的桌椅，数

量与排布方式以秩序册场地安排需求为准，每位选手一套桌

椅。两列之间间隔宽度不少于2m。 

1.1.4  探雷区：距离制作区15m以上，每2列布置一张赛道。赛道之

间间隔宽度不少于5m，中间需要有遮挡物。 

1.2    物料要求 

1.2.1  桌椅：数量以场地座位安排为准。 

1.2.2  赛道：长168cm，宽158cm，数量以场地座位安排为准。 

1.2.3  秒表：不少于30通道的多通道计时秒表，每列一块。 

1.2.4  计分纸：印有探雷成绩记录表的，符合组委会要求的单人成  

绩记录表。每人一张。 

1.2.5  选手信息核对表：印有该列选手身份信息的表格用于核对， 

每列一张。 

1.2.6  草稿纸：印有表格线的计分用草稿纸。每列2张。 

1.2.7  打印机：激光打印机1台，配有内含安装驱动程序的U盘。 

1.2.8  编号水牌：标有数字的立式水牌，数量以场地座位安排为准，

一列两块，一块放置于座位，一块置于行走场地对应赛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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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办公用品：电子万用表2支、签字笔30支、黑色油性记号笔30

支、文件夹板30个、U盘1个、30cm长尺1把、5cm x 3cm桌号

不干胶30套、剪刀一把、A4打印纸3包、windows系统笔记本

电脑2台。 

 

 

场地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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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绩统计处 

1.1    工作场地 

1.1.1  场地要求：一个距离比赛场地较近的房间，要求有较好的通

风与透光性，并且有较好的良好私密性（有带锁的门，并且

没有可以直接看到房间内情况的窗户），以保障成统工作的

保密性。场地要求至少可以放下三张两人座长桌，并且有足

够存放成统物资的空间。至少在15平方米以上。带空调。 

1.1.2  网络：稳定的无线网络覆盖。 

1.1.3  电源：四个三孔+两孔的墙插插座，要求24h供电。 

1.2    物料要求 

1.2.1  桌椅：1m*2m左右的双人座的长桌*3，座位*4，用于摆放打印

机的小圆桌*1，用于摆放与分类奖状的较大矮桌*1，可供成

统组志愿者休息的长椅*2。 

1.2.2  打印机：可以打印250g重磅纸的黑白激光打印机*1，打印普

通A4纸张的轻量化打印机*1，A4纸张*1500张，匹配打印机的

墨盒备用，两台打印机各需两个。 

1.2.3  文件袋：不透明牛皮纸袋*500，用于存放各参赛学校参赛资

料的较大（可存放500张A4纸）牛皮纸袋*10。 

1.2.4  办公用品：3m~5m接线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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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为保护参赛者合法权益，促进全国电子制作竞赛的良性、有

序、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参赛指引。本指引旨在规范由国家体育

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航管中心）、中

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的赛事活动，加强规范化、制度化

管理，为参赛人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务，确保全国电子制作赛

事安全有序进行。 

 

第二章  竞赛 

一、赛前 

（一）竞赛规程 

竞赛规程是赛事组委会举办赛事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包括赛

事名称、组织机构、竞赛时间、竞赛地点、竞赛项目、竞赛组别、

参赛对象、竞赛办法、录取名次与奖励等内容，一般在航管中心、

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的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参赛人员应

根据竞赛规程合理制定训练计划。 

航管中心 http://www.sport.gov.cn/hgzx  

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 http://crsoa.sport.org.cn 

http://www.sport.gov.cn/hgzx
http://crsoa.spor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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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二）竞赛规则 

竞赛规则中包括各项赛事的技术标准、竞赛组别、竞赛细则

等内容，一般在航管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的官网及

微信公众号发布，参赛人员应熟知并严格遵守竞赛规则。 

（三）竞赛通知 

1. 竞赛通知主要包括赛事名称、组织机构、竞赛时间、竞

赛地点、报到时间、报到地点、竞赛项目等内容，一般在航管中

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 

2．各参赛队应根据竞赛通知提前安排参赛行程，购买往返

机票或车票，重点关注赛事举办地的天气情况，充分做好参赛准

备工作，并注意竞赛期间大会是否统一安排接送机、接送站、食

宿等事项。如有不确定事项，应及时与相关负责人沟通。 

（四）健康评估 

参赛人员应了解自身身体情况，准备一些日常使用药物随身

携带，并在赛前详细阅读、签订《自愿参赛承诺书》。 

有以下疾病患者不适宜参加比赛：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

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心肌炎、其他心脏病、冠状动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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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心律不齐、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以及其它不适合相关

运动的疾病。 

（五）赛事报名 

进行综合评估后，确定参赛的人员，各参赛队应根据竞赛通

知，按照相关要求报名参赛，并在报名前做好竞赛期间的食宿、

交通、保险等经费预算。 

（六）赛事报到 

各参赛队应按照竞赛通知中的时间与地点，持有效证件及相

关资料按时报到，赛事报到时，承办方接待队伍数量较多、情况

复杂，参赛队应遵守现场秩序、做好自身疫情防护，与赛事承办

方礼貌有序沟通，并注意确认以下事项： 

1. 赛事秩序册和相关资料是否已经领取，如需要开具发票

的则需与承办方确认发票信息和金额。 

2．领队、教练、运动员联席会议的时间及地点，比赛开闭

幕式的时间及地点，每日比赛的时间及地点，每日驻地往返赛场

的车辆信息及联系人，每日用餐的时间及地点等信息； 

3．承办方提供赛事服务指南的，一定要细心阅读，并通知

到队伍内各成员 

4．是否有赛前练习，时间、场次如何安排，提前去场地查

看，适应场地，了解路线，校验器材，提前做好参赛准备。 

（七）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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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教练、裁判联席会议，是由赛事组委会组织，赛事主、

承办单位、仲裁、裁判员、各队领队、教练员、共同参加，针对

赛事的组织情况、竞赛情况、场地情况进行说明的重要会议。一

些特殊的情况以及要求都会在联席会议中通知和说明。比赛前，

各参赛队领队和教练应按照会议通知中的时间与地点，按时参加

领队、教练、裁判联席会议。主要议程包括：  

1．赛事承办单位介绍 

2．竞赛场地情况介绍 

3．赛事裁判队伍情况 

4．竞赛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5．竞赛方法和现场技术解答 

联席会议结束后，各参赛队领队和教练应及时将会议内容和

有关规定认真传达至本队其他人员，并对本队人员再次强调竞赛

期间的各项安全事项。 

二、赛中 

（一）赛事交通 

竞赛期间如有车辆接送，须及时了解就餐与发车时间，并按

照车辆发车时间，准时到达指定位置。 

（二）餐饮安全 

运动员应至少在赛前 1 小时用餐，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不宜过饱，避免尝试平时没有吃过的食品或者饮品，以及生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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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止比赛中出现肠胃不适。竞赛期间禁止饮酒。 

（三）开闭幕式 

开幕式和闭幕式是一场赛事的两个最重要的仪式，参赛队应

遵守现场秩序，按时参加比赛开、闭幕式，展示队伍良好形象。  

（四）赛前检录 

各参赛队应提前阅读竞赛通知中的竞赛日程，按时参加比赛。

达到赛场后，应尽快了解自己的参赛时间，比赛前至少提前5 分

钟靠近检录区，等待裁判员点名检录。提前上好厕所。 

（五）心态调整 

比赛中应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切勿过于激动，无论输赢要努

力保持平和的心态。 

（六）竞赛成绩 

每场比赛结束后，组委会都会通过赛事群公布比赛成绩，参

赛队应仔细核对。由于赛事期间裁判组实行 724工作方式，所以

成绩有可能在深夜或凌晨发布。 

（七）申诉流程 

如本参赛队在竞赛期间产生异议，必须由领队以书面形式呈

交总裁判长，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反映和申诉。 

（八）情况总结 

每天比赛结束后，领队和教练应组织队伍进行当日情况总结，

为下一场比赛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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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项 

1．竞赛期间如出现身体不适、意外受伤等情况，应及时向

赛事组委会寻求帮助，以确保安全。如发现上述意外，可立即寻

求帮助或退赛，切勿逞强参赛。有血压、血糖不稳定的参赛人员，

应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2．各参赛队领队与教练应高度重视参赛期间运动员的参赛

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安全事项，如出现问题，及时与赛

事组委会取得联系。 

三、赛后 

比赛结束后无论成绩好坏，都应保持平和心态，进行赛后总

结，以便提升队伍的水平。应分别针对赛前筹备、参赛安排、竞

赛水平、技战术发挥等方面进行总结，为下次参赛积累经验。 

 

第三章  参赛守则 

一、运动员守则 

（一）服从本队领队、教练的管理，遵守赛会的各项规定，

按要求佩戴证件。 

（二）遵守竞赛规程、规则和有关规定，遵守赛风、賽纪，

不服用兴奋剂。 

（三）尊重对手、尊重观众、尊重裁判、服从裁判，积极支

持和协助竞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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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权通过领队对竞赛、裁判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五）讲文明、讲礼貌、讲团结、守纪律，相互尊重、相互

关心、相互帮助。 

（六）遵纪守法、遵守公德、遵循良好道德风尚，不吸烟、

不酗酒、不随地吐痰、乱丢垃圾。 

（七）爱护公共设施，注重文明礼仪，遵守竞赛时间和竞赛

纪律，共同创造和谐的竞赛环境。 

（八）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保证住地、餐饮和赛场的良好

秩序和卫生。 

（九）有自我保护意识，注意饮食卫生、交通安全，做好保

证安全的各种预案，必要时采取措施，排除不安全隐患，防止触

电、烫伤，杜绝不安全现象发生。妥善保管自身携带的各种器材

及物品，并对竞赛器材安全负责。 

（十）竞赛期间严禁游泳。 

二、领队守则 

（一）领队是竞赛期间代表队的最高领导，对本队在赛事期

间的各项工作及人员安全负责。 

（二）遵守赛事组委会各项有关规定，并组织本队人员认真

学习、遵照执行。 

（三）遵从竞赛规则和有关规定，组织本队人员学习《运动

员守则》和《教练员守则》，并认真执行。 



8 
 
 

（四）如本参赛队在竞赛期间产生异议，必须由领队以书面

形式呈交总裁判长，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反映和申诉。 

（五）严守赛风賽纪，杜绝行贿、作弊等行为。 

（六）保证本队运动员不使用兴奋剂 。 

（七）制定本参赛队每日往返赛场和竟赛期间的各种安全预

案和措施，应包括： 

1．本队人员熟知各种情况下自我保护、自我救护的方法。 

2．准备各种保证安全的物品、药品等。 

3．监督本队队员的饮食卫生，防患因此造成参赛减员。 

4、妥善保管本队携带的各种器材、物品，预防失窃。 

5．必要时用电、用火必须监督安全使用，防止触电、烫伤

等意外情况发生。 

6．监督本队人员严禁游泳。 

（八）监督本队人员的文明礼貌形象，禁止赌博、酗酒、嫖

娼，不随地吐痰、乱丟垃圾，爱护公共设施，注重文明礼仪，遵

守竞赛时间和竞赛纪律，共同创造和谐的竞赛环境。 

（九）提高本队人员的环保意识。 

（十）监督本队成员在竞赛期间严禁使用任何通讯工具。 

（十一）竞赛期间，必须自始至终在场，密切注意本队运动

员的竞赛动态，如发现问题保证在第一时间向附近裁判长报告。 

（十二）领队因管理不善，责任心不强，违反以上守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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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运动员违反各自守则，都将追究领队责任，领队对其后

果负责。 

（十三）按照赛会有关规定和竞赛规则，对违反规定的各种

行为将视情节给予处罚。 

三、教练员守则 

（一）协助领队工作，在技术上指导本队运动员。 

（二）自觉遵守竞赛的各项有关规定。 

（三）组织本队运动员学习并严格遵守竞赛规程、规则和有

关规定，遵守赛风赛纪。 

（四）协助领队做好本队管理工作。 

（五）注意本队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严防事故发生，时刻了

解运动员状态，合理制定竞赛方案，发挥运动员的技术潜能。 

（六）杜绝使用兴奋剂，如发现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将向所在

单位反映，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七）杜绝营私舞弊、行贿等现象发生，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四、裁判员守则 

（一）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心体育竞

赛裁判工作。 

（二）遵纪守法、维护公正，严格执行赛会各项规章制度。

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正确引导比赛。 

（三）热爱裁判工作，努力专研业务，精通本项目规程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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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积极参加实践，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四）裁判员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团结协

作。 

（五）严格执行竞赛规定、赛会竞赛规程和规则。 

（六）作风正派，坚持原则，不收受贿赂，不吃请，不徇私

舞弊，不违反各类规章制度。 

（七）服从裁判委员会领导。做好所负责范围的各种准备工

作，保证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进行竞赛。 

（八）注意仪表形象，礼貌待人，工作时间不吸烟、不聊天，

不做一切与竞赛无关的事情。 

（九）执裁过程中应有责任心、有耐心、细心。按照规定程

序接受申诉、不与代表队发生争吵。 

（十）制定负责工作区域的安全预案和措施，消除隐患。 

（十一）裁判员违反规定的，视情节给予处罚，必要时通知

其工作单位，做出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