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无线电测向比赛 

规程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

神，积极宣传贯彻《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落实《北京市全民健身实施计

划 2016-2020》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弘扬体育文化、传承体

育精神，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丰富北京市民业余生活。北

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决定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主办，

北京市无线电运动协会承办第十一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无线电测向比赛。比

赛规程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总会 

承办单位：北京市无线电运动协会 

协办单位：北京市宣武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二、比赛时间 ： 

2019 年 5 月 11 日 （项目一） 

2019 年 7 月 14 日-16 日 （项目二至五） 

三、比赛项目： 

（一）健康宝宝家庭组、活力青年家庭组， 3.5MHz 波段短距离趣味科

普测向赛。 

（二）儿童 1-2 年级亲子组、儿童 3-4 年级组、儿童 5-6 年级组、少

年组、青年组、大学组、成年组，3.5MHz 波段短距离测向团体赛和男、女

3.5MHz 波段短距离测向个人赛。 

（三）儿童 3-4 年级组、儿童 5-6 年级组、少年组、青年组、大学组、

成年组，144MHz 波段短距离测向团体赛和男、女 144MHz 波段短距离测向个

人赛。 



（四）少年组、青年组、大学组、成年组，男、女 3.5MHz 波段标准距

离测向个人赛。 

（五）少年组、青年组、大学组、成年组，男、女 144MHz 波段标准距

离测向个人赛、全能赛。 

四、参赛资格 

（一）北京市所属各社区居民、无线电运动爱好者、大、中、小学校、

科技馆、少年宫及活动中心及社会团体均可组队参。个人赛报名人数不限，

团体赛每单位限报一队。 

（二）各代表队可报一名领队和一名教练员，短距离团体项目每队需

指定 3 名男运动员和 3 名女运动员组队参加。 

（三）儿童 1-2 年级亲子组由 1 名学生和 1 名家长（性别不限）组队

参加。 

（四）健康宝宝家庭组由 1 名孩子和父亲、母亲组队参加，活力青年

家庭组由 2 名均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性别不限）组队参加。 

（五）代表队报名由所在单位签章。 

（六）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途中和赛期）。 

（七）运动员必须具备遵循无线电测向规则参加比赛的能力（包括身

体、技术和对天气等的适应能力），参赛队和个人对自己的安全负全部责任。 

五、比赛办法： 

（一）按照《无线电测向竞赛规则》规定办法执行。 

（二）家庭组趣味科普测向赛。各组别在指定区域找台并完成不同台

位设置的任务：健康宝宝家庭组 3 个台+2 个任务、活力青年家庭组 4 个台

+3 个任务。 

（三）短距离测向个人赛。每项目各进行一场比赛，各组别男女运动

员找台：成年组找 8 个台+MO 台、大学组找 7 个台+MO 台、青年组找 6 个台

+MO 台、少年组找 5 个台+MO 台、儿童 5-6 年级组找 4 个台+MO 台、儿童 3-4

年级组找 3 个台+MO 台、儿童 1-2 年级亲子组找 2 个台+MO 台。成绩按照有



效台数，所用时间排列。 

（四）短距离测向团体赛。 

1、团体赛和个人赛同时进行。 

2、团体成绩计算：由男 3、女 3 运动员成绩分别相加评定。 

3、同组别男、女 3 名运动员均上场参赛才有获取团体成绩资格。 

（五）标准距离测向个人赛、全能赛。少年组找 4 个台+ MO 台、青年

组女子组找 4 个台+ MO 台、青年组男子组找 5 个台+ MO 台、大学组女子组

找 4 个台+ MO 台、大学组男子组找 5 个台+ MO 台、成年组找 4 个台+ MO 台。

成绩按照有效台数，所用时间排列。3.5MHz 波段和 144MHz 波段个人赛成绩

均有效者，评定全能成绩。 

六、仲裁和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由 3-5 名组成。 

（二）赛事监督、裁判员由北京市无线电运动协会选派。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根据设定项目分组别录取个人、团体名次。 

（二）名次录取数额：个人赛录取各项目、组别前八名，标准距离全

能和团体录取前六名。 

（三）个人赛前三名颁发奖牌；团体赛前三名颁发奖杯。 

（四）组织评选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 

（五）评选优秀教练金狐奖：金狐一等奖(学生在比赛中获得 1—3 名)；

金狐二等奖(学生在比赛中获得 4—6 名)；金狐三等奖(学生在比赛中获得

6—12 名)。 

八、器材和经费： 

（一）器材： 

1、信号源、监听机、对讲机等器材由承办单位负责提供。 

2、短距离隐蔽电台使用小功率信号源。 



3、标准距离隐蔽电台使用标准距离信号源等比赛器材。 

（二）经费： 

1、参赛单位的食宿费、差旅费和参赛服务费自理。 

2、每队收取电子计时设备指卡押金 300 元，赛后无损坏、丢失，押金

原数退还。 

九、报名与报到： 

（一）2019 年 6 月 24 日 20：00 前，将电子报名表发至邮箱： 

bjwxdydxh2018@126.com，并电话确认报名情况，逾期报名不再受理。 

联系人：刘飏      联系电话：67012162  13521012671 

（二）确定参赛，可登录 http://www.brsa.org.cn 查看补充通知。 

（三）报到时上交安全责任书（盖校章）、纸质报名表（盖校章），同

时交验运动员办理保险手续的有关证明，不允许无保险的学生参加比赛。 

（四）领队会时间：2019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14:00 

地点：北京市无线电运动协会会议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13 号天坛体育中心 13—23 楼 

 

 

附件一：安全责任书 

附件二：报名表（“项目一”用） 

附件三：报名表（“项目二至五”用） 

 

 

 

 

北京市无线电运动协会     

2019 年 1 月 26 日       

 

 

 



附件一： 

第十一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无线电测向比赛 

安全责任书 

为确保参加第十一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无线电测向比赛（2019 年 5 月 11

日，2019 年 7 月 14-17 日）选手的生命财产安全，避免各种事故的发生，

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                              与本次比赛的承

办单位：北京市无线电运动协会，特签定安全责任书如下： 

一、按照北京市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安全工作部署，从维护社会稳定

的高度，以保证参赛活动选手的安全为根本出发点，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切实做好本参赛队“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管理严格、秩序良好”的

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工作。 

二、各参赛单位领队、家庭组及亲子组年满 18 周岁选手为安全第一责

任人，服从并积极协助比赛活动办公室认真做好比赛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三、各参赛单位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参赛队所有参加比赛活动选手的

排查工作，注意人员思想情绪的变化，防止发生过激行为或借机实施各类

不安全隐患的行动，发现苗头要及早采取措施，妥善处置。 

四、各参赛单位第一责任人，应注意及时了解和掌握选手的思想动向，

对心理和行为表现异常的选手，要及时进行疏导工作，及时化解矛盾。 

五、各参赛队选手应提高警惕，自行保管好所携带的集体和个人物品，

特别是照相机、手机（禁止带入赛区）、钱财、有价票证等贵重物品，防止

被盗和丢失。 

六、除必须的比赛器材及工具外，禁止携带和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及

管制刀具等参加比赛，比赛现场禁止使用明火。 

七、各参赛单位加强对选手的组织纪律性教育，要遵守市比赛办公室

的各项规定，要遵守活动场所的各项规定，要遵守参加大型活动的各项规

定，如发生民事纠纷、刑事事件以及伤害事故，一律由各参赛单位自行承



担。 

八、各参赛单位第一责任人应密切关注本参赛队选手在比赛期间的身

体健康状态，做好卫生防病工作。如发现有人身体不适（根据其身体状况），

立即通知所在单位或选手亲属，并送到医院。 

九、各参赛单位要确保交通安全，做好车辆保养、检修，选派经验丰

富的司 

机，或租用有运营资质的正规车辆。保证参赛选手往返比赛现场的交

通安全。 

十、各参赛单位要团结友爱，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相互

谦让，如发生矛盾应高风格，妥善解决，防止事态扩大。 

十一、发生突发事件需要疏散时，要教育选手保持镇静，听从工作人

员指挥，按先学生，后成人，最后工作人员、领导的顺序进行疏散。 

十二、参与本项比赛活动的各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家庭

组两队员签字、填写身份证号码即可）。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报名表（“项目一”用） 

第十一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无线电测向比赛 

“趣味科普测向”报名表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健康宝宝

家庭组 

宝宝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父亲姓名  身份证号码： 

母亲姓名  身份证号码： 

此表复制有效。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活力青年

家庭组 

选手甲信息 选手乙信息 

姓名  姓名  

性别  性别  

年龄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此表复制有效。 

 

 

 



附件三：报名表（“项目二至五”用） 

第十一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无线电测向比赛 

“短距离、标准距离测向”报名表 

参赛单位（公章）： 领队： 

通信地址： 联系方式： 

教练：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性别 组别 

比赛项目（请在所参加项目下面画√） 

3.5MHz 

短距离 

个人 

144MHz 

短距离 

个人 

3.5MHz 

短距离 

团体 

144MHz 

短距离 

团体 

3.5MHz 

标准距离 

个人 

144MHz 

标准距离 

个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此表复制有效，“儿童 1-2 年级亲子组”报名时只填写学生姓名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