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9年南粤古驿道“天翼4K高清杯”航空定向联赛

（云浮站）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

云浮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航空运动专委会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航空运动协会

深圳市航空运动协会

惠州市航空运动协会

珠海市航空滑翔协会

佛山市航空运动协会

佛山市高明区飞行之家滑翔俱乐部

台山自由之翼航空滑翔俱乐部

四、执行单位

广州澜森航空运动有限公司

五、媒体支持

南粤古驿道网

六、活动日期与地点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云浮市云城区腰古镇水东

村。

七、活动项目

（一）动力伞飞行表演

（二）航空定向比赛

八、报名要求

（一）报名资格

1、本次活动参与者须身体健康，年龄必须在 18-65 周

岁内。

2、本次活动参与者需持有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B 级及以

上飞行证书（非中国航协证书持有者则由组委会研究决定能

否参赛）。

3、本次活动参与者需要提交保险金额 80 万元以上有效

航空运动项目人身意外保险证明。活动期间，主办方将另外

增投团体意外险。

4、本次活动参与者必须清楚地知道参加动力伞飞行活

动的风险，必须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二）器材要求

1、本次活动参与者须自带符合要求的动力伞及其附属

装备参加活动。

2、主伞须通过 EN 或 LTF 检测认证。

3、发动机须通过 EN1651、LTF03 或 LTF09 认证，须符



合背部保护要求。

4、头盔须通过 EN966 认证。

5、必须配带备份伞和对讲机（比赛频率 436.500）。

6、座带须通过 EN1651、LTF03 或 LTF09 认证，须符合

背部保护要求。

7、须佩戴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组委会提供）。

8、须配备救生衣。

9、起飞裁判认为不合格的伞具器材，将禁止使用。

九、安全须知

（一）包括动力伞飞行在内的一切户外活动都具有相应

的危险性和不可预知性。参加者须对自己的行动行为及后果

负完全责任。组委会不对任何由户外运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以

及往返路途中因交通工具意外发生的危险所产生的后果负

责。

（二）凡报名参加者均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如在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后果及其赔偿，主办方和承办方均

不承担责任，由受损害人依据法律规定和本声明依法解决。

参加飞行的人员必须自行购买保险金额 80 万元以上航空运

动个人意外保险。

十、竞赛办法

（一）成绩计算办法

1、计算空中飞行时间，含空中定向寻找目标物时间：



选手从起飞点起飞后，按线路依次在 A、B、C 空中定向目标

点上空经过，并盘旋 360 度轨迹标注。

2、计算保龄降落打卡或绕标打卡项目及精准降落成绩，

成绩计算参照《动力伞竞赛规则》分数计算。

3、此次航空定向联赛最终成绩为上述 1、2 项成绩之和。

（二）起飞点和终点：腰古镇中学足球场。

（三）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

（四）起飞间隔时间为两分钟，按起飞点—A—B—C—

终点线路飞行，禁止逆行。

（五）违规罚则

1、每人有三次起飞机会，每起飞失败一次总成绩扣 3

分，三次起飞失败即被淘汰。

2、降落失误（摔跤、坐地、手按地）一次，总成绩扣 3

分。

3、选手必须按预定路线飞行，超出预设路线飞行者，

取消比赛成绩。

十一、录取名次及奖励

给予前六名奖励。

十二、报名

（一）报名方式

1、请登录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官方网站“南粤古驿道

网”www.nanyueguyidao.cn，下载通知填写报名信息，并将

http://www.nanyueguyidao.cn


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邮箱：gdshwydxh@126.com。

2、请微信搜索“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公众号并关注，

点击下方“赛事活动”栏，查看报名通知。点击“阅读全文”，

下载附件填写相关报名信息进行网上报名。

3、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会员报名优先。

4、报名人数上限 40 人，额满即止。

（二）报名联系人

田襄林，13682268843；

何文婷，13660514902；

曾 海，13712700470。

（三）报名费：人民币500元/人（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

会员300元/人），人员往返交通费自理。赛事保险、油料、

食宿等由大会承担。

（四）报名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或扫描文件。

2、有效航空运动项目人身意外保险证明文件照片或扫

描文件。

3、航空运动驾驶执照所有页面照片或扫描文件。

发至邮箱 13682268843@139.com

4、报名时间：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额满即止。

十三、报到及活动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注：如遇天气、航空管制或政府原因，组委会综合考量

mailto:gdshwydxh@126.com。
mailto:发至邮箱13682268843@139.com


之后，可能提前或者推迟，极端天气甚至取消部分或者全部

比赛活动。

十四、裁判员

由组委会统一选派。

十五、车辆及器材

车辆及器材统一按秩序停放在指定位置。

十六、检录

云浮市云城区腰古镇中学足球场。

十七、其他

（一）参赛运动员往返交通费用自理，组委会提供食宿

安排。

（二）比赛中如发现有运动员不符合资格或不听从组委

会安排，组委会有权给予禁止飞行。

十八、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2：

自愿参赛责任书
（本参赛责任书为报名表不可分割部分）

一、本人自愿报名参加2019年南粤古驿道“天翼4K高清杯”
航空定向联赛（云浮站），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愿意遵守组委会及本次赛事所有规则规定纪律要
求及采取的全部措施。

三、本人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者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
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其它心脏病以及
其它不适合参与本次赛事活动的疾病）。本人再次郑重
声明，本人已经为参赛做好了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加
本次比赛和活动。

四、本人充分了解本次比赛潜在的危险、可能出现的风险以
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
措施，对自身安全负完全责任。

五、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
意组委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责任。本人的代理人、
继承人和亲属将放弃向组委会追究所有导致本人伤残、
损失或死亡的赔偿责任和赔偿权利。

六、本人同意接受组委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
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
担。

七、本人承诺以自己的真实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
八、本人或法定监护人（代理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

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自愿签署及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19 年 月 日



附件 3：

2019 年南粤古驿道“天翼 4K高清杯”航空定向联赛

（云浮站）报名表

报名联系电话：13682268843 电子邮箱：13682268843@139.com

人员资料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会员证号
运动证
号

运动证
级别

电子邮件

参加赛事
2019 年南粤古驿道“天翼 4K 高清杯”航空

定向联赛（云浮站）
电话 团队名称

通讯地址 网名

随行家属
人数

1 家属
姓名

家属性别

器材资料

动力伞
品牌

动力伞
型号

动力伞
认证级别

动力伞
颜色

头盔品牌 头盔型号

座带品牌 座带型号 副伞品牌

副伞型号
副伞上次重
叠日期

保险资料

保险公司名称 保险公司电话 保险有效期

保单号 紧急联系人 紧急联系人电话

以往飞行

场地

以下表格由组委会填写

证件 保险 免责书 比赛信息 报名费 交表格

mailto:13682268843@139.com


附件 4：

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

个人会员入会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籍 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毕业院校

身份证号

个人邮箱 手机号码

联系地址

担任社会职务

曾参加过的

户外活动

个人喜欢的

户外运动项目

本 人 简 历

自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区何单位 职 务

个人申请 审批意见

本人自愿成为“ 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

个人会员，遵守协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

履行协会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个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联系邮箱：gdshwydxh@126.com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2号

mailto:gdshwydxh@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