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发布第十四届北京市体育大会

“红色船承 不忘初心”航海模型主题教育竞赛

暨 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的通知

各市级团体会员单位、模型俱乐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推动北京地区

航海模型运动普及和发展。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现发布第十四届

北京市体育大会，“红色船承 不忘初心”航海模型主题教育竞

赛暨 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规程、规则。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2022 年 2 月 21 日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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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北京市体育大会

“红色船承 不忘初心”航海模型主题教育竞赛

暨 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规程

一、 规程解读

《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规程》（以下简称“规程”）

是对赛事报名及赛事日程安排等进行说明，任何裁判员、教练员应严

格按照比赛规程进行组织报名工作。

二、 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总会

三、 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总会秘书处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

北京市古城中学

四、 比赛地点及时间

2022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2022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

五、 竞赛项目

（一） “红色船承 不忘初心”主题教育竞赛项目

1: 南湖“红船”1 : 40 木质模型仿真制作赛

2: 南湖“红船”1 : 75 纸质模型仿真制作赛

3: 南湖“红船”1 : 40 电动模型仿真制作赛

（二） 普及仿真制作项目：C-PF

C1-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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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木质帆船模型制作赛

C6-PF

5：“戚继光”号训练舰模型制作赛

6：“昆明”号导弹驱逐舰模型制作赛

7： 055 型“南昌”号导弹驱逐舰模型制作赛

8：“梦想”号航空母舰模型制作赛

9: “义乌”号导弹护卫舰模型制作赛

C7-PF

10： 纸质帆船模型制作赛

（三） 仿真制作项目（C级）

11： C1 装桨或配帆的船舶模型

12： C3-E 以市售套材为材料的海洋题材场景模型

13： C4 袖珍航海模型

14： C5 瓶装航海模型模型

15： C6 塑料商品套材航海模型

16： C7 纸质商品套材航海模型

（四） 遥控帆船项目（F5-PS）

17: F5-PS280 级遥控帆船绕标赛

18： F5-PS400 级遥控帆船绕标赛

（五） 遥控竞速项目

19： MINI-MONO-Q：商品套材电动方程式追逐赛

20： MINI-ECO-Q：商品套材电动三角绕标追逐赛

(六） 仿真航行项目（F4-PH）

21： F4-PH-A （舵转向）

22： F4-PH-B （差速转向）

(七) 电动直航项目（C6-PH-Z）

23： “戚继光”号训练舰模型航行赛

24： “昆明”号导弹驱逐舰模型航行赛

25： 055 型“南昌”号导弹驱逐舰模型航行赛

26： “梦想”号航空母舰模型航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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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沂蒙山”号两栖登陆舰模型航行赛

（八） 普及动力追逐赛(ECO-PZ 类)

28： 新“自由”号遥控游艇模型追逐赛(单体艇)

29： “极光”号遥控双体快艇模型追逐赛（多体艇)

（九） 自由设计电动直航竞速项目（E6-V）

30： 自由设计电动直航竞速赛

（十） “不忘初心 船递梦想”遥控南湖红船航行赛

31： 1/40 遥控南湖红船航行赛。

32： 1/12 遥控南湖红船航行赛

（十一）33： “红色船承 不忘初心”主题绘画比赛

六、 报名办法

（一）参赛名单须在 2022 年 4月 22 日前，将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

报名邮箱。超过规定日期后不再接受报名，报名信息提交后不得更

改参赛学生相关信息。

（二）各参赛队报名表须注明领队、教练及随队教师信息。

（三）所有参赛者必须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复印件随报名表一

并提交至组委会。

（四）每队限报领队 1人.教练 2人。

（五）每名运动员限报 2项.并在报名表上填报清楚。

七、 参赛办法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1. 报到时间：5月 14 日、15 日 上午 7:00

各项目检录时间请参考“附件一”

2. 报到地点：北京市古城中学 竞赛报到处

（二）如所报项目(兼项)在竞赛时间上发生冲突时，应在项目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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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由领队与项目裁判长现场沟通解决。

（三）参赛项目第 4-10 项比赛只需赛前提交作品，第 1-3项、第 11-16

项为现场制作，且赛前需要提交相同作品。C类模型之间不得兼项。

（四）如对成绩有异议，请于 5月 15 日赛事完赛前向仲裁委员会

提出仲裁申请。

（五）由于本次赛事于校园内举行，仅限裁判员、领队、教练员及

运动员进入校园。

（六）参赛所提交作品请于 5月 15 日 13:00 前取回，过时未取回将

由组委会处理。

（七）所有参赛人员须满足赛事举办期间疫情防控要求方可进入赛

场。

八、 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所有竞赛项目分设小学组、中学组

1.各项录取前 8名。

2.各项目前 3名授予奖牌，前 8名授予获奖证书。

3.单项参赛人数不足 8人，名次减 2录取。单项报名参赛人数不足

两队或 6人(含 6 人)的，取消该项目竞赛。分组项目，遇上述情况，

将并组进行。并组后人数仍达不到规定，取消该项目竞赛。

4.当单项参赛人数超20人时(含 20人)按参赛人数的15%颁发一等奖

证书，20%颁发二等奖证书，25%颁发三等奖证书。

（二）“红色船承 不忘初心”主题绘画比赛按参赛人数的 15%颁发

一等奖证书，20%颁发二等奖证书，25%颁发三等奖证书。

（三）本次竞赛，将针对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会员单位设立优秀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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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奖。

（四）本次 11-21 项竞赛成绩，将作为 2022 年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

标赛选拔依据。

（五）所有项目将以实际参赛人数为依据评定成绩。

九、 规则

所有竞赛项目参照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竞赛规则（2020 试行版）

执行

十、 联系方式

赛事技术咨询：岑宏 13901142223

刘强 13011044289

赛事报名邮箱：3379114754@qq.com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一、日程安排

二、代表队参赛协议书

三、代表队防疫承诺书

四、赛区位置图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2022 年 2 月 21 日

mailto:33791147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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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十四届北京市体育大会
“红色船承 不忘初心”航海模型主题教育竞赛
暨 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日程

日期 时间 项目 场地

5.14

上午

7:00-7:45 第 30 项报到 2号场地

7:45-8:00 第 30 项：自由设计电动直航竞速赛检录 2号场地

8:00 30、33 项开赛 1、2 号场地

8:00-9:00 1-16 提交作品模型/检录 1号场地

9:00-12:00 11-16 项现场制作 1号场地

下午 13:00-16:00 11-16 项现场制作 1号场地

5.15 上午

7:00-7:45 17-29、31、32 项报到 2、3、5、6 号场地

7:45-8:00 17-29、31、32 项检录 2、3、5、6 号场地

8:00 17-29、31、32 项竞赛 2、3、5、6 号场地

9:00-12:00 1-3、11-16 项现场制作 1号场地

10:00 开幕式

12:00 结束、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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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参赛协议书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代表队)参加“2022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

特向大赛组委会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赛事组委会提出的防疫要求，配合做好各项防疫工作。

二、严格要求自己，牢记安全意识，杜绝责任事故。

三、遵守赛事有关规定，遵守竞赛规程和规则，服从赛事安排。

四、自觉维护竞赛秩序，公平竞赛，文明参赛，杜绝发表不当言论。

五、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六、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争创一流运动员成绩，争做文明运动队。

七、若比赛中发现任何安全隐患或潜在风险或不寻常之危险，本人会尽量避免和

阻止任何安全事故发生，并马上通知大会组委会处理。

八、对于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伤亡事件除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金外，本人自行承

担全部经济责任。

九、如有妨碍和干扰比赛正常秩序的行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十、如对成绩有异议，请于 5月 15 日赛事完赛前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领队签字： 身份证号：

手机号：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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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参赛防疫承诺书

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

（代表队）参加“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

为配合防疫规定，保证赛事安全顺利举行，特向大赛组委会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方领队、教练、运动员及其他随行人员在报名同时，必须保证所有人员

14 天内未前往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并向组委会提供所有人员前 14 天“行

程码”进行健康行程登记打卡。

二、保证我方领队、教练、运动员及其他随行人员凡年满 18 岁符合接种新冠疫苗

者一律提供 2次“新冠疫苗接种凭证”；参赛人员应出具参赛前 7 天“核酸检测

证明”。

三、保证我方领队、教练、运动员及其他随行人员到达比赛场地时，要求体温正

常且“健康码”为绿码，配合完成所有必要防疫工作。参赛期间赴赛区时要做好

个人安全防范，乘坐公共交通时应注意个人防护，与他人保持合理间距。

四、作为我方代表队全权负责人，签署本承诺书，如出现任何安全问题由我本人

全权负责。

五、材料要求：

1、14 天“行程码”截图，必须与实际出行人员身份一致。

2、“接种疫苗凭证”及“核酸检测证明”，各队核酸阴性检测证明

最迟可于比赛当日提交（电子版）。

3、各队随行人员提交材料与运动员要求一致。

全权负责人签字： 身份证号：

手 机 号：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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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赛区位置图

校园周边无停车位，建议绿色出行。
一、地铁：

古城站：1号线/八通线
下车出B口向东步行 300 米至古城东街向北 500 米至古城公园后向西100 米

马路南侧即可到达。
二、公交线路：

八角站：327/337/399 内环/399 外环/597/941/958/959/992/专 61
下车后向西步行约 200 米至古城东街向北 500 米至古城公园后向西 100 米马

路南侧即可到达。
古城东街南口站：318
下车后向北 350 米至古城公园后向西 100 米马路南侧即可到达。
八角南路站：325
下车后向西步行约 200 米经过古城公园后再向西 100 米马路南侧即可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