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西湖杯”无线电测向竞赛规程 

 

一、 组织单位 

(一) 主办单位：杭州市模型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 

二、 竞赛事宜 

(一) 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4月 26至 28 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二) 竞赛项目 

1. 短距 80M 测向个人赛 

2. 短距 2M测向个人赛 

3. 标距 80M 测向个人赛 

4. 标距 2M测向个人赛 

 注：标距 80M 和 2M 项目同场进行，不得兼项。 

(三) 竞赛组别 

1. 小学男子组（只能报短距项目） 

2. 小学女子组（只能报短距项目） 

3. 初中男子组 

4. 初中女子组 

5. 高中男子组 

6. 高中女子组 



7. 老年男子组（50周岁及以上且只能选报标距项目） 

8. 老年女子组（50周岁及以上且只能选报标距项目） 

9. 中青年男子组（49 周岁以下且只能选报标距项目） 

10.中青年女子组（49 周岁以下且只能选报标距项目） 

三、 参赛办法 

 本次比赛可以省市或学校为单位自由组队，每个组别报名

人数不限。 

四、 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 短距项目 

1. 各组别按照等第奖录取。一、二、三等奖录取比例为取

得有效成绩人数的 10%、15%、20%。 

2. 设立“西湖杯”单项总团体，团体名次取前六名，颁发

奖杯或奖牌。 

3. 各队取三男三女最好成绩计取团体名次，不足三男三女

的代表队不计团体名次。 

(二) 标距项目 

1. 按个人名次各组别录取前六名并颁发奖牌和证书。 

2. 设立“西湖杯”单项总团体，团体名次取前六名，颁发

奖杯或奖牌。 

3. 每个省取两男两女最好成绩计取团体名次，不足两男两



女的代表队不计团体名次。 

(三) 组织评选优秀基层单位。对普及活动有突出贡献的基层

单位颁发牌匾，教练员颁发优秀辅导教师奖状。 

五、 报名和报到 

(一) 报名 

1. 请各运动队务必于 4 月 15 日中午 12:00 报名日期截止

前将报名表发送至邮箱：hzwxdcx@163.com，邮件主题

请命名为“西湖杯”。电子版报名表请于官网下载（网

址：http://www.hzmroa.com/index.asp）。报名截止后

不再接受补报和任何信息修改。 

2. 联系方式：杭州市模型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 

报名咨询：黄丽娜（0571-87994192/13588190908） 

          王  伟（18767154275） 

          韩建强（13606621635） 

联 系 人：郦军（13355781198） 

(二) 报到 

1. 报到地点：杭州鸬鸟新湖希尔顿花园酒店（杭州市余杭

区鸬鸟镇寻梨街 8 号）。 

2. 报到时间：2019年 4 月 26 日 12:30—18:00。 

3. 在报到时必须出示以下资料的原件： 

http://www.hzmroa.com/index.asp


1) 报名表（工作单位为学校的应加盖学校公章）。 

2) 身份证。 

3) 体检合格证明。 

4) 办理保险手续的有关证件。 

  各代表队需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有弄虚作假或

手续不全者，禁止参赛。 

六、 参赛费用 

(一) 本次比赛每名老运动员（中青年组及中老年组）缴纳

参赛费 1200 元（含赛事食宿、交通、服装及活动安排）；

青少年运动员（小学、初中及高中组）根据附件 3 自行选

择住宿，并需缴纳 100元赛事交通费用。 

(二) 汇款方式 

1. 报名时汇款至主办单位指定账号 

开户银行：工行艮山支行 

账号：1202022309900072418 

户名：杭州市模型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 

2. 支付宝支付 

转账到支付宝账号：13958108810（陈红敏） 

转账时请务必备注好个人姓名 

3. 现场现金支付 



七、 其他 

(一) 运动员须具备遵循无线电测向竞赛规则参加竞赛的能

力（包括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娴熟的技术及自身综合素质对

竞赛地形、设台难度和气候的适应能力等），参赛队和个人

对自己的安全负全部责任。以下疾病患者不宜报名参赛：

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

患者，心肌炎和其它心脏病患者，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

心率不齐者，糖尿病患者，其他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 

(二) 运动员必须办理不少于 20 万元的赛事责任险（含旅途

和赛期）。 

(三) 器材 

1. 各代表队所使用的测向机不限定生产厂家，可使用自制、

改装测向机。所有器材应符合竞赛规则相关规定。 

2. 各队所带发射设备，使用时应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四) 仲裁和裁判由主办单位选派。 

(五)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六) 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附件： 1. 2019年“西湖杯”无线电测向竞赛报名表 

       2. 2019 年“西湖杯”竞赛日程安排 

       3. 2019年“西湖杯”住宿酒店信息 

 

 

杭州市模型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 

全国科技体育训练活动综合基地 

2019 年 3月 20日 

 

 

 

         

 

 

 

 

 

 

 

 



附件 1： 

2019 年“西湖杯”无线电测向 

竞赛报名表 

 

单位名称（或队名）： 

领队： 联系电话： 

教练： 联系电话： 

运动员姓名 性别 组别 
竞赛项目 

短 80M 短 2M 标 80M 标 2M 

       

       

       

       

       

       

       

       

       

       

注： 1. 电子版报名表请于官网下载（官网网址：http://www.hzmroa.com/index.asp）。 

    2. 运动员要参赛的项目请在相应的空格内打“√”。 

3. 填报运动员名单表格不够时，请自行增加报名表中的表格并填写。 

4. 小学组只能填报短距项目，中老年组及中青年组只能填报标距项目，标距项

目每名运动员只能在标 80M和标 2M项目中选报一项。 



附件 2： 

2019 年“西湖杯”竞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4 月 26 日

周五 
12:30-18:00 

于杭州鸬鸟新湖希尔顿花园酒店报

到并办理住宿等手续 

4 月 27 日

周六 

上午 标 80M、标 2M 竞赛（不得兼项） 

中午 
午餐（于杭州鸬鸟新湖希尔顿花园

酒店进行） 

下午 青少年组 短 80 竞赛 

晚上 标距颁奖+联谊会（地点待定） 

4 月 28 日

周日 

上午 

老队员组 游览西湖 

青少年组 短两米竞赛 

中午 

老队员组 午餐+返程 

青少年组 短距颁奖+午餐+返程 

 

 



附件 3： 

2019 年“西湖杯”住宿酒店信息 

 

酒店名称 
杭州鸬鸟新湖希尔顿

花园酒店 
杭州黎鹰乡村度假酒店 

住宿 
协议价格：400 元/间

（标间、大床房同价） 

协议价格：190元/间

（标间、大床房同价） 

联系电话 0571-88576688 0571-57889788 

 注：1. 因房间数量有限，正迎 4月旅游旺季，请抓紧时间 

     于 3 月 31 日之前预定。 

     2. 各参赛单位可以自行预订，也可与主办单位联系。     

     3. 另请各参赛单位于报到之前将各自航班或车次信息

告知主办单位，便于主办单位安排接送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