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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赛事缘起和简介

赛事缘起

21 世纪的中国，在全社会的奋斗中迎来了经济领域的繁荣，但生态文明的建设仍然任

重道远。2015 年 5 月，为了唤起更多人对水环境及饮用水安全问题的关注，长期从事水环

境保护的赵笠钧在环保界发起了首届沙漠挑战赛。他希望用一场置身沙漠的赛事，在面对

极限的挑战中，磨砺环保人的意志，凝聚环保人的力量，唤醒更多人的环境意识。

赛事简介

中国环保沙漠挑战赛是推进中国环保界健康交流的一大盛事，赛事旨在以体育竞赛激

荡中国环保力量、汇集起关注环保的各界人士，为建设美丽中国与创造美好生活贡献价值。

赛事发起人赵笠钧目前担任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开能环保董

事长。

赛事路段设在中国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赛事将集结 300 名勇士，分为多组队伍相互竞

技，以徒步负重方式进入腾格里沙漠，在 3 天时间中穿行直线距离 70 公里的赛程。

腾格里沙漠靠近湖盆和河流，水分条件较好，因常遇暴雨，地下水资源丰富，又被称

为“暴雨沙漠”。但由于蒸发后留下的盐碱成分，使得沙漠的水“看起来很美”，却不能直

接饮用。据了解，中国腾格里沙漠绿洲水中的杂质(TDS)含量超过 60000，是北京自来水

的 200 倍，甚至比普通海水的还超出几倍。

置身于如此的沙漠生态当中，参赛者将在感受天地大美的同时，携手团队在相互扶持

中共同挑战，在相互激扬中超越个体的极限，奏响环保人心灵上的共鸣，走向美丽与美好

的新征程。

1.2 赛事价值主张

本赛事倡导“健康、环保、协作”之理念，呼吁社会各界更多的环保人士加入进来，

通过浸入式的身心体验达成个人的心灵突破，拥有更为健康的体魄与心智；通过参赛团队

的相互协作与相互激扬，为环境产业发展凝聚共识与力量；通过感受自然生态的无言大美，

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环保精神，激发每个人对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

活体验的新追求，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贡献价值。



4 / 10

1.3 赛程与赛制

1.3.1 赛事日程

2018 年 5 月 23 日-5 月 27 日（竞赛日：2018 年 5 月 24 日-5 月 26 日，组委会保留

因不可抗力微调日程的权力）。

1.3.2 赛事地点

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

1.3.3 竞赛形式

本届赛事为轻负重的沙漠徒步穿越形式。队员每天全程轻负重（背负组委会发放的赛

事强制装备，以及当日徒步必需的食品、物品等）徒步 16-30 公里，抵达终点，当晚在沙

漠固定宿营点扎帐宿营；赛事总体难度等级为较难，需一定的毅力与体力，队员需提前进

行适应性训练。

比赛日程共计 3 天，记录团队、个人每日成绩和总成绩。

1.3.4 竞赛项目

本届赛事以沙漠徒步穿越为主，通过团队竞速的方式，考验各参赛队员的团队协作能

力。同时，本届赛事保留沙漠闪电挑战赛、尖刀队个人挑战赛等传统项目。

1.3.5 竞赛路线及距离

本届赛事路线总长约 70 公里，三日行进路程分别为：24-30-16 公里，每日标准偏差

不超过 3 公里。根据天气、地貌等客观因素，赛事裁判组保留在赛前和赛事期间进行路线

微调的权力。实际赛事路线以参赛现场裁判长公布的路线为准。

1.4 赛事行为规范

1.4.1 赛事全部人员应积极遵守赛事理念，公平竞赛，团结互助。

1.4.2 每日比赛时间内，参赛队员（包括已经完赛或者退赛的队员，下同）如果进入赛

道，必须在最外面穿着组委会提供的本人的赛事马甲（含号码布），否则每人次当日个人成

绩无效、团队成绩罚时 30 分钟。如发生错穿他人马甲（号码布）行为，则每人次当日个人

成绩无效、团队成绩罚时 60 分钟。

1.4.3 赛事过程中，除了在起点和终点设置裁判外，在赛道中间设置若干打卡点（详

见本章程 3.1）。参赛队员必须主动通过打卡点并登记记录，以保证通过数据被有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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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赛事过程中，参赛队员一旦申请退赛，组委会将不再记录其赛事成绩。退赛人

员不得干扰继续比赛的队员，否则每发生一起，对其所在团队罚时 30 分钟。

1.4.5 赛事全程严禁使用绳索等附加设备牵引、拖拽队友，如有类似情况发生裁判可进

行警告，并酌情对团队成绩罚时 30 分钟或取消团队比赛成绩。

1.4.6 赛事期间如发生争议，须首先与裁判长沟通。如必要，可由领队向仲裁委员会提

出仲裁申请。

1.4.7 赛事每日每个打卡点都设定关门时间，所有赛事参与人员在关门时间点未到达，

需接受赛事工作人员安排退赛。如不遵守赛事工作人员规定安排，经裁判组复核后，有权

取消其个人赛事成绩、并每人次对其所在团队成绩罚时 30 分钟。

1.4.8 对任何违反本章程规定及本赛事理念的参赛队伍，赛事裁判组、仲裁委员会、组

委会保留罚时、警告或取消参赛资格的权利。

1.4.9 本届赛事判罚，均以书面形式通知。

2、参赛守则

2.1 参赛对象

本届赛事采用邀请制，由组委会邀请环保行业内代表企业、合作伙伴、媒体参赛。

受邀企业单位的员工均可报名参赛。各企业单位以团队组队参与比赛。赛事共分为 15

支参赛队伍，报名人数较少的企业可能被组委会安排与其他企业组合成一支参赛队伍。具

体以组委会赛前公布信息为准。

参赛队员需在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在赛事指定报名平台完成赛事报名。

2.2 参赛企业组队规则

参赛企业的员工、合作伙伴等均可作为参赛队员报名参与赛事，无具体人数限制，但

报名人员需满足如下参赛条件：

2.2.1 参赛者年龄必须在 18-60 周岁之间（含 18 周岁、60 周岁）；

2.2.2 参赛队员身体健康，无高血压、心脏病史及其他妨碍剧烈运动的疾病，并需自

行完成体检证明并遵医生专业建议是否适合参赛。

2.3 其他参赛守则

2.3.1 所有赛事参与人员应认真阅读并遵守《参赛手册》、《赛事章程》等赛事相关文件，

并确保自己报名信息真实有效。

2.3.2 全体参赛队员应主动参加赛事集结日的安全与应急培训。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自

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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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所有参赛队员身份必须符合前述规定，如核实其中有身份不符者，每一人身份不

符，组委会将对整个团队成绩罚时 2 小时。

2.3.4 企业参赛队员名单在 2018 年 4 月 20 日报名时间截止日后可进行两人次的调整。

正式名单在 2018 年 5 月 10 日后将不可进行更改。

3、赛程

3.1 赛段及赛事路线

本届赛事全部赛段均为沙漠地形，组委会根据赛段情况安排补给站或检录点，并有不

同颜色的旗帜作为引导。

赛事组委会保留因天气情况、安全因素等其他客观因素而临时更改竞赛路线或暂停（终

止）竞赛的权利。若路线在竞赛进行时有更改，赛事组委会有权因各队所完成路线的差异

来调整相应竞赛时间及规则。

补给点及终点的关门时间不区分队员出发时间、性别等，全部参赛队员适用统一标准。

3.1.1 竞赛第一日

2018 年 5 月 24 日

出发时间：9:30

预计行程 24KM，有效完成时间：8 小时 30 分钟

当日补给点及终点相关设置如下：

计时点 补给点一 补给点二 补给点三 补给点四 终点

距起点 6KM 11KM 16KM 20KM 24KM

关门时间 12:30 14:30 16:00 17:00 18:00

3.1.2 竞赛第二日

2018 年 5 月 25 日

出发时间：8:30

预计行程 30KM，有效完成时间：10 小时

当日补给点及终点相关设置如下：

计时点 补给点一 补给点二 补给点三 补给点四 补给点五 终点

距起点 6KM 12KM 18KM 22KM 26KM 30KM

关门时间 12:00 14:00 15:30 16:30 17:30 18:30

3.1.3 竞赛第三日

2018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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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间：8:00

预计行程 16KM，有效完成时间：5 小时

当日补给点及终点相关设置如下：

计时点 补给点一 补给点二 终点

距起点 6KM 11KM 16KM

关门时间 11:00 12:00 13:00

3.2 赛程说明

3.2.1 起点及出发顺序

本届赛事有 15 支参赛团队，每团队包括竞赛组和体验组。全部参赛队员均需通过起点

的计时区域。

每一竞赛日，参赛团队依据之前比赛日的累计排名依次间隔 10 秒出发（即第一名排在

第一位出发，第二名排在第二位出发，依此类推。各队出发时间按照第一名团队的出发时

间计算）。第一比赛日的参赛团队出发顺序，依据各队伍自行抵达起点排序出发。

如队员出发时间早于规定的出发时间，则每人次个人罚时 30 分钟、团队罚时 10 分钟。

3.2.2 补给点及关门时间

赛事补给点，除为参赛队员提供饮料、以及基础医疗服务外，还具有赛事检录功能。

每个补给点，检录功能在前，补给功能在后。参赛队员务必保证在赛事期间主动通过补给

点的计时功能区，否则如有任一补给点漏检的，将视为当日比赛成绩无效。

参赛队员应在检录计时区通过后，迅速转移到补给区，不得在检录计时区逗留，以免

影响工作人员的检录计时工作，造成其他参赛队员成绩漏检。

3.2.3 终点

参赛队员应该按照引导线通过终点计时区，并尊重裁判工作，自觉维护裁判区工作秩

序，如有妨碍公务行为，裁判组可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做出团队成绩罚时 10 至 60 分钟的处

罚。

裁判组在全程赛道可进行随机强制装备抽查。赛事任何未退赛队员没有背负强制装备，

则当日个人成绩罚时 120 分钟、团队成绩罚时 30 分钟。

3.2.4 营地

参赛队员必须以团队为单位，按照组委会指定的营地住宿，并自觉维护营区及周边环

境卫生，将垃圾放置在指定地点。组委会在每日撤营后对营地进行检查，对营区周围 2 米

范围内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团队可以对团队成绩罚时 30 分钟，并取消参与尖刀队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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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罚依据以组委会拍照情形为准。

参赛队员到达营地后，不得离开营地，更不得进入赛道，否则每人次团队成绩罚时 10

分钟。如有必要，必须向赛事裁判组申请，经其书面同意后方可外出。

3.3 完赛和退赛

参赛队员按照规定路线，在竞赛日关门时间前，完成当日全部赛程，并拥有全部补给

点关门时间内的完整通过记录，且之前无退赛，视为有效竞赛成绩。队员中途借助任何交

通工具或未完成规定路线者，将被视为自动退赛。

参赛队员退赛，可在各补给点乘坐收容车辆，前往当日营地，当日个人成绩无效，按

照当日退赛处理，但仍可以正常参与后面的赛程。

当日赛段关门时间到达时，如参赛队员已通过当日最后一个补给点，但未到达终点，

则该队员个人成绩按照关门时间计算，不按照退赛或者未有效完赛处理，但队员需按照组

委会安排返回营地。

4、赛事成绩

4.1 成绩核算

本届赛事分别对于个人和团队计算有效参赛成绩。有效参赛成绩即未退赛队员在关门

时间内完成规定路线所用的时长。有效参赛队员即具有有效竞赛成绩的参赛队员。

团队总成绩为每日团队成绩之和。每日团队成绩取值该团队竞赛组当日成绩排名第七

名的队员的当日成绩（如第七名队员在当日赛段关门时间时通过最后一个补给点，但未到

达终点，则其成绩按照当日关门时间计算；否则如第七名队员未有效完赛，该团队无团队

成绩），加上该团队全部退赛队员（含竞赛组和体验组）的罚时。

队员退赛，对所在团队的罚时标准为：

因队员退赛造成的团队总罚时=5*(n-1)*n+15n（n 代表团队当日退赛总人数）

（即，团队中出现第一位退赛人员罚时 15 分钟；出现第二位累加罚时 25 分钟，总罚

时为 15+25 分钟；出现第三位累加罚时 35 分钟，总罚时 15+25+35 分钟……依次按 10

分钟增加单人罚时时长）

其中，团队当日退赛人数（含竞赛组和体验组）需不大于本队总人数的 20%，如当日

该团队未有效完赛（退赛）的队员数量超过本团队总人数的 20%，则该团队不再具有团队

成绩。

本届赛事保留沙漠闪电挑战赛、尖刀队个人挑战赛等传统项目。

沙漠闪电挑战赛由每参赛团队选派 1 名男队员和 1 名女队员参加，分性别进行比赛。

用时最少的三名队员（男女共六名队员）所在的团队可以分别获得一张捷径卡。每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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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径卡，可在竞赛日第三天，从本队伍中选择最多两人走捷径赛道（比完整赛道短 2 公

里）。

尖刀队个人挑战赛，是由前两日总成绩排名前八位的参赛团队，每队选派三名男子、

一名女子在竞赛日第三天进行的个人挑战赛（前两日总成绩排名后七位的团队队员无权参

赛，参与尖刀队个人挑战赛的队员不得使用捷径卡）。比赛结果依据第三日赛道的用时时间

进行由少到多、分别按照性别排名。

4.2 赛事奖项

4.2.1 本届赛事对取得团队总成绩前三名的团队、尖刀队挑战男子组和女子组个人成

绩前三名的个人，给予奖励。

4.2.2 本届赛事对有效完赛的个人颁发奖牌。

5、裁决机制

本届赛事的裁决机制包括仲裁委员会和裁判组。

仲裁委员会委员由赛事组委会指定，负责对赛事期间的争议做最终裁决。

裁判组包括裁判长、裁判员。其中，裁判长负责分配并监督所有裁判员的工作，受理

队员的首次抗议，公布每日成绩及最终总成绩；裁判员依据本章程，负责赛前队员检录、

赛事期间起终点及各补给站、赛道的记录和犯规判罚，全程装备抽查等，确保竞赛规则的

实施。

本届赛事设立赛道监察组，由裁判员担任。赛道监察组随队员一起出发随行进行赛道

监察：监察所有参赛队员是否违反赛事规则。赛道监察两人一组，需两人同时达成裁定方

成立；如不能达成相同裁定则需当日报送裁判组做最终裁定；赛道监察可提供简单医疗协

助，但不可提供水及补给的协助。

6、安全救助

本届赛事除有专业救援机构支持外，当地向导、其他参赛队员均可成为求助对象。

赛事医疗人员有权要求赛事队员暂停比赛，接受询问和身体检查；医疗人员有权根据

检查结果，要求队员暂停或退赛，赛事人员应遵照执行，否则除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不利后果外，裁判组有权对所在团队进行罚时处罚。

7、举报与举证

所有参赛队员有监督和举报赛事违规的权利。

所有举报应以书面形式提交至赛事组委会，同时提交举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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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裁判组和仲裁委员会拥有调解和最终裁决权。

8、环保

环保公益是本届赛事的核心理念之一，赛事所有人员应对赛事过程中的污染环境行为

进行制止和监督。对于情节轻重者，裁决委员会保留处罚的权利。

赛事不提供一次性水杯，赛事人员需自备水杯。

赛事提供矿泉水，除第一次领水外，每次队员领水均需持空瓶换取。赛事提供用水仅

作为饮用使用，不可作为洗漱使用，如有违反则每人次团队成绩罚时 5 分钟。

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有权对比赛进程中，随意丢垃圾以矿泉水瓶的行为，进行制止，

并取消该团队参与尖刀挑战赛的资格。

赛事营地、起点、补给点、终点将设垃圾桶，队员不得在赛道和营地随便丢弃垃圾。

9、赛事禁令

赛事全程严禁饮酒，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团队参与比赛资格以及取消下届赛事邀请。

赛事中严禁互换队员号码马甲，一经发现立即按照本章程 1.4 处理，严重者取消个人

成绩和团队成绩。

10、解释权

本章程可能会有补充章程出现，以赛事组委会规定的为准。后期如有补充章程，仍视

为本章程的有效组成部分。如补充章程中，有与本章程冲突的部分，以补充章程为准。

本届赛事组委会对本章程负责最终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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