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前讲解会



一心向速，同心致远

越山向海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我们一同并肩的发现之旅



每个队伍参赛包中含有：

 5 件参赛T恤

 5 张号码布

 5 本参赛手册

 5 个多功能随身包

 前后车贴各 1 张

 队伍人员信息表 1 张



 竞赛时间：2020年12月12日

 发枪时间：12月12日00:00-05:00

 关门时间：12月12日24:00

 赛事起点：海南省保亭县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赛事终点：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中心广场沙滩

 线路长度：163.8KM (奔跑距离150KM)



竞赛规则

以5名参赛选手和1部汽车为单位，以人车接力的形式完成15个赛段

 每名选手不可连续跑2个及以上的赛段；

 队内接力时选手无需按照报名编号的顺序进行，也无需完成一样的赛段数量，由队

长根据队员实力做安排；

 在00:00-06:00及18:00-24:00，赛道上的选手务必穿着反光背心、佩戴头（胸）灯

※组委会为每支参赛队伍配备一个印有队

伍编号的【参赛臂包】，臂包内放有：计

时芯片、GPS定位装置，参赛队员到达接

力点时须交接【参赛臂包】，视为完成接

力。交接时，请务必记得打卡！
臂包须挂在手臂外侧，如图所示GPS定位器 计时打卡设备



签到流程

签到时间：2020年12月11日

19:00-23:30 

签到流程：Step1—安全装备检查

选手到【安全装备检查篷房】
1、首先进行“越山向海海南赛模拟卷” 检查（每个

队伍至少提供2名队员满分答题截图）；
完成后才能进行反光背心、头（胸）灯等安全装
备检查（每支队伍至少2件反光背心，2部头灯
或胸灯）。

2、装备检查结束后，工作人员会给每个队伍配发
“强装”LOGO贴，凭此贴纸方可进入签到区。

此外，组委会还将提供“挪车环保卡”和
“赛事纹身贴纸”、垃圾袋供大家取用。

头灯或胸灯 配发“强装”贴纸

纹身贴纸 挪车环保卡



Step2—签到及发放计时和定位装备

安全装备检查通过后，全队需要一起携带身份证原件或照片、参赛号码布到【签到篷房】进行身份
确认且签署免责声明（签到时至少4人，缺少两人则不允许参赛），信息确认无误后将配发带有队伍
编号的计时和定位装备。

同时工作人员为每名选手分别佩戴参赛手环，参赛手环是判断选手是否具有参赛资格唯一标识，请
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要剪断、损坏；

塑封袋内包含人、车双GPS、臂包、芯片 佩戴参赛手环



每个参赛队伍都可以凭借号码布，领取2箱“怡宝”饮用水；5件“大家保险”提
供的浴巾；前往卡萨帝展区领取的多种福利。

怡宝饮用水/555ML/瓶（停车区域领取） 大家保险浴袍（签到处旁）
起点热饮补给站，现场会提供大
麦茶，咖啡以及简餐



起点平面规划图

1.签到区：①、②

2.浴巾领取：③

3.出发区：选手在指定

出发时间前20分钟，

须到达检录区等待裁

判员检录④

4、赞助商区域：⑤

5、舞台区：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入场动线

出发动线

怡宝补给发放

开放时间：12月11日18:00

6号停车场：102辆

5号停车场：150辆

大巴车停车场：120辆

3号停车场：283辆

陆续开放大巴停车场、5号停车场、3

号停车场、6号停车场备用

起点停车规划图

怡宝水
发放处



签到&检录&起跑

本次赛事采取分时段签

到检录，为保证队伍如

愿参赛，请各位参赛队

员不要错过签到检录时

间；

为避免签到检录时人流

过大，请队伍在12月

11日尽早到达赛事起点；

※请参赛队伍严格按照

发枪时间起跑，否则

将进行罚时



请通过赛事微信公众号“要跑一

起跑”后台菜单栏“越山向海”

项目卡中的“官方网站”进入海

南站赛事官网，登录“报名查询”

即可获取您的队伍编号、签到时

间、检录出发时间、预报完赛时

间等信息。

队伍信息查询



参赛车辆要求

 队伍通过安全装备检查、签到之后，组委会为每支队伍配发2台GPS，其中1个GPS请在比赛期间放置于车内；

 车辆宽度不得超过2米，高度不得超过2.2米，车长不得超过6米，不得使用房车、巴士、皮卡。

 赛手包内的前后车贴作为车辆进入赛道的唯一标识，队伍如若丢失则视为弃权。请将前车贴至于风挡外侧右

上角，后车贴至于尾部（最好是后风挡玻璃上，切勿遮挡车牌）；

 请队伍将两名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填写至紧急挪车电话卡上，以便工作人员联系；



参赛车辆要求

 组委会鼓励选手对自己的车辆进行DIY涂装，但不能出现官方赞助

商竞品的LOGO，名称及标识。更不可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符

号、标识；

 德系豪华品牌车辆仅接受BMW系列车辆参赛，其他德系豪华车辆

将不可进入赛道，如：奥迪、奔驰

 所有车辆禁止跟随选手，在不超过赛道限速的情况下尽快到达下个

接力点，参赛车辆与参赛选手均按照交通法规行进；

 车辆出发批次与队伍第一棒选手出发批次相同，赛道上车辆不可随

意停车、严禁逆向行驶，请严格遵守；

 车辆在到达接力点后，严格按照志愿者的指引停放，防止道路拥堵。

并要求车上始终有一名有驾照的选手，以便随时听从工作人员指示

移动车辆；



“有 奖 互 动 问 答 环 节”

Q1：强装检查中新增的“越山向海模拟试卷”至

少需要队伍中几名队员出示满分的答题截图？

【奖品：颈枕两个】



“有 奖 互 动 问 答 环 节”

Q2：选手在指定出发前多少分钟，必须到达检录

区等待裁判员检录？

【奖品：耳机壳两个】



接力点规则

CP1 马丈子村 人车分流示意

 车辆先行到达接力点后听从志愿

者指挥，依次停在停车区；

 等待接力的选手在一名队友的陪

同下在交接区旁等候；

 当听到工作人员喊到本队编号时

准备接力，已完成接力的队员在

队友的陪同下返回车辆，准备驶

往下一接力点；

 海南年终巅峰赛的赛道采取部分

道路交通疏导的方式，全程不

封路，请选手驾车注意社会车辆，

遵守交通规则；



特殊赛段提示

因11-12接力点之间将通过高速路段，

组委会充分考虑到选手安全问题。选

手到达接力点11完成打卡之后，五人

一同驾车至接力点12，并再次打卡继

续进行比赛。

接力点7-8，有人行道、辅道，穿过城

镇以及陵水市区，途径2个环岛，许多

路口并没有交通信号灯，请选手遵守

交通规则，注意过往车辆，确保自身

安全。

接力点8-9，有健康步道，有应急

车道，涉及穿越城镇，注意过往

车辆，有红绿灯的路段，请按交

通指示灯前进，切勿闯红灯。



路况说明

有应急车道的路段：车辆正常行驶，选手沿应急车道前行

辅路非机动车道

有辅道（非机动车道）的路段：车辆正常行驶，选手沿辅道前进

所有车辆和选手务必遵守当地交通法规，严禁闯红灯和不遵守交通法规的行为！



路况说明

有跑步道的路段：车辆正常行驶，选手沿跑步道前进 有人行道的路段：车辆正常行驶，选手沿人行道前进

所有车辆和选手务必遵守当地交通法规，严禁闯红灯和不遵守交通法规的行为！



路况说明

1、赛道全线有多个环岛、十字路口，丁字路口。请参赛选手按照赛道指示牌指示路
线前进，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路口；

2、参赛车辆按照交通法规正常行驶。

环形路口 十字路口



终点赛段提示

N

在通过14接力点至终点时，选手车辆可直接导航至“亚龙湾中心广场”，并将车辆停放至附

近酒店或公共停车场，再步行至亚龙湾中心广场沙滩。参赛选手按照红色路线行进，通过交通

路口时，务必注意安全。最后900M为沙滩赛道，请选手做好提前准备。



终点停车推荐

1. 亚龙湾中心广场图腾柱停车场
2. 亚龙湾爱立方滨海乐园停车场
3. 艺术中心停车场
4. 5.百花谷中心停车场
6. 7. 11. 15. 华宇度假酒店停车场
8. 停车场(百花路)
9. 亚龙湾亚泰中心停车场
10.天域度假酒店二区停车场
12.辛特拉套房酒店停车场
13.天鸿度假村停车场
14.亚龙湾 5号停车场
16.金棕榈度假酒店停车场
17.亚龙湾 5号(东)停车场
18.亚龙湾艾琳达精品度假停车场
19.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停车场



终点布局

1.当其他4名队友提前抵达终

点后，请在集结区等待本队

最后一位队员一同冲线。

2.其他家属或亲朋可以通过

亚龙湾中心广场及附近的下

海通道进入主会场。

3.赞助商及合作伙伴将提供

更多服务迎接大家

N图例：

主舞台

赞助商

展示物

组委会

终点门

终点现场规划图（临）



终点庆祝活动

本次赛事的颁奖仪式将于12月12日16:40-16:55在终点主舞台

举行。作为2020海南亲水运动季的重要活动之一，在本次赛

事颁奖典礼过后，我们还将迎来海南亲水运动季盛大的闭幕式。

美轮美奂的歌舞表演，独具少数民族风情的特色表演将会为现

场所有的跑友打造一场狂欢的视觉听觉盛宴。



完赛奖牌

领取奖牌时需要同时上交组委会

配发的两种定位系统：车载GPS

和臂包（含GPS）。

由于本次赛事没有额外对跑友收

取设备押金，一旦出现丢失，需

要赔付后，才能换取完赛奖牌

（GPS一个500元）。



第一赛段奖牌

为奖励第一棒在夜间出发的选手，

海南站特设立第一赛段完赛奖牌：

“暗夜行者”

背面灯塔的图案，也寓意着为队

友照亮前方！



“有 奖 互 动 问 答 环 节”

Q1：本次海南站赛事是否为全程封路？

【奖品：助威毛巾两个】



“有 奖 互 动 问 答 环 节”

Q2：领取奖牌时需要同时上交几个GPS（定位系

统）？

【奖品：比赛T恤两件】



判罚规则

 选手或车辆故意干扰其他参赛者，车辆随意停放在道路中央，影响参赛选手正常行进；

 由他人代跑，或在赛段行进途中使用助力工具（汽车，自行车，人力三轮，平衡车，滑板，轮滑鞋等）；

 在有禁止吸烟和明火标识的地方吸烟、生明火；

 比赛期间，在赛道、接力点、服务点和其他比赛区域内开启或食用任何酒精类食品、饮品（除完赛之后）；

 故意破坏损毁公共设施、乱扔垃圾破坏自然环境；

 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或车辆不服从裁判、志愿者或其他组委会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而引发肢体冲突等行为；

 有携带宠物的选手；

※如有以下行为，则整支队伍将被取消资格

※以上行为一经发现立刻取消比赛资格，情节严重者将通报当地职能机关予以处理



判罚规则

※以下行为，第一次发现将对该队发出警告，第二次发现将被记录罚时1小时，第三次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比赛过程中，参赛车辆未按照当地交通法规进行行驶；

 比赛过程中参赛车辆陪跑影响赛道交通；

 参赛车辆或选手在赛道中故意干扰其他队伍；

 比赛日00:00至早06:30，所有车辆不得使用外置音响、扩音器等功放设

备，不可大声喧哗；

 不按比赛规定时间（晚18:00-早06:00）穿着反光背心及头灯的队伍；

 比赛期间双耳同时佩戴入耳式耳机或佩戴头戴式耳机。

可佩戴耳机示例



判罚规则

 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未按规定线路跑步或任何一个赛段未打卡；

 比赛过程中，未到达接力点时中途换人（因伤或其他任何原因）；

 在规定的起跑时间之前起跑，比预计用时提前或延后180分钟到达终点；

※以下行为，经核实后，将立刻进行2小时罚时，若队伍出现两次违规将直接取消资格

※以上所有违规行为（罚时及取消资格），我们将依据组委会工作人员、裁判、志愿者和

后台数据的记录或其他队伍成员提供明显违规“图片、视频”2次，所有参赛队伍举证行为

都应通过官方要求渠道发送，其他方式将视为无效举证。官方邮箱：

h2czuweihui@starzsports.cn



赞助商冠名接力点福利

CP5：琼崖古城

服务内容：陵水酸粉、海南鹧鸪茶

CP13：海棠湾停车场

服务内容：清补凉、新鲜大椰子



赞助商冠名接力点福利

CP8：文化体育馆

服务内容：燕麦粥、面包片、腐乳炼乳、矿泉

水、功能饮料

CP10：清水湾旅游区游客中心

服务内容：拉伸放松、每日坚果、椰奶、矿泉水



赞助商冠名接力点福利

CP12：三亚国际免税城

服务内容：百淬运动饮料、怡宝饮用水、水果、

简餐

其他福利：为完成10到11赛段的选手提供专属奖

牌，赛事体能恢复区（有拉伸、按

摩服务）



赞助商冠名接力点福利

CP14：天意旅投·塔亚普拉

服务内容：百淬运动饮料、怡宝饮用水

其他福利：现场扫码可享受动境会员服务区补给

老盐柠檬水、泡面，并在CP14接力点和终点为

会员提供拍照服务。



赛前福利活动

天意旅投&动境赛前活动（无需报名费用）：

动境×健康跑公开课“让我们无伤跑到老”，石春健老师主讲。

时间：2020年12月5日；地点：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红树林度

假酒店-皇后棕酒店G层今日X书屋

报名方式：扫码报名（限70名）或 15500972640（微信同号）



2020 越山向海周边新品上市

赛事活动起终点将进行售卖



玩偶系列

BAVA 熊 辉宝抱枕



热带风情草帽 助威小铃铛

周边配饰



宝藏袋背包 精美胸章

环保再生系列

多功能随身包



由官方金牌赞助商阿迪达斯探锐特别
提供的“越山向海”完赛服装。将在
赛事官方网站进行预售，具体时间请
大家多多关注“要跑·一起跑”公众号！

敬请期待！

定制系列

完赛服装示例



更多商品请登录官方商城

关注赛事官方公众号

要跑一起跑（Yao-Pao-Bu)



最最最重要！！！

1.仔细阅读参赛手册，针对不同路段的难易程度提前做好准备。12月12日海南日间温度较高，注意防暑补水；

2.不建议在赛事沿途给车辆加油，建议满油到达起点进行检录；

3.海南的线路途经保亭、陵水以及三亚，经过了大部分属地的城镇要道。赛道为全程不封路，请

所有选手、参赛车辆遵守交通规则、比赛过程中注意避让摩托车、汽车，特别是经过路口时，遵守交通

信号灯及公安民警的指引；

4.一旦车辆发生事故，请快速拍照移至路侧，不要造成道路拥堵；

5.请领队留意领队群里的重要通知，同时注意查看短信，当比赛期间有突发情况（天气、道路等），组委

会将以短信、微信领队群消息的形式第一时间通知各个团队；

6.如遇突发事件、极端天气等情况，请注意站点志愿者挥舞的旗帜。黄色为比赛暂停，请选手在接力点等

候比赛恢复通知。红色为比赛取消，队伍驾车直接抵达终点；



最最最重要！！！

7.根据当地公安政策，本次赛事禁止任何选手，在任何跟比赛相关的活动区域、赛道进行航拍，违者自负；

8.爱护环境，队伍准备足够的垃圾袋、收纳袋，禁止乱扔垃圾，尊重当地居民的风土人文；

9.组委会将遵循海南省当地防疫政策严格执行，组委会暂不设定其他额外要求。选手进入赛事主会场时将

会监测体温及绿码检查，请选手抵达起点时提前准备，若有异常现场将采取隔离措施；

10.12月12日比赛当天，三亚海棠湾广场将举办电影节闭幕式，会伴有人流交汇的情况，请大家注意避让；

11.通过第14赛段，进入亚龙湾路之后人车较多，会影响选手配速，请合理安排棒次。

12月12日00:00至24:00之间，组委会将不会在领队群回答任何关于赛事规则的问题，请大家理解！

建议在比赛开始之前，在领队群中把相关问题进行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