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中马协骑手分级承考硬件设施检查表 

1.俱乐部信息： 

名称： 

地址： 

固定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2.场地负责人 

姓名：                 职位: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3.马房经理/总教练 

姓名：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4.医务人员/急救人员 

姓名： 

电话： 

 



5.马房 

马厩尺寸:        米 X        米 

每间马厩       元/晚 (含首批垫料) 

6.硬件设施清单 

场地障碍设施清单 最低标准 提供 备注 

考核场地大小 45m x 65m   

考核场地\地面材质    

热身场地大小 40m x 65m   

热身场地地面材质    

20m x 60m 盛装舞步围栏 2套   

舞步场地标志 2套   

场地灯光设施    

场地喷淋设施    

拖拉机（带平整场地设备） 1套   

场地压平辊 1套   

围栏（划分场地） 250 米   

自动计时设备 1套   

手动秒表 3个  精确到 1/100秒 

显示板 2个   

验马指示牌 1套   

裁判铃 1个   

广播系统 1套   

扩音器 2套   

裁判台电源供应设备 至少含 5个

插头 

  

对讲机 5km 5台   

复印机 1台   

A4纸 1包   

A3纸 1包   

桌子(W2000 x D1000) 2张   

椅子 6把   

遮阳棚或太阳伞 2个   

马号 (001-300) 1套   

障碍架 20对  高度范围 20cm-

140cm 

后杆架立柱 10对  高度范围 20cm-

140cm 



障碍杆 直径 9.5cm-10cm x 长度

3.5m/4m 

70根  每款式同长度至

少有 5根 

障碍木板 H200cm x 3.5m/4m 10个  与障碍杆是同样

长度 

红白旗 20对   

障碍杯托 凹面深度 18mm to 

30mm 

140 个   

安全杯托 15对   

起终点线 2套  带红白旗 

编号标签 1-14 1套   

编号标记 A, B, C 3套   

尺子 2m 2把   

软尺 100m 1个   

轮式尺 1个   

桶 (5L) 4个   

人用救护车 2辆   

马匹救护车 2辆   

手套(M号 100副) 1盒  用于检查 

剪刀 2把   

供水 50吨  马匹饮用水 

移动式发电机 1套  如果裁判台没有

供电系统 

 

 

盛装舞步设施 最低标准 提供 备注 

考核场地大小 40m x 80m   

考核场地地面材质    

热身场地大小 40m x 65m   

热身场地地面材质    

20m x 60m盛装舞步围栏 2套   

舞步场地标志 2套   

场地灯光设施    

场地喷淋设施    

拖拉机（带平整场地设备） 1套   

场地压平辊 1套   

围栏（划分场地） 250米   

手动秒表 2个  精确到 1/100秒 

显示板 2个   

验马指示牌 1套   



裁判铃 1个   

广播系统 1套   

扩音器 2套   

裁判台电源供应设备 至少含 5个

插头 

  

对讲机 5km 5台   

复印机 1台   

A4纸 1包   

A3纸 1包   

桌子 (W2000 x D1000) 2张   

椅子 6把   

遮阳棚或太阳伞 2个   

马号 (001-300) 1套   

人用救护车 2辆   

马匹救护车 2辆   

手套(M号 100副) 1盒  用于检查 

剪刀 2把   

供水 50吨  马匹饮用水 

移动式发电机 1套  如果裁判台没有供

电系统 

 

 

三项赛设施清单 最低标准 提供 备注 

考核场地大小（场地障碍） 45m x 65m   

考核场地地面材质    

热身场地大小 (场地障碍) 40m x 65m   

热身场地地面材质    

考核场地大小（盛装舞步） 40m x 80m   

考核场地地面材质    

热身场地 (盛装舞步) 40m x 65m   

热身场地地面材质    

20m x 60m 盛装舞步围栏 2套   

舞步场地标志 2套   

考核场地大小（越野障碍） 60m x 80m  按照室内越野障碍赛计

算 

考核场地地面材质    

热身场地大小 (越野障碍) 40m x 65m   

热身场地地面材质    



越野障碍赛用障碍 1套  障碍的尺寸, 形状, 规

格及数量, 请参阅中国

马术协会通级考核骑乘

科目中的三项赛内容及

规则 

越野障碍赛用障碍固定位置

工具套装 

2套   

红旗 25面   

骑手号码背心 100件   

硬质文件夹板（A4大小） 30个   

哨子 30个   

圆珠笔 50支   

矿泉水 90瓶  裁判用 

场地灯光设施    

场地喷淋设施    

拖拉机（带平整场地设备） 1套   

场地压平辊 1套   

围栏（划分场地） 250米   

自动计时设备 1套   

手动秒表 23个  精确到 1/100 秒 

显示板 2个   

验马指示牌 1套   

裁判铃 1个   

广播系统 1套   

扩音器 2套   

裁判台电源供应设备 至少含 5 个

插头 

  

对讲机 5km 5台   

复印机 1台   

A4纸 1包   

A3纸 1包   

桌子 (W2000 x D1000) 2张   

椅子 6把   

遮阳棚或太阳伞 2个   

马号(001-300) 1套   

障碍架 20对  高度范围 20cm-140cm 

后杆架立柱 10对  高度范围 20cm-140cm 

障碍杆 直径 9.5cm-10cm x 

长度 3.5m/4m 

70根  每款式同长度至少有 5

根 

障碍木板 H200cm x 

3.5m/4m 

10个  与障碍杆是同样长度 

红白旗 20对   



障碍杯托 凹面深度 18mm 

to 30mm 

140个   

安全杯托 15对   

起终点线 2套  带红白旗 

编号标签 1-14 1套   

编号标记 A, B, C 3套   

尺子 2m 2把   

软尺 100m 1个   

轮式尺 1个   

桶 (5L) 4个   

人用救护车 2辆   

马匹救护车 2辆   

手套(M号 100副) 2盒  用于检查 

冰砖 100L   

显示板 (6位数) 3个   

剪刀 2把   

计时器(同步 x 20 块) 1套   

方向标 10对   

绳子（直径 10mm） 600m   

临时隔离带(1000m) 2卷   

水桶 (30L) 10个   

水桶 (5L) 20个   

帐篷 (3m x 3m) 5顶   

供水/水箱 50吨  马匹饮用水 

发电机 2套   

 

 

耐力赛设施清单 最低标准 提供 备注 

考核赛道长度 20Km  单程 10公里以上

赛道 1-2条 

考核赛道场地材质 沙土地/草地  硬质路面<10%（总

赛程） 

兽医检查站尺寸 9条  单条规格 40米*3

米 

兽医检查站场地材质 平整的草地或沙土地 用于兽医检测 

心率检测仪 8-10套  手持心率表或者带

led 显示屏心率仪 

兽医检测卡 200张  人手一张 

赛道灯光设施    



兽医检查站灯光设施 照明兽医检测

区 

  

兽医检查站浇水设施 稳定自来水源/水车 确保不得断水 

出发等待区水源 持续供应  移动自来水软管

（带龙头）， 

方便水桶加水 

耦合剂 20瓶  心率仪使用 

矿泉水 90瓶  裁判用 

围栏（划分兽医检查站，

降温区，出发等待区 

250m   

自动计时设备 1套   

手动秒表 20个  精确到 1/100秒 

显示板 2个  落地白板，带白板

笔若干 

区域指示牌 7套插地指示

牌 

 赛段终点*1，饮水

降温区*1， 

检查区*1,休停区

*1，赛段起点*1 

兽医折返点*3，出

发等待区*1 

骑手号码背心 200件  要求号码清晰，最

好有拉链口袋放兽

医卡。选手报到时

发放。 

40公里为号段为

401 开始 

80公里为 801开始 

后援团号码背心 200件  颜色与选手号服分

开，号码相同 

赛道工作车 3辆  越野车，能接送裁

判往返于折返点之

间 

裁判员马甲 10件   

赛事监管马甲 20件   

裁判长马甲 1件   

技术代表马甲 1件   

兽医长马甲 1件   

兽医马甲 6件   

硬质文件夹板（A4大小） 30个   

验马指示牌 1套   

裁判铃 1个   

广播系统 1套   

扩音器 2套   



裁判台电源供应设备 至少含 5 个插

头 

  

对讲机 10km 20台   

圆珠笔 60支   

红色签字笔 5支   

带复印功能激光打印机 1台   

A4纸 1包   

A3纸 1包   

赛道彩色地图 10张   

桌子 (W2000 x D1000) 5张   

椅子 25把   

遮阳棚或太阳伞 5个   

马号(001-300) 1套   

马匹号码蜡笔 白色 6根   

马匹号码蜡笔 红色 6根   

马匹号码蜡笔 蓝色 6根   

起终点线旗门 2套  起终点各一套 

软尺 100m 1把   

轮式尺 1把   

最大号垃圾桶 5个   

人用救护车 2辆   

马匹救护车 2辆   

手套(M号 100副) 2盒  用于检查 

冰砖 100L   

赛道饮水降温车 4台  可利用赛道自然水

域降温，饮用水必

须使用净水。 

时间显示板（6位数） 3个   

剪刀 2把   

计时器(同步 x 10 块) 1套   

赛道指示方向标 10对   

绳子(直径 10mm) 600m   

临时隔离带(1000m) 2卷   

水桶(30L) 20个   

水桶(5L) 20个   

帐篷(3m x 3m) 5顶   

兽医检测区遮阳大帐篷

（可选） 

1顶  5 米*27 米（9 兽医

道） 

出发区选手休息大帐篷

（可选） 

1顶  6米*30米 

彩旗(10cm) 6色  带 2 米高竹竿 

发动机 2套   



 

绕桶赛设施清单 最低标准 提供 备注 

考核场地大小 51m x 32m   

考核场地地面材质    

备赛区场地大小 30m x 32m   

备赛区场地地面材质    

热身场地大小 30m x 40m   

热身场地地面材质    

场地灯光设施    

场地喷淋设施    

20Kg 油桶 or 路锥 (H90cm 

x Dia 60cm) 

8个   

旗门柱 4支   

拖拉机（带平整场地设备） 1套   

场地压平辊 1套   

围栏（划分场地） 270米   

自动计时设备 1套   

手动秒表 3个  精确到 1/100秒 

显示板 2个   

验马指示牌 1套   

裁判铃 1个   

广播系统 1套   

扩音器 2套   

裁判台电源供应设备 至少含 5个插

头 

  

对讲机 5km 5台   

复印机 1台   

A4纸 1包   

A3纸 1包   

桌子 (W2000 x D1000) 2张   

椅子 6把   

裁判用高椅 3把   

尺子 2m 2把   

软尺 100m 1个   

轮式尺 1个   

遮阳棚或太阳伞 2个   

马号(001-300) 1套   

人用救护车 2辆   

马匹救护车 2辆   

手套(M号 100副) 1盒  用于检查 



剪刀 2把   

水桶 (30L) 10个   

水桶 (5L) 20个   

帐篷 (3m x 3m) 5顶   

供水/水箱 50吨  马匹饮用水 

发电机 2套  如果裁判台没有供

电系统 

 

7. 场地马匹走向图 

请提交场地图（包含所有场地的数量及大小），并在地图上标明

马匹走向 

8. 声明 

通过提交此申请表申办分级考核至中国马协，我单位声明此申

请表的全部信息都准确，完整。如果表格中提供任何不正确的

信息，可能会导致考核被取消，中国马协 / 日发牧马堂马术有

限公司 (中国马协骑手分级项目全国运营商)将保留收回所有损

失和所有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体系运营商专用： 

申请表收取日期：                    辅助文件：          

场地考察结果： 

考核场地大小及位置 

考核场地地面材质 

热身场地大小及位置 

热身场地地面材质 

场地工作组 

障碍及安全杯托质量 

考核场地标志 

喷淋及排水系统/设备 

地面整体维护 

围挡/ 马匹急救 

医务设备/ 骑手急救设备 

音响系统 

计分板 

计时设备 

裁判台 

座位数量 

考核场地及热身场灯光设备 

马房区域 



垫料及供水 

马粪收集 

其他 

 

最终结果批准/拒绝 

 

考核日期 

项目:场地障碍 / 盛装舞步 / 三项赛 / 耐力赛 / 绕桶 

级别: 初级 1 / 2 / 3 中级 1 / 2 / 3 

考核人员名单： 

考官 

兽医 

秘书 

成统 

计时 

场地工作组 

检录长 

赛事监管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