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国际鸽联“世界杯”信鸽职业联赛 

（武汉福齐站）竞赛规程 

联赛主办单位：国际信鸽联盟（F.C.I.） 

联赛承办单位：中国信鸽协会（CRPA）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 

本站承办单位：武汉市福齐鸽业有限公司 

本站竞赛执裁：湖北省信鸽协会 

一、参赛条件 

 （一）认同并自愿遵守本规程的信鸽爱好者，经报名、注册成为本俱乐

部会员即可参赛。 

 （二） 会员须使用实名参赛（有关参赛名称详见“第六条第五项实名

制登记具体要求”）。 

 （三）福齐国际睿翔村院内、院外赛鸽棚鸽舍。院外指以福齐国际睿翔

村办公室为圆心半径 5 公里范围内（长江以北）。且鸽舍到本次比赛司放

地空距符合《中国信鸽竞赛规则（2019）》中规定的中距离比赛项目空距

要求。 

二、报名参赛方式及缴费： 

（一）参加本次比赛信鸽须佩戴“世界杯”信鸽职业联赛（福齐站）

比赛专环（以下称专环），专环按组为单位发放，每组 10 枚专环（含

专环配发的封闭式电子足环），同一会员领取 10 枚连号专环即获得团

体赛参赛资格。同组专环只能用于同一鸽舍参赛，会员须缴齐全部报

名参赛费用后方可购取专环。 

（二）参赛报名费（包含奖金）为每组（10 羽参赛鸽）30000 元，（封

闭式电子环 200 元/组）合计 30200元。在发放的每组 10 枚专环中，



每组中选两羽参加四关综合高级育种技能赛资格的专环（每羽报名费

5000 元）。 

（三）参赛报名联系电话: 13971486129  13237198033  13212721555 

（四）报名时间：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2022 年 3 月 31 日截止，

具体售环数量择日公布。 

（五）所有财务结算事宜睿翔村均与参赛团队代表结算，参赛团队代

表向本团队鸽友结算。 

三、 比赛项目、时间及奖金分配办法： 

本次比赛设：资格赛、单关赛、鸽王赛、团体赛、指定赛、团队寄养赛六

个比赛项。用于奖金部分的报名费（资格赛、单关赛、鸽王赛、团体赛、

指定赛、团队寄养赛奖金）由本站比赛承办单位代主办单位收取，比赛结

束后由主办单位按照本规程规定发放给获奖者。 

（一）资格赛 

1.放飞距离： 260-320 公里（到睿翔村办公室基准空距）           

2.司放天气条件： 

比赛日选择晴或多云天气（这种天气覆盖整个比赛沿线，俱乐部有权

选择沿线好天气日司放）。  

3.集鸽时间： 

2022 年 10 月 15 日，具体比赛时间提前 2 天通知，如 10 月 16 日没有

适合的放飞条件资格赛将顺延。 

4.其它规定： 

所有参赛鸽必须参加，比赛于第二天日落结束，停止比赛计时三小时内，

所有参赛会员须携当日归巢鸽和计时鸽钟到比赛承办单位报到检验赛鸽、



刷钟，若发生赛鸽足环封条破损，此赛鸽将失去比赛资格。不参加资格赛

的赛鸽，将失去后续参赛资格。 

(二) 单关赛 

赛程安排：表中空距以睿翔村办公室为参考点（±5%公里） 

1.比赛内容： 

计算成绩办法（含竞赛成绩、赛前指定及现场指定）：单关以每关比赛

分速高低排列名次，分速高者名次列前；多关以同一羽赛鸽多关平均分速

（多次单关飞行距离总和除以多次单关飞行时间总和）高低排列名次，平

均分速高者名次列前。 

注：每关比赛（含资格赛）集鸽必须按照睿翔村竞赛部发布的集鸽通知中

规定的时间进入集鸽场地，凡超时的参赛鸽均在归巢鸽时间上加上超时时

间重新计算，凡超时达 2 小时的参赛鸽失去参赛资格。失去比赛资格赛鸽

不得带入集鸽现场，将失格赛鸽带入集鸽现场，则不允许带离，由承办单

位暂为寄养至当关比赛结束后由鸽主取回。 

集鸽地点：睿翔村内。 

 

关次 站名 方向 空距 集鸽时间 比赛日期 备注 报到期限 

第一关 新乡 北线 520 公里 10 月 29 日 14 时止 10月 30 日  450 米分速 

第二关 卫辉 北线 540 公里 11月 5日 14时止 11月 6 日 
第一关司放后第 6 天集

鸽 
450 米分速 

第三关 鹤壁 北线 560 公里 11 月 12 日 14 时止 11月 13 日 
第二关司放后第 6 天集

鸽 
450 米分速 

第四关 新乡 北线 520 公里 11 月 19 日 14 时止 11月 20 日 
第三关司放后第 6 天集

鸽 
500 米分速 



2.比赛成绩排名规定： 

    按照参赛鸽参加一关赛 520 公里，二关赛 540 公里，三关赛 560 公里，

四关赛 520 公里。各关比赛飞行分速数值高者名次列前，如果分速相同（精

确到 0.0001 米/分）则名次并列并均分其本位奖金之和。 

3.比赛取奖名额及奖金分配：（前 10 名颁发奖杯） 

各关赛事 冠军 亚军 季军 4 名-10 名 11 名-60名 

第一关赛（520 公里） 30000 元 20000 元 10000 元 5000 元 3000 元 

第二关赛（540 公里） 30000 元 20000 元 10000 元 5000 元 3000 元 

第三关赛（560 公里） 30000 元 20000 元 10000 元 5000 元 3000 元 

第四关赛（520 公里） 30000 元 20000 元 10000 元 5000 元 3000 元 

(三) 鸽王赛 

1.四关鸽王赛 

⑴比赛内容及获奖规定： 

同一羽参赛鸽参加一关 520 公里、二关 540 公里、三关 560 公里、四

关 520 公里四关比赛，以四关比赛平均飞行分速（计算方法为四关总飞行

距离除以总飞行时间）计算成绩，平均飞行分速数值高者名次列前；如果

平均分速相同（精确到 0.0001 米/分）则名次并列并均分其本位奖金之和。 

⑵ 比赛取奖名额及奖金分配：四关鸽王赛录名次按 5000 枚售环

基数取前 282 名颁奖，超出售环基数每多销售 10 枚专环，增加 1 个颁奖名

额。前十名各颁发奖杯一樽。 

冠军 亚军 季军 4-10 名 11-50 名 51-282 名 283-N 名 

100 万元 50 万元 30 万元 15 万元 8 万元 3 万元 3 万元 



 

2.四关综合高级育种技能赛 

⑴ 比赛内容及获奖规定： 

以末位数 1-0号连号足环 10枚为一组,每组中可任选 2枚参赛(2022年

8 月 21 日确定环号)，若本组不足 2 羽不得以其它组参赛鸽替代。同一羽赛

鸽不得重复指定。 

⑵ 奖金分配：以四关综合鸽王成绩录取名次，保底录取 50 名。可增

加参赛羽数，每羽 5000 元，每递增 20 枚增加录取名次一名，各奖 10 万元，

递增参赛鸽不足 20 羽时按实际参赛羽数计算奖金。 

冠军 亚军 季军 4-50 名 51-N 名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四) 团体赛 

1.比赛内容及获奖规定：  

团体以四关综合有奖名次内入围羽数多者名次列前，若入赏羽数相同，

以其中第一羽分速高者团体成绩列前，团体名次按二羽及二羽以上计算，

如二羽及二羽以上获奖名次未满，则剩余奖金由获奖团体均分。若均无二

羽则以上一关综合成绩为准，以此类推。 

2.比赛取奖名额及奖金分配：四关综合团体录取前十名(以末位数 1-0

号连号足环 10 羽为一参赛单位)，每名奖励 10 万元。各颁发奖杯一樽。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第 9 名 第 10 名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五）指定赛 

⚫ 指定赛设多场综合赛（含单羽赛和多羽赛）、单场赛（含单羽赛和

多羽赛）、育种技能赛和养训技能赛四个比赛项。（各项指定赛均

按报名费的 90%发放奖金） 

项目 

交费 
四关综合赛 前三关综合赛 

前两关综合赛 

第一关单关赛 

四关综合高级育种技能赛 

单羽中级养训技能赛 

单羽初级育种技能赛 

第一次 5 月 24-29 日交 10% 6 月 21-26 日交 10% 7 月 26-31 日交 10% 8 月 15-21 日 

第二次 6 月 21-26 日交 90% 7 月 26-31 日交 90% 8 月 15-21 日交 90%  

⚫ 凡按参赛羽数或组数的百分比录取名次的赛项，奖金分配办法如下： 

录取 1 名，第一名 100% 

录取 2 名，第一名 60%、第二名 40% 

录取 3 名，第一名 50%、第二名 30%、第三名 20%、 

录取 4 名，第一名 40%、第二名 30%、第三名 20%、第四名 10% 

录取 5 名，第一名 35%、第二名 27%、第三名 20%、第四名 10%、第五名 8% 

录取 6 名，第一名 30%、第二名 23%、第三名 17%、第四名 12%、第五名 10%、第六名 8%． 

录取 7 名，第一名 28%、第二名 22%、第三名 16%、第四名 10%、第五名 9%、第六名 8%、第七名

7%． 

录取 8 名，第一名 25%、第二名 19%、第三名 16%、第四名 10%、第五名 9%、第六名 8%、第七名

7%、第八名 6%． 

1.多场综合赛 

（1）四关综合赛： 

所有比赛项目均在规定的分速内录取。若比赛项目名次未满（只产生一个名次例

外）则剩余奖金由获奖鸽均分；若无名次产生以上笼鸽组均分。 

报名时间：2022年 5 月 24日至 2022年 5月 29日 17 时，报名时交纳参赛费总额

10%的款项作为比赛报名定金。报名后环号一经确认不得修改，6 月 21 日至 26 日 17 点



前交清余款 90%，如未按时交余款者，本次报名作废，定金不退还列入奖金分配。7月 4

日公布正式明细及奖金分配方案（所有报名环号装订成册发放给参赛团队）。 

 ① 单羽赛 

 A. 单羽： 

单羽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单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同

一羽赛鸽同一类别不得重复指定。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8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 元/羽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 元/羽 

初级 C组 报名费 5000 元/羽 

初级 D组 报名费 10000 元/羽 

 单羽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四关综合成绩前者为胜。 

B.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单羽初级养训技

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每满 40羽录取 1 名，各奖 40万元，以此类推，若

剩余羽数不足 40 羽，按实际剩余参赛羽数计算奖

金。若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

分；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报名缴费 报名费 10000 元/羽 

b.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四关综合成绩前者为胜。 

C. 单羽中级养训技能赛：  

单羽中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单羽中级养训技

能赛 A 组 

报名费：2000 元/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50羽录取 1 名，各奖 10万元，以此类推，若

剩余羽数不足 50 羽，按实际剩余参赛羽数计算奖

金。 

单羽中级养训技

能赛 B 组 

报名费：5000 元/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60羽录取 1 名，各奖 30万元，以此类推，若

剩余羽数不足 60 羽，按实际剩余参赛羽数计算奖

金。 

 

a. 单羽中级养训技能赛报名时间：分四次报名 

 

单羽中级养训技

能赛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报名时间 5 月 24-29 日 6 月 21-26 日 7 月 26-31日  8 月 15-21 日 

缴费金额 10% 10% 30% 50% 

 

b. 单羽中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四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D. 单羽初级育种技能赛：（冠军保底 300 万元）  

单羽初级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单羽初级育种技

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200组录取三名，冠军 300万元，亚军 180万元，

季军 120万元，超过 200组每递增 20组增加录取一

名，奖 60万元，递增不足 20组时按实际超过羽数

计算奖金，以此类推。若参赛数未超过 100组，冠

军奖金为 300万元；若参赛数超过 100组不足 160

组，冠军为 300 万元，亚军为剩余奖金；若参赛数

超过 160组不足 200组，冠军为 300万元，亚军为

180万元，季军为剩余奖金。 

报名缴费 30000元/3 羽/组 



a. 单羽初级育种技能赛报名时间：2022年 8月 15日至 8月 21日 17时，报名时

交纳报名费。报名后环号一经确认不得修改； 

b. 单羽初级育种技能赛比赛方法: 由参赛者在 8月 21日选定同一鸽舍任意三羽

赛鸽组成一组，第一关上笼前确认此三羽中一羽环号参赛。比赛以 2022年“世界杯”

信鸽职业联赛（福齐站）单羽赛鸽四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②双羽（组）赛 

     A. 双羽（组）： 

双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双羽（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重复指定可重复得

奖）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6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 元/组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 元/组 

初级 C组 报名费 5000 元/组 

 

a.双羽（组）比赛方式：以两羽赛鸽四关综合平均分速相加，总分速高者为胜。若

两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一羽赛鸽平均分

速计算成绩，分速高者为胜；若一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

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③三羽（组）赛 

A. 三羽（组）： 

三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三羽（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三羽为一组，三羽中

可重复指定两羽。（重复指

定可重复得奖)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6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 元/组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 元/组 

 

a.  三羽（组）比赛方式：以三羽赛鸽四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三羽

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三羽，则以两羽赛鸽四关综合有效成

绩为准（比尾羽），若两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

以单羽赛鸽四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B.三羽（组）育种技能赛：（保底 100 万元） 

三羽组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三羽育种技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100组，录取一名。当参赛鸽不足 100组时俱

乐部录取一名。超过 100组不足 200组时，录取两

名，第一名为 100 万元,第二名为剩余奖金，以此类

推。 报名缴费 报名费 10000 元/组/3羽 

a.三羽（组）育种技能赛比赛方法:  

以四关综合成绩为准，取三羽中平均分速最高的一羽计算成绩，前者为胜。 

（2）三关综合赛： 

 所有比赛项目均在规定的分速内录取。若比赛项目名次未满（只产生一个名次例外）

则剩余奖金由获奖鸽均分；若无名次产生以上笼鸽组均分。 

交费时间：6 月 21 日至 26 日 17 点前交报名名单及 10%参赛金， 7 月 26 日至 31

日 17 点前交清余款 90%，如未按时交余款者，本次报名作废定金不退还列入奖金分配。

8月 8日公布正式明细及奖金分配方案（所有参赛环号装订成册发放给参赛团队）。 

     ① 单羽赛 

     A. 单羽： 

单羽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单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同一类别

不得重复指定。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8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 元/羽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 元/羽 

初级 C组 报名费 5000 元/羽 

初级 D组 报名费 10000 元/羽 

 

a. 单羽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前三关综合成绩前者为胜。 

B.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单羽初级养训技

能赛 A组 

报名费：10000 元/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每满 30羽录取 1名，各奖 30万元，以此类推，

若剩余羽数不足 30羽，按实际剩余参赛羽数计算奖

金。若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

分；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a.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前三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

者为胜。 

 

    ②双羽（组）赛 

A. 双羽（组）： 

双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双羽（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二

羽为一组，二羽中可重复指定一羽。

（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6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元/组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元/组 



初级 C组 报名费 5000元/组 

a.双羽（组）比赛方式：以两羽赛鸽前三关综合平均分速相加，总分速高者为胜。

若两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一羽赛鸽平均

分速计算成绩，分速高者为胜；若一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

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③三羽组赛 

A. 三羽（组）： 

三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三羽（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三羽为

一组，三羽中可重复指定两羽。（重复指

定可重复得奖）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

取 6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元/组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元/组 

a.三羽（组）比赛方式：以三羽赛鸽前三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三羽

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三羽，则以两羽赛鸽前三关综合有效

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两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

则以单羽赛鸽前三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B.三羽（组）育种技能赛：（保底 100 万元） 

三羽组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三羽育种技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100组，录取一名。当参赛鸽不足 100组时俱

乐部录取一名。超过 100组不足 200组时，录取两

名，第一名为 100 万元,第二名为剩余奖金，以此类

推。 报名缴费 报名费 10000 元/组/3羽 



a.三羽（组）育种技能赛比赛方法:  

以前三关综合成绩为准，取三羽中平均分速最高的一羽计算成绩，前者为胜。 

（3）双关综合赛： 

 所有比赛项目均在规定的分速内录取。若比赛项目名次未满（只产生一个名次例外）

则剩余奖金由获奖鸽均分；若无名次产生以上笼鸽组均分。 

交费时间：7月 26日至 31日 17点前交报名名单及 10%参赛金， 8月 15日至 21

日 17点前交清余款 90%，如未按时交余款者，本次报名作废定金不退还列入奖金分配。

8月 29日公布正式明细及奖金分配方案（所有参赛环号装订成册发放给参赛团队）。 

① 单羽组赛 

 A. 单羽： 

单场单羽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单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同一

羽赛鸽同一类别不得重复指定。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8

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元/羽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元/羽 

初级 C组 报名费 5000元/羽 

初级 D组 报名费 10000元/羽 

a. 单羽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前二关综合成绩前者为胜。 

B.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单羽初级养训技

能赛 A组 

报名费：10000 元/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每满 20羽录取 1 名，各奖 20万元，以此类推，若

剩余羽数不足 20 羽，按实际剩余参赛羽数计算奖

金。若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

分；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a.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前二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

胜。 

 

②双羽组赛 

A. 双羽（组）： 

双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双羽（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二

羽为一组，二羽中可重复指定一羽。

（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6 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元/组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元/组 

初级 C组 报名费 5000元/组 

a. 双羽（组）比赛方式：以两羽赛鸽前二关综合平均分速相加，总分速高者为胜。

若两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一羽赛鸽平均

分速计算成绩，分速高者为胜；若一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

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B.双羽（组）育种技能赛：（保底 66 万元） 

双羽组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双羽育种技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132组，录取一名。当参赛鸽不足 132组时俱

乐部录取一名。超过 132组不足 264组时，录取两

名，第一名为 66 万元,第二名为剩余奖金，以此类

推。 报名缴费 报名费 5000 元/组/2羽 

a.双羽（组）育种技能赛比赛方法:  

以前二关综合成绩为准，取二羽中平均分速最高的一羽计算成绩，前者为胜。 

 ③三羽组赛 



A. 三羽（组）： 

三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三羽（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三羽为一组，

三羽中可重复指定两羽。（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

最多录取 6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元/组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元/组 

a.三羽（组）比赛方式：以三羽赛鸽前二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三羽

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三羽，则以两羽赛鸽前二关综合有效

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两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

则以单羽赛鸽前二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2.单关赛 

（1）第一关赛： 

所有比赛项目均在规定的分速内录取。若比赛项目名次未满（只产生一个名次例外）

则剩余奖金由获奖鸽均分；若无名次产生以上笼鸽组均分。 

交费时间：7 月 26 日至 31 日 17 点前交报名名单及 10%参赛金， 8 月 15 日至 21

日 17 点前交清余款 90%，如未按时交余款者，本次报名作废定金不退还列入奖金分配。

8月 29日公布正式明细及奖金分配方案（所有参赛环号装订成册发放给参赛团队）。 

① 单羽组赛 

 A. 单羽： 

单场单羽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单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同一

羽赛鸽同一类别不得重复指定。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8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元/羽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元/羽 



初级 C组 报名费 5000元/羽 

初级 D组 报名费 10000元/羽 

a. 单羽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第一关成绩前者为胜。 

 

B.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  

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单羽初级养训技

能赛 A组 

报名费：10000 元/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每满 30羽录取 1名，各奖 30万元，以此类推，

若剩余羽数不足 30羽，按实际剩余参赛羽数计算奖

金。若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

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a.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第一关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C. 单羽育种技能赛： 

单羽初级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单羽育种技能赛

A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可重复

指定。 

每满 220组，录取一名。当参赛鸽不足 220组时俱

乐部录取一名。超过 220组不足 440组时，录取两

名，第一名为 66 万元,第二名为剩余奖金，以此类

推。 
A 组报名缴费 报名费 3000元/羽 

a.单羽初级育种技能赛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第一关成绩前者为胜。 

 

 ②双羽组赛 

A. 双羽（组）： 

双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双羽（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二羽为一组，

二羽中可重复指定一羽。（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

最多录取 6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元/组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元/组 

初级 C组 报名费 5000元/组 

a.双羽（组）比赛方式：以两羽赛鸽第一关分速相加，总分速高者为胜。若两羽有

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一羽赛鸽平均分速计算

成绩，分速高者为胜；若一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归

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③三羽组赛 

A. 三羽（组）： 

三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三羽（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三羽为一组，三

羽中可重复指定两羽。（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

最多录取 6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元/组 

初级 B组 报名费 2000元/组 

a. 三羽（组）比赛方式：以三羽赛鸽第一关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三羽有

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三羽，则以两羽赛鸽第一关有效成绩为

准（比尾羽），若两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单

羽赛鸽第一关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六）团队寄养赛  

1. 参赛条件、参赛方式和参赛费用 

（1） 参赛条件： 



①凡 2022 年“世界杯”信鸽职业联赛（福齐站）睿翔村内参赛鸽皆可

报名参赛。 

② 会员可自愿组成参赛团队，使用本俱乐部统一提供的标准型鸽舍参

赛。 

③ 本次比赛俱乐部共有 12 幢墅笼式鸽棚。每棚 160 羽选手鸽，内共计

1920 羽选手鸽参加团队寄养赛；参赛鸽必须佩戴 2022 年“世界杯”信鸽职

业联赛（福齐站）比赛专环（以下简称专环）参赛。每增加 1 幢墅笼式鸽

棚，四关综合录取名次及相关赛事奖金同步递增。 

（2） 参赛缴费：每组 10 羽参赛鸽/100000元。报名费内含奖金及赛事运

营费，用于奖金部分的报名费，由本站比赛承办单位代主办单位收取，比

赛结束后由主办单位按照本规程规定发放给获奖者。团队寄养赛每棚参赛

费 160 万元（不包含基础足环报名费），总计 1920 万元全部用于团队寄养

赛各项奖金。 

（3） 专环领取方式：团队寄养赛比赛专环以团队为单位集体领取（每团

队不少于 160 枚专环）。 

2. 比赛项目、时间及奖金分配办法： 

团队寄养赛设：团队四关鸽王赛、团队多场赛指定赛、团队单场指定赛、

单羽指定赛、多羽指定赛等。 

（1）团队四关鸽王赛 

①比赛内容及获奖规定： 

以同一羽赛鸽四关平均分速高低排列名次，平均分速高者名次列前，

如果平均分速相同（精确到 0.0001 米/分）则名次并列并均分其本位奖金

之和。 



② 奖金分配：团队寄养赛四关鸽王赛录取 180 名，前十名各颁发奖杯

一樽。四关鸽王冠军奖纯金鸽一樽。 

冠军 亚军 季军 4-10 名 11-50 名 51-180 名 

300 万元 200 万元 100 万元 30 万元 10 万元 5 万元 

（2）团队寄养赛最佳教练奖：为推动赛鸽事业的发展，提高赛鸽职业的社

会地位，激发赛鸽职业教练员的进取精神，本次团队寄养赛特设最佳教练

奖 3 名，按各团队参加 2022 年“世界杯”信鸽职业联赛（福齐站）团队寄

养赛四关综合有奖名次内羽数多者名次列前，若羽数相同，以第一羽名次

鸽四关综合平均分速高者名次列前。录取前 3 名，各奖 10 万元现金及纯金

牌一枚。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3. 团队寄养指定赛 

⚫ 所有赛前指定项目均不设伯马制，如该项目只产生一个名次，则剩

余奖金由该名次产生时具有； 

⚫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的所有服务费俱乐部将用于慈善事业。 

⚫ 比赛项目：凡注明不得重复指定的赛项，若重复指定则只计一羽（组）

成绩，重复指定金额不退，列入奖金分配。 

⚫ 凡按参赛羽数或组数的百分比录取名次的赛项，奖金分配办法如下： 

录取 1名，第一名 100% 

录取 2名，第一名 60%、第二名 40% 

录取 3名，第一名 50%、第二名 30%、第三名 20% 

录取 4名，第一名 40%、第二名 30%、第三名 20%、第四名 10% 

录取 5名，第一名 35%、第二名 27%、第三名 20%、第四名 10%、第五名 8% 

 



⚫ 报名时间： 

项目 

交费 
四关综合 前三关综合 

前两关综合/第一

关 

团队单羽初级育种

技能赛 

第一次 5月 24-29日交 10% 6月 21-26日交 10% 7月 26-31日交 10% 8 月 15-21日 

第二次 6月 21-26日交 90% 7月 26-31日交 90% 8月 15-21日交 90%  

（1） 团队多场综合赛 

① 团队四关综合赛： 

 所有比赛项目均在规定的分速内录取。若比赛项目名次未满（只产生一个名次例外）

则剩余奖金由获奖鸽均分；若无名次产生以上笼鸽组均分。 

  交费时间：5月 24日至 29日 17点前交报名名单及 1 0%参赛金， 6月 21日至 26

日 17点前交清余款 90%，如未按时交余款者，本次指定作废，定金不退还列入奖金分配。

7月 4日公布正式明细及奖金分配方案（所有报名足环号装订成册发放给参赛团队）。 

 A 单羽组赛 

 a. 团队单羽： 

团队单羽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单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同一类别

不得重复指定。 

 

初级 A组 报名费 3000 元/羽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5名。 

初级 B组 报名费 6000 元/羽 

初级 C组 报名费 20000 元/羽 不满 100组取 2名，100组及以上取 3名。 

a.团队单羽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四关综合成绩前者为胜。 

b.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团队单羽初级养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录取三名。第一名：总奖金 100万元 ； 第二名：



训技能赛 参赛 总奖金 60万元；第三名：总奖金 32万元；若有效

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

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0 元/羽 

Ⅰ.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每棚以末位数 1-0号连号足环 10枚为

一个自然团体,每个团体必须任选其中一羽赛鸽参加比赛，不能增加，不同团体的赛鸽

不得相互替换。（特殊情况处理：若一个自然团体十羽参赛鸽均未存棚，此团体一羽参

赛费由本鸽舍团队代表负责缴纳，列入比赛奖金。）比赛以单鸽四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

前者为胜。 

c.团队单羽初级育种技能赛（保底 1000 万元） 

团队初级单羽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团队初级单羽育

种技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100组录取三名，冠军 600万元，亚军 300万元，季

军 100万元;若参赛数未超过 100组，冠军 600万元，

亚军 300万元，季军 100万元。超过 100组每递增

10组增加录取一名，奖 100万元，递增不足 10组时

按实际超过羽数计算奖金，以此类推。 

报名缴费 报名费 100000 元/3羽 

Ⅰ. 团队初级单羽育种技能赛报名时间：2022年 8 月 15日至 8月 21日报名并

交纳参赛费。报名后环号一经确认不得修改。  

Ⅱ. 团队初级单羽育种技能赛比赛方法: 由参赛者在 8月 21日选定同一鸽舍任

意三羽赛鸽组成一组，第一关上笼前确认此三羽中一羽环号参赛。比赛以 2022年“世

界杯”信鸽职业联赛（福齐站）单鸽四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B 双羽组赛 

a. 团队双羽（组） 

双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双羽 A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二羽中可重复指定

一羽。（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报名费 10000 元/组 
录取 3名。 

冠军 亚军 季军 递增名次 

600 万元 300 万元 100 万元 各 100 万元 



Ⅰ.团队双羽（组）比赛方式：以两羽赛鸽四关综合平均分速相加，总分速高者为

胜。若两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一羽赛鸽

平均分速计算成绩，分速高者为胜；若一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

分；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C 三羽组赛 

a. 团队三羽（组） 

三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三羽 A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三羽中可

重复指定两羽。（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报名费 5000元/组 

录取 3名。 

Ⅰ.团队三羽（组）比赛方式：以三羽赛鸽四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

三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三羽，则以两羽赛鸽四关综合有

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两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

则以单羽赛鸽四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b. 团队三羽（组）育种技能赛：（保底 525 万元） 

三羽组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三羽育种技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105组，录取一名。当参赛鸽不足 105组时俱

乐部录取一名。超过 105组不足 210组时，录取两

名，第一名为 525 万元,第二名为剩余奖金，以此类

推。 报名缴费 报名费 50000 元/组/3羽 

 Ⅰ.团队三羽（组）育种技能赛比赛方式:  

以四关综合成绩为准，取三羽中平均分速最高的一羽计算成绩，前者为胜。 

② 团队三关综合赛： 

 所有比赛项目均在规定的分速内录取。若比赛项目名次未满（只产生一个名次例外）

则剩余奖由获奖鸽均分；若无名次产生以上笼鸽组均分。 



 报名时间：6月 21日至 26日 17点前交报名名单及 10%参赛金， 7月 26日至 31日

17点前交清余款 90%，如未按时交余款者，本次报名作废定金不退还列入奖金分配。8

月 8日公布正式明细及奖金分配方案（所有报名环号装订成册发放给参赛团队）。 

 

A 单羽组赛 

a. 团队单羽： 

团队单羽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单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同一类别

不得重复指定。 

 

初级 A组 报名费 3000 元/羽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5名。 

初级 B组 报名费 6000 元/羽 

初级 C组 报名费 20000 元/羽 不满 100组取 2名，100组及以上取 3名。 

a.团队单羽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前三关综合成绩前者为胜。 

b.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团队单羽初级养

训技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录取三名；第一名：总奖金 100万元；第二名：总

奖金 60万元；第三名：总奖金 32万元；若有效获

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归

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0 元/羽 

Ⅰ.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每棚以末位数 1-0号连号足环 10枚为

一个自然团体,每个团体必须任选其中一羽赛鸽参加比赛，不能增加，不同团体的赛鸽

不得相互替换。（特殊情况处理：若一个自然团体十羽参赛鸽均未存棚，此团体一羽参

赛费由本鸽舍团队代表负责缴纳，列入比赛奖金。）比赛以单鸽前三关综合有效成绩为

准，前者为胜。 

B 双羽组赛 



a. 团队双羽（组） 

双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双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二羽为一

组，二羽中可重复指定一羽。（重复指定可

重复得奖） 录取 3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0元/组 

 

Ⅰ. 团队双羽（组）比赛方式：以两羽赛鸽前三关综合平均分速相加，总分速

高者为胜。若两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一

羽赛鸽平均分速计算成绩，分速高者为胜；若一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

鸽组均分；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C 三羽组赛 

a. 团队三羽（组） 

三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三羽 A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三

羽中可重复指定两羽。（重复指定可

重复得奖） 

报名费 5000元/组 

录取 3名。 

 

Ⅰ.团队三羽（组）比赛方式：以三羽赛鸽前三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

若三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三羽，则以两羽赛鸽前三关综

合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两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

两羽，则以单羽赛鸽前三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b. 团队三羽（组）育种技能赛：（保底 276 万元） 



三羽组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团队三羽育种技

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92组，录取一名。当参赛鸽不足 92组时俱乐

部录取一名。超过 92组不足 184组时，录取两名，

第一名为 276万元,第二名为剩余奖金，以此类推。 
报名缴费 报名费 30000 元/组/3羽 

 

 Ⅰ.团队三羽（组）育种技能赛比赛方式:  

以前三关综合成绩为准，取三羽中平均分速最高的一羽计算成绩，前者为胜。 

③ 团队双关综合赛 

 所有比赛项目均在规定的分速内录取。若比赛项目名次未满（只产生一个名次例外）

则剩余奖金由获奖鸽均分；若无名次产生以上笼鸽组均分。 

 报名时间：7 月 26 日至 31 日 17 点前交报名名单及 10%参赛金， 8 月 15 日至 21 日 17 点前

交清余款 90%，如未按时交余款者，本次报名作废定金不退还列入奖金分配。8 月 29 日公布正

式明细及奖金分配方案（所有报名环号装订成册发放给参赛团队）。 

A 单羽组赛 

a. 团队单羽： 

团队单羽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单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同

一羽赛鸽同一类别不得重复指定。 
 

初级 A组 报名费 3000元/羽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5

名。 初级 B组 报名费 6000元/羽 

初级 C组 报名费 20000元/羽 不满 100组取 2名，100组及以上取 3名。 

a.团队单羽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前二关综合成绩前者为胜。 

b.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团队单羽初级养

训技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录取三名；第一名：总奖金 100万元；第二名：总

奖金 60万元；第三名：总奖金 32万元；若有效获

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归

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0 元/羽 

Ⅰ.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每棚以末位数 1-0号连号足环 10枚为

一个自然团体,每个团体必须任选其中一羽赛鸽参加比赛，不能增加，不同团体的赛鸽

不得相互替换。（特殊情况处理：若一个自然团体十羽参赛鸽均未存棚，此团体一羽参

赛费由本鸽舍团队代表负责缴纳，列入比赛奖金。）比赛以单鸽前二关综合有效成绩为

准，前者为胜。 

B 双羽组赛 

a. 团队双羽（组） 

双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双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二

羽为一组，二羽中可重复指定一羽。

（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录取 3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0元/组 

 

Ⅰ.团队双羽（组）比赛方式：以两羽赛鸽前二关综合平均分速相加，总分速高者

为胜。若两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一羽赛

鸽平均分速计算成绩，分速高者为胜；若一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

均分；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b. 团队双羽（组）育种技能赛：（保底 176 万元） 

双羽组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团队双羽育种技

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88组，录取一名。当参赛鸽不足 88组时俱乐

部录取一名。超过 88组不足 176组时，录取两名，

第一名为 176万元,第二名为剩余奖金，以此类推。 
报名缴费 报名费 20000 元/组/2羽 

 Ⅰ.团队双羽（组）育种技能赛比赛方式:  

以前二关综合成绩为准，取二羽中平均分速最高的一羽计算成绩，前者为胜。 

C 三羽组赛 

a. 团队三羽（组） 

三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三羽 A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三羽中可

重复指定两羽。（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报名费 5000元/组 

录取 3名。 

Ⅰ.团队三羽（组）比赛方式：以三羽赛鸽前二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

若三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三羽，则以两羽赛鸽前二关综

合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两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

两羽，则以单羽赛鸽前二关综合有效成绩为准，前者为胜。 

○,4团队单场赛：第一关赛 

A 单羽组赛 

a. 团队单羽： 

团队单羽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单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同

一羽赛鸽同一类别不得重复指定。 
 

初级 A组 报名费 3000元/羽 按参赛羽数的 3%录取名次，最多录取 5



初级 B组 报名费 6000元/羽 名。 

初级 C组 报名费 20000元/羽 不满 100组取 2名，100组及以上取 3 名 

a.  团队单羽比赛方式：以单羽赛鸽第一关成绩前者为胜。 

b.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 

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团队单羽初级养

训技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录取三名；第一名：总奖金 100万元；第二名：总

奖金 60万元；第三名：总奖金 32万元；若有效获

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归

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0 元/羽 

Ⅰ.团队单羽初级养训技能赛比赛方式：每棚以末位数 1-0号连号足环 10枚为一

个自然团体,每个团体必须任选其中一羽赛鸽参加比赛，不能增加，不同团体的赛鸽不

得相互替换。（特殊情况处理：若一个自然团体十羽参赛鸽均未存棚，此团体一羽参赛

费由本鸽舍团队代表负责缴纳，列入比赛奖金。）比赛以单鸽第一关有效成绩为准，前

者为胜。 

B 双羽组赛 

a. 团队双羽（组） 

双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双羽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 二羽为一组，二羽中

可重复指定一羽。（重复指

定可重复得奖） 

录取 3名 

初级 A组 报名费 10000 元/组 

 

Ⅰ. 团队双羽（组）比赛方式：以两羽赛鸽第一关分速相加，总分速高者为胜。

若两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一羽赛鸽平均



分速计算成绩，分速高者为胜；若一羽有效获奖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

若均无归巢鸽，则以上笼鸽组均分。 

b. 团队双羽（组）育种技能赛：（保底 176 万元） 

双羽组育种技能赛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团队双羽育种技

能赛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

参赛。同一羽赛鸽不得重复

指定。 

每满 88组，录取一名。当参赛鸽不足 88组时俱乐

部录取一名。超过 88组不足 176组时，录取两名，

第一名为 176万元,第二名为剩余奖金，以此类推。 
报名缴费 报名费 20000 元/组/2羽 

 Ⅰ.团队双羽（组）育种技能赛比赛方式:  

以第一关成绩为准，取二羽中平均分速最高的一羽计算成绩，前者为胜。 

C 三羽组赛 

a. 团队三羽（组） 

三羽（组）竞赛项目、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及取奖名额奖金发放 

竞赛项目 参赛及赛事成立条件 取奖名额及奖金发放 

初级三羽 A组 

三位（含）以上参赛者报名参赛；三羽中可

重复指定两羽。（重复指定可重复得奖） 

报名费 5000元/组 

录取 3名。 

Ⅰ.团队三羽（组）比赛方式： 

以三羽赛鸽第一关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三羽有效名额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

组均分；若均无三羽，则以两羽赛鸽第一关有效成绩为准（比尾羽），若两羽有效名额

未满，剩余奖金由获奖鸽组均分；若均无两羽，则以单羽赛鸽第一关有效成绩为准，前

者为胜。 

四、交费及幼检登记时间： 

（一）参赛缴费：参赛会员领取比赛专环时必须按规定缴费。 



（二）赛鸽幼检：为保证比赛严谨公正进行，本次比赛实行参赛鸽赛

前两次登记幼检。 

1.第一次幼检时间：所有参赛鸽必须在第二根主羽脱落之前到福齐睿翔

村办公室配钟注册、幼检、加盖滚章（每周二、四、六可办理）。幼检后

赛鸽发生意外，可申报村办公室竞赛部重新办理。第一次幼检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1 日。 

滚章后一周开始按村办公室竞赛部的要求不定时上传扫描数据，凡不按

要求每周连续两次未上传数据的参赛鸽，村办公室竞赛部将上门查看并要

求其上传，所有参赛者必须按村办公室竞赛部要求每天连接及关闭扫描板,

凡不接受者取消该棚参赛资格。 

2.第二次幼检时间： 8 月 15 日为参赛鸽加盖滚章、照相、扫描电子环（地

点：福齐国际睿翔村）。第二次幼检后所有参赛鸽舍每天必须扫描数据上

传,凡不按要求连续两次未上传数据的参赛鸽，村办公室竞赛部将上门查看

并要求其上传，凡不接受者取消该鸽参赛资格。 

注：幼检结束后，幼检专用滚章当众销毁,公布有格参赛棚数及羽数。 

抽检：比赛承办单位有权利对所有参赛鸽进行防作弊措施，所有参赛者

必须无条件接受比赛承办单位不定时上笼抽检，拒绝抽检的参赛鸽舍，将

取消比赛资格。 

五、“世界杯”职业联赛积分 

    参加 2022 年国际鸽联“世界杯”信鸽职业联赛（福齐站）竞赛所获成

绩，均按照《国际鸽联“世界杯”信鸽职业联赛管理办法（试行）》，获



得年度积分纳入联赛排名。具体内容请登录中国信鸽协会官网

（www.crpa.cn）查询。 

六、竞赛办法： 

(一) 比赛依照《中国信鸽竞赛规则（2019）》、《国际鸽联“世界杯”

信鸽职业联赛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二) 比赛监督由国际鸽联委派官员担任。所有场次关赛的裁判长由中

国信鸽协会委派国家级裁判担任，执行裁判团队工作则由湖北省武

汉市信鸽协会委派裁判员负责集鸽、检录、司放、监放、验棚和成

绩审定工作。如比赛遇到重大问题或争议，由当执裁判裁决；全部

参赛鸽舍必须加装视频监控设备。 

(三) 本次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名单在首关比赛前向参赛

会员公布。参赛会员对于比赛中存在争议的，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在

规定的时限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四) 不允许私自在参赛鸽身上加盖地址章或藏匿电话号码等，违者取

消该鸽成绩。 

(五) 参赛鸽必须佩戴 2022年世界杯比赛专用足环及封闭式电子足环。 

(六) 专环一经售出，因保管不慎遗失、被盗，无论什么原因导致足环

破损一律不退、不补。获奖鸽验鸽时，足环破损、断裂，取消该鸽

成绩，不得列入比赛排名。 

(七) 封闭电子足环赛前若因故不能正常扫描，则由裁判员、会员代表

及睿翔村工作人员三方共同见证下更换活动电子足环，用易碎贴封

环并拍照、签字、存档备查。比赛验鸽时若活动电子足环易碎贴破

损断裂，则该鸽比赛成绩无效。比赛中如发现人为损坏参赛鸽电子

足环、电子鸽钟记时设备等情况，立即取消该棚比赛资格。 

(八) 为公平、公正、公开比赛的诚信原则，主办方可于 2022 年国际

鸽联“世界杯”信鸽职业联赛（福齐站）比赛中任何一关，统一将



全体赛鸽追加相关具有防弊功能的科技产品、辨识影像的存证作业，

参赛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九) 每关集鸽参赛鸽入笼时，世界杯比赛专用足环将采取密封足环防

弊措施，鸽主不得擅自拆除。报到验鸽时凡足环上的密封物有撕裂

痕迹的，该鸽成绩无效不能列入比赛排名。报到验鸽结束解钟以后

鸽主可自行拆除。 

(十) 为严防作弊，每关均采取封闭参赛鸽足环措施。各关比赛结束后

三小时内，所有参赛者须携当日归巢鸽及计时鸽钟到比赛承办单位

报到检验赛鸽、刷钟，若发生赛鸽足环封条破损，此赛鸽将失去比

赛资格。 

(十一) 每关比赛鸽友代表随车监放至目的地。鸽友代表由上一关单

关 8 名、18 名及 88 名三人组成，(第一关由资格赛产生)如上述名

次中有重复鸽舍，则取消重复者依次顺延到下一名。欢迎广大鸽友

驱车前往进行监督。 

(十二) 以 “中央气象台”（http://www.nmc.cn/）集鸽前两天（北

京时间 17:00 时）更新后发布的天气预报作为参考依据，根据各关

司放条件按规定集鸽，有雨等不符合中鸽协放飞标准的天气，则集

鸽顺延。 

注:为了使比赛具有连续性，第一、二、三、四关比赛根据天气预

报无法达到放飞标准，比赛承办单位根据国家官方气象机构“中央

气象台”（http://www.nmc.cn/）发布的天气预报选择，更改集鸽、

比赛日期具体信息，比赛承办单位将提前通过官网、公众号及赛事

官方微信群发布集鸽信息通知参赛者。 

《中国信鸽竞赛规则（2019）》第二十二条赛鸽放飞第四条：应选

择适合比赛的天气放飞，这种天气应能覆盖司放地和赛鸽返归的沿



途地区。不适合比赛的天气包括雨、雪、冰雹、中等以上雾霾、强

逆风、沙尘暴等。 

(十三) 比赛开笼条件及特殊情况处置：（以下归巢鸽数及无归巢鸽

均指 2022 年“世界杯”信鸽职业联赛（福齐站）赛羽数） 

(1)第一关： 

①放飞条件：比赛开笼放飞条件按中鸽协放飞标准（俱乐部有权选择

沿线好天气司放），如司放地天气达不到放飞条件，暂停放飞压笼一天，

如第二天司放地仍然无法达到放飞要求赛鸽运回（本次现场指定款项全额

退还），比赛顺延。赛鸽运回后第 5 天集鸽。 

②报到要求：参赛鸽比赛报到成绩需达到 450 米/分飞行速度，未达

到此要求的参赛鸽将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 

③本关成绩判定及特殊情况的处置： 

    A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归巢鸽数不足 150 羽（含 150 羽），本

次比赛结束，按本规程发放单关获奖鸽本位奖金，剩余所有奖金由第一关

上笼鸽均分。 

    B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无归巢鸽，本次比赛结束，所有奖金由

第一关上笼具有各项竞赛资格的参赛鸽均分。 

    C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归巢鸽数超过 150 羽，比赛继续进行。 

(2)第二关： 



  ①放飞条件：比赛开笼放飞条件按中鸽协放飞标准，如司放地天气达

不到放飞条件，暂停放飞压笼一天，如第二天司放地仍然无法达到放飞要

求赛鸽运回（本次现场指定款项全额退还），比赛顺延。赛鸽运回后第 5

天集鸽。 

  ②报到要求：参赛鸽比赛报到成绩需达到 450 米/分飞行速度，未达到

此要求的参赛鸽将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 

  ③本关成绩判定及特殊情况的处置： 

    A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归巢鸽数不足 100 羽（含 100 羽），本

次比赛结束，四关综合奖金以第二关有效归巢鸽的前二关综合成绩排定名

次并发放本位奖金，单关赛奖金按本关比赛成绩发放本位奖金，剩余奖金

由第二关上笼鸽均分。 

    B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无归巢鸽，本次比赛结束，四关综合奖

金以第一关单关成绩排定名次并发放本位奖金，剩余奖金由第二关上笼鸽

均分。 

    C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归巢鸽数超过 100 羽，比赛继续进行。 

(3)第三关： 

  ①放飞条件：比赛开笼放飞条件按中鸽协放飞标准，如司放地天气达

不到放飞条件，暂停放飞压笼一天，如第二天司放地仍然无法达到放飞要

求赛鸽运回（本次现场指定款项全额退还），比赛顺延。赛鸽运回后第 5

天集鸽。 



  ②报到要求：参赛鸽比赛报到成绩需达到 450 米/分飞行速度，未达到

此要求的参赛鸽将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 

  ③本关成绩判定及特殊情况的处置： 

    A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归巢鸽数不足 100 羽（含 100 羽），本

次比赛结束，四关综合奖金以第三关有效归巢鸽的前三关综合成绩排定名

次并发放本位奖金，单关赛奖金按本关比赛成绩发放本位奖金，剩余奖金

由第三关上笼鸽均分。 

    B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无归巢鸽，本次比赛结束，四关综合奖

金以前二关综合成绩排定名次并发放本位奖金，剩余奖金由第三关上笼鸽

均分。 

    C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归巢鸽数超过 100 羽，比赛继续进行。 

(4)第四关： 

①放飞条件：比赛开笼放飞条件按中鸽协放飞标准，如司放地天气达不

到放飞条件，暂停放飞压笼一天，如第二天司放地仍然无法达到放飞要求

赛鸽运回（本次现场指定款项全额退还），比赛顺延。赛鸽运回后第 5 天

集鸽。 

②报到要求：参赛鸽比赛报到成绩需达到 500 米/分飞行速度。 

③本关成绩判定及特殊情况的处置： 



    A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归巢鸽数不足 50 羽（含 50 羽），四关

综合奖金以有效归巢鸽四关综合成绩排定名次并发放本位奖金，单关赛奖

金按本关比赛成绩发放本位奖金，剩余奖金由第四关上笼鸽均分。 

    B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无归巢鸽，四关综合奖金以前三关综合

成绩排定名次并发放本位奖金，剩余奖金由第四关上笼鸽均分。 

    C 若本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归巢鸽数超过 50 羽，但未达到规定录取

名次数，四关综合奖金按有效归巢鸽四关综合成绩排定名次并发放本位奖

金，剩余所有奖金由以上获奖鸽均分。 

（十四）报到及验鸽办法： 

 1、本次比赛一律采用电子计时器报到。电子计时器提供的归巢时间是

计算成绩的依据。若归巢鸽电子环不扫描则该鸽无成绩。 

2、本次比赛报到以每关规定的分速为报到期限，以《中国信鸽竞赛

规则（2019）》及裁判法中规定日出、日落时间计算分速。凡未达到规定

分速的参赛鸽均失去继续比赛资格。 

3、参赛鸽友赛前必须自检鸽钟设备是否连接完好，数据卡内资金是

否充足，以免因数据卡内资金不足而造成归巢数据不能上传。比赛当日 9

点前请接通扫描设备，便于工作人员检查，发现问题能及时与您沟通并提

供帮助和服务。若出现归巢鸽漏扫或未及时检查鸽钟，出现 SIM 卡欠费停

机、移动数据流量不足无法上传、GPS 无法定位、断电无法使用以及接入踏

板数量过多影响电子环正常扫描等问题，电子环因故障不能正常扫描最终

导致比赛时鸽钟无法正常工作，由鸽主自行承担，承办单位概不负责。 



 4、使用电子扫描系统因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造成归巢数据不能正常

上传（指超过 1 小时上传或不上传）者，按以下办法处理： 

 鸽主发现不上传时应及时（1 小时内）与工作人员联系，由工作人员在

现场报到平台上公示该鸽足环号及归巢时间，待当日停飞后鸽主持电子扫

描鸽钟及归巢鸽到村内办公室，由本次比赛总裁判长及参赛会员代表（所

有参赛会员均有资格）共同见证、签字认可后，以电子扫描鸽钟所记录的

归巢时间计算成绩。60 分钟内未上传且未通知俱乐部，按当天日落计算成

绩。 

5、赛鸽归巢后参赛鸽舍必须无条件立即接受裁判员上门查验获奖鸽，

拒绝接受查验获奖鸽的参赛鸽舍将取消该鸽成绩。 

6、上述各项规定中出现违规问题时，均报请裁判组进行裁定。 

七、其它规定： 

（一）所有参赛会员在参赛过程中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

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本次赛事从事赌博活动。 

（二）本次比赛专用赛环参赛者一经购领，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购。 

（三）参赛者在报名参赛后如遇重大无法抗拒事故未交齐应缴报名费

用，差额部分承办单位不承担责任。 

（四）对于分期缴费的赛事，若发生赛前参赛鸽丢失情况，由鸽主本

人自行负责，并补齐应缴报名费，其他赛鸽不得替补。未按规定缴清报名

费，承办单位有权终止其全部参赛资格，已缴报名费不予退还。 

（五）实名制登记具体要求： 

1. 参赛者须实名报名登记，未进行实名制报名登记的将取消参加比赛

资格； 



2. 登记用于计时器的参赛者名称不能大于 30 个字符（15 个汉字）； 

3. 参赛者名称统一按照“鸽舍名称（或单位名称、实际参赛者名任选

其一）+参赛者实名”构成，并且至少提供一名实名制参赛者有效身份证件

及与此证件相对应的银行卡信息（需具体到开户行支行信息）； 

4. 非注册的实名参赛者没有领取奖金的资格； 

5. 多名参赛者名下的参赛鸽获奖，领奖需提供奖金领取人授权书原件

及银行卡信息影印件交于承办单位备案。 

6. 参赛者如更正参赛名称，须在本年度比赛封环公告发布之日，至资

格赛集鸽工作开始前 3 日期间提出，过期将不予办理。 

 （六）其它规定： 

1. 若因政府相关规定或大型活动致比赛（含资格赛）无法如期进行，

则比赛依次顺延。 

2. 集鸽至比赛期间如遇不可抗力、重大疫情及国家有关规定而导致比

赛不能进行，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停办比赛，承办单位退还参赛费用。 

3. 本规程中未单独说明之处按武汉市福齐鸽业有限公司 2022 年竞赛

规程中的各项条款执行，若有更改按最终更改细则执行。本规程未尽事宜，

由武汉市福齐鸽业有限公司协商解决。 

武汉市福齐鸽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