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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权利和法人组织 

解释 

1)条款的标题只是为了方便,不得用于解释; 

2)除非上下文明确表明相反的意图,一个表达式表示 

a)性别包括其他性别; 

b)自然人包括法人,反之亦然, 

c)单人涵盖多人情况，反之亦然 

3)单词和词组中定义的任何条款,除非任何这样的单词或表达式的应用程序是有限的条

款,承担分配给这些词或表达的意思在整个宪法; 

4)以外的其他条款中定义本宪法将简明英语意义; 

5)定义术语出现在本宪法在标题定义情况下给予其意义,而同样条件出现在小写依法解

释自己浅显的英语意思,,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包括定义的条款; 

6)引用任何法定制定应当解释为参考,制定在南非共和国(“南非”)的日期签署本宪法的

创始成员,和不时修改或替换; 

7)参考月应被解释为日历月(即一个或多个的十二个时期传统的划分)或传统的年(即1

月1日到12月31日); 

8)引用“天”应当解释为日历天,除非合格的“业务”这个词,在哪个实例“营业日”以外的任

何一天周六、周日或法定公共假期在南非; 

9)引用“营业时间”应解释为08年 h30之间的时间(8小时30分钟)和17 h00(17小时)在任

何工作日; 

10)引用时间应根据南非标准时间(科协)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2(两个)时间; 

11),除非特别规定,在本宪法,规定由任意数量的天不包括第一,包括最后一天或一天最

后一天落在其他非营业日,下一个成功的业务一天; 

12)除非相反的意图显然是表示,在数字是指在数字和单词,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冲突,这句

话为准; 

13)“包括”和“包括”应交替使用,不得被视为限制的意义一般措辞之前和/或成功这句话; 

14)应用 eiusdem 还是规则因此排除; 条款和附录只本章程中的条款和附录。 

定义 

 –本章程中，以下表达式的含义为以下，同根词也有相应含义； 

1)  “适用的法律”为南非颁布的所有法律，法规和指令，随时修订并且适用于协会的

行动和目标； 

2)  “协会”指根据此章程成立的国际冰泳协会； 

3)  “经理”为根据此章程被指派的管理学会事物的人，“经理”指上下文需要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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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4)  “理事会”为根据章程指派的管理学会的经理人团体； 

5)  “理事长”为南非税务局理事长； 

6)  “章程”为治理协会的文件，包含所有附录； 

7)  “非营利组织负责人”指根据 1997 年 71 号非营利组织法案指派的负责人，职责是

监理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8)  “冰泳”指符合本章程中规定的条件的一种极端游泳运动； 

9)  “创始人”为 Ram Barkai (身份号码 5710225222081)， 南非人 

10) “ 初创会员”指创始人和： 

a) Ryan Stramrood, (身份号码 7308105213086), 南非人;  

b) Matthys Christoffel Viviers, (身份号码 6203185041088), 南非人; 

c) Kieron Palframan, (身份号码 7403195147086),南非人;  

d) Andrew Chin (身份号码 6901215186084), 南非人; 

 

11) 初创会员也称创始成员。 

12)  “成员”指经过管理者批准得以参与协会目标的成员 

13)  “秘书”为管理人员指派的协会的秘书或者其他能够胜任此职位的成员； 

14)  “南非”指南非共和国。 

15)  “大使”或“国家大使”指一个能够在特定国家为当地 IISA 协会的事务，活动和成员

提供指导，管理和建议的 IISA 代表。 

16)  “ECG”或 “EKG”——心电图，指医生声明的休息或运动式的心电图。 

17)  “医疗检查”——在医生被告知游泳者将要参与游泳活动，游泳活动细节和泳者的

医疗史时进行的医疗检查。对于任何尝试游泳的行为，医嘱为强制性的。 

协会的创立 

1) 在本章程以下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下，本协会特此建立 

2) – 本协会应当—— 

a) 有其本身的合法宗旨和权益，不受其成员和管理人员影响； 

b) 持续存在，不受其成员和管理人员变化的影响 

c) 可以权利拥有协会财产，不受其成员和管理人员影响； 

d) 可以进行法律行动和法律防御，可以合约拥有自己的名称。 

名称 

1) 本协会名称为 国际冰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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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址和驻地 

1) 本协会定居地点为南非 

2) – 本协会的理事会在： 

a) 邮寄地址: PO Box 32448, Camps Bay 8040, Cape Town, South 

Africa 

b) 网址:   www.internationaliceswimming.com 

c) 电子邮件:  ram.barkai.iceswimming@gmail.com 

3) 任何成员变动应告知理事会 

活动范围 

1) 本协会的活动根据地为南非开普敦市，远距离的冰泳范围包括非洲，亚洲，美

洲，欧洲，大洋洲。 

 

年终 

1) 为了会计和归档，协会的年终指每年二月最后一天 

IISA 目标 

 

- 协会主要目标为 _ 

1) 在全世界发扬冰泳 

2) 对泳者完成一项冰泳提供支持和鼓励 

3) 提高极端环境游泳活动的安全性； 

4) 每年组织世界性的冰泳活动 

5) 促进冰水游泳的医疗研究 

6) 促进冰水和冷水游泳的知识和理解 

7) 在冰泳的地点促进环境保护 

8) 在冰泳地点促进社会和谐 

http://www.internationaliceswimming.com/
mailto:ram.barkai.iceswimm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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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SA 成员和申请 

IISA 成员 

IISA 是南非注册的非营利组织。 

IISA 活动的所有收入都将用于冰泳的管理和发展 

IISA 实行三阶段会员制： 

1) 冰级成员（全职会员）——通过成功完成 IISA 冰泳里程获得 

a) 冰级会员会获得证书，胸牌，和一件红色夹克。 

2) 冷级会员是成功完成 1 公里冰泳并且由 IISA 指导人签署会员资格。 

   a) 冷级会员将只拥有 IISA 颁发的证书 

3）暖级会员——任何想成为 IISA 的教练，裁判，赞助人，医生或志愿者都

可以获得。只能获得会员承认。 

IISA 会员身份有登录进入 IISA 网站资格 

会员的申请 

1) 所有会员申请都用手写并上交理事会，申请格式由理事会当时要求为准； 

a) 预申请； 

i) 若一个会员试图冰泳的行为符合 IISA 的所有安全要求和规

则，则不需要对理事会预申请 

ii) 若是几个会员试图组织冰泳，则需要按照手册中的行为准则和

格式通知理事会 

2) 冰泳宣誓书的格式应完整的按照指定格式书写（见冰泳宣誓书） 

3) 以下原始照片： 

a) 入水； 

b) 出水； 

c) 三个温度计读数； 

d) 游泳线路 

e) 在前半段游泳中拍摄的至少一分钟的不间断的游泳录像； 

f) 在后半段游泳中拍摄的至少一分钟的不间断的游泳录像； 

g) 带有时间和日期的三个温度计读数 

4) 符合 IISA 安全标准的一份安全计划证明； 

5) 申请费缴费证明 

6) 理事会应当全面考虑所有会员申请，并慎重给予接受或拒绝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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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功申请之后，会员将获得电子证书，并且登记到 IISA 档案 

8) 协会保留将申请人的游泳行为发扬到网站和其他世界性出版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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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泳宣誓书 

游泳者细节  [必填]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M/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provi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为证书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送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冬泳细节 

游泳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游泳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时长 (hh:mm: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体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湖还是池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游泳距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温 1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温 2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温 3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均水温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气温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风速  MP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风冷度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无船或筏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提供任何视频，相片，媒体或其他可以观测此次有用的材料的链接。 

 

 

声明 

我郑重宣布我已经观察了上面的关于冰泳详细要求,我很满意,他们是正确的,真实的，符合 IISA

一般安全要求。我已经接受了心电图和医疗检查。 我已经满18岁，并且观察过这种极端运

动。 

 

 

观察者  见证人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历陈述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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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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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级会员申请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M/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provi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相关经历 (有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员主要职责 

(列如, 游泳者, 助威者, 观测者, 医生, 亲属, 粉丝, 船员, 狂热者, 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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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各会员应遵守本章程中规定的协会的规章制度,并且遵循理事会随时修订。 

没有会员有权代表协会签署合同或以协会名义进行任何行为。 

任何会员不得因为成为协会的一员,有权拥有协会资产或获得IISA活动产生的收益。 

任何会员不得以成为协会会员的名义对协会义务进行担责。 

 

会员的解除 

1. 任何会员违反任何本章程的条款或任何规则或规定,由理事会立即取消资格，协会

理事会全权处理 

2. 任何经理或会员涉嫌违反规则，或协会任何其他会员的行动违反协会的精神和目

标，由协会理事会审议 

3. 委员会将根据情形决定报告的方式和形式，并且将有自由量裁权制定任何其所为

认为合适规则 

4. 由董事会由此条款制定的规则将不接受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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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泳规则 

1. -  为了良好管理 IISA 官方认可的冰泳行为，游泳行动必须确定符合以下标

准 

1.1. 有用距离至少 1 英里或 1609.3 米 

1.2. 游泳水温为 5 摄氏度或者更低 

1.2.1. 水温为测量至少 10 分钟，水面下方 5 到 10 英寸的结果 

1.2.2. 水温为三个电子温度计的平均读数，误差在 1 摄氏度之内 

1.3. 温度计必须为入水的温度计。不得使用激光或红外线温度计 

1.4. 官方水温为下水之前三十分钟内测定的 

2. 游泳者必须从头至尾没有受到协助。残疾游泳者只能在出水和入水时受到协助 

3. 只要不间断游泳的距离的起点和终点预先设定好，则游泳者出发时可以是湿的或

者干的 

4. 游泳为不间断无休息，中间不得解除漂浮物，包括船，木头，冰，岩石； 

5. 游泳开始后，泳者不得用脚接触地面 

6. 游泳者可以将漂浮物推开，只要此漂浮物不会在游泳中有协助效果 

7. 游泳者可以穿 

7.1. 简单的游泳衣，不可以低于膝盖，女性不得包住肩膀或者高于

脖子 

7.2. 一副泳镜 

7.3. 一个标准硅胶泳帽 

8. 润滑仅可用于擦伤 

9. 可以使用耳塞，鼻夹，和护嘴 

10. 音乐播放器，热水袋等辅助品不可使用 

11. 游泳中不可进食 

12. 其他游泳协助不得使用 

13. 如果合理并且不会减少自然状况中的游泳难度，理事会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提供

援助 

14. 游泳者必须事先进行全面体检，包括心电图 

15. 游泳不得利用水流 

16. 游泳最低年龄 16 周岁，低于 18 周岁若想在 10 摄氏度以下游泳，必须提供全面

能力保证书并且由监护人陪同。IISA 保留权利禁止未成年人游泳 

17. 冰泳必须在室外进行 

18. 水体可以是人工泳池，但是必须自然寒冷，不得人工制冷 

19. 若是泳池，不可以滚动转弯，只可以开放转弯，不可推墙壁。不得在泳池边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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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道绳子休息 

20. 潜水是个人行为，不会集体组织。游泳者从起点开始最多有五米在水下 

21. 泳池至少 25 米长 

22. 救生圈使用 

22.1. 开放水域可以使用救生圈 

22.2. 救生圈不可用于协助。泳者有责任保证自己不使用救生圈来获得协助

游泳。 

22.3. 观察者有责任保证以上条件 

22.4.   救生圈的使用不是强制的，但是建议开放水域使用救生圈，并且观察

者应当时刻保证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救生圈 

22.4.1. 冰泳可以使用任意泳姿，只要泳者提前声明 

23. 在泳者泳姿出现混乱时，监管者有权将其拉出水面 

24. 禁止使用兴奋剂 

25. 独立观察员 

25.1.  观察员必须有能力冷静的评估比赛和其附带的已声明的规则。如观察员与泳

者熟知，那么他/她必须能够把其个人情感从自己的观察、记录和公正的责任

中分离出来 

25.2. 如果观察员与泳者熟知，他必须坚守职责，根据此间规定的规则和准则，公平

公正、客观地评估比赛。 

26.比赛举办的透明性 

26.1.预期举办的游泳比赛，包括比赛规则和任何所使用的非标准装备，必须和涉及比

赛和公共宣传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完全的、清楚的交流和沟通。已声明的规则和装备

在比赛开始后将不再进行更改。 

27.安全 

27.1. 简要明示：观察员有责任针对所有泳者和角色选手进行较为详尽的明示，保证

所有角色选手和参赛人员明白所有的安全措施和可能的危险。路线、规则、恢复和医

疗都要明晰。 

27.2. 负责医疗的医生应在现场简要对所有泳者和角色选手说明低体温的症状、所带

来的危险，症状和处理办法。 

27.3.观察员有责任对泳者强调这是一个可能导致紧急状况，甚至致命的极限并且危险

的运动。要核实每位选手都经过了医疗检查、心电图检查，现场医生要证明已经了解

选手的医疗信息和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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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A 游泳服装&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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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和免责 

我在此签署  

 

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明确并同意: 

1. 我自愿参加 IISA 的游泳活动，自己承担风险 

2. 我自愿参与游泳置身寒冷开放水域游泳的危险当中。这些危险有 

2.1 暴露于极端寒冷水中，可能低于 5 摄氏度，并且长时间 

2.2 可能降低体温和筋疲力竭，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风险 

2.3 风，水流，天气变化 

3. 我全面了解过长距离冰泳是危险的。我接受所有风险 

4. 活动组织者，官员，员工，志愿者对我的风险没有责任，也没有煽动我参加 

5. 我和我的保护者和家属，都不应该将我的伤害和损失归咎于： 

5.1 IISA 或其任何会员和管理者。 

5.2 提供帮助的志愿者和组织者 

5.3 志愿在游泳过程中提供帮助和支持的船员和救生员 

自此至下文，统称“官方”，即包括他方中任何条例或者省略，不管此行为或者省略是

出于疏忽还是大意。 

6. 在游泳线路中，我承认活动组织者提供了援助。 

7. 我不会向活动组织者索取任何伤害上的赔偿 

8. 此声明一旦签署不得收回，在以后我参加的 IISA 主办的冰泳活动中持续生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游泳者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游泳者监护人签名（18 岁以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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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和 1 公里游泳事件手册 

介绍 

国际冰泳协会 IISA 是 2009 年 7 月 1 日在南非开普敦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创始

人是 Ram Barkai ， 创始成员包括 Andrew Chin, Ryan Stramrood, Toks 

Viviers 和 Kieron Palframan 

 

IISA 理事会 

Ram Barkai (South Africa)  主席 

Ned Denison (Ireland) 负责人 

Jonty Warneken (UK) 负责人 

Ryan Stramrood  (SA) 负责人 

Kieron Palframan (SA) 负责人 

Andrew Chin (SA) 被邀请者 

Toks Viviers (SA) 被邀请者 

IISA 提供冰泳指导和会员服务，冰泳定义是，在无协助情况下，在 5 摄氏度以下的水

域中进行至少一公里的游泳。 

IISA 有 15 个国家 90 多个会员 

IISA 的目标 

1.在全世界发扬冰泳 

2.对泳者完成一项冰泳提供支持和鼓励 

3.提高极端环境游泳活动的安全性； 

4.每年组织世界性的冰泳活动 

5.促进冰水游泳的医疗研究 

6.促进冰水和冷水游泳的知识和理解 

7.在冰泳的地点促进环境保护 

8.在冰泳地点促进社会和谐 

会员制 

见 IISA 会员制 

IISA是个年轻并发展着的组织，通过当地和国际游泳项目增加经验,促进对相关问题的

知识和游泳者的健康和安全。我们的经验是,花长时间大量的时间在5°C以下水域中游

泳是很大风险。IISA因此决定将官方公里冰泳作为个人挑战和最终的个人成就。 

2014年7月,IISA引入了一个新的1公里游泳。选手完成这个距离不提供“冰会员”,而是

“冷会员”定义。也不承认作为一个个体游泳或成就。1公里的更新更短的距离提供了一

个平台,终极冰公里的候选者可以挑战完整的“冰会员”。1公里距离的引入可以限制选

手在极冷的温度的暴露时间，平均20分钟,用来在IISA的活动中保护游泳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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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只概述了IISA 1公里的规则,规定和安全程序,因此事件组织者、董事和竞争对手

强烈建议使用这些规则为基础。所需的安全措施应根据活动的位置进一步加强。一些

技术术语的使用在本文档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采用的经验法则是:如果有疑问,则认

为需要安全措施更多而不是更少。 

愿景 

IISA 的愿景是通过接触更多 1 公里游泳事件来增加冰泳经验。进一步,一个国际统一

的竞争和安全宣言,规则和程序被创建。最后,冬天/极端冷水游泳应当被列入冬季奥运

会和残奥会运动，在 2022 年冬季奥运会。 

定义 

 事件，一公里的 IISA 规定的游泳比赛 

 事件负责人，对事件负责的组织者 

 IISA 官员，代表此时间的 IISA 会员 

 裁判，对比赛规则有责任的裁判。有权解除比赛权利。 

 “恢复官员”：即一名拥有在冬天或极端冰冷环境下游泳经验的医生。恢复官员将监

督选手赛后的恢复，并有责任根据选手的恢复状况，决定其去留，或是允许选手

离开治疗设施。 

  “恢复设施”：特别指定的配备有治疗设施的房间，来帮助和监督选手的赛后恢复

情况。恢复设施的大小要能满足至少 4 位选手同时使用，也包括所要容纳的医疗

工作人员。 

  “恢复协定” 详细说明选手赛后恢复的协定 

  “安全官” ——在赛事期间和赛后负责所有安全筹备的人。此人有最高的权利根据

安全判断来开启和结束比赛。 

  “选手”：参加赛事的选手 

  “助手” 陪伴选手的人。助手的职责是在赛事过程中照看选手，从更衣室到恢复室

知道选手被恢复官员宣布完全恢复。 

 救生员：即一人负责潜水来帮助有紧急情况的选手。 

 计时员：即负责选手游泳计时的人。每位选手届时将配有至少一名计时员。 

 安全浮具：IISA 认证的漂浮设备，可供选手在赛事中使用。浮具只可在紧急情况

下使用，如果赛事官方质疑选手有任何用浮具来游泳的行为，那选手即不具备参

赛资格。 

 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赛事总监、安全官员、IISA 官员组成，至少人。相互指责

不可被代替。 

 赛事计划：计划至少要于计划比赛时间提前 3 月提交给 IISA。IISA 将提供一个模

版计划。 

 医疗测试区：一个指定的区域，在此选手可以测量血压、心率、体温（非强制）

和心电图。 

 冬泳：指冬季游泳协会 http://openwaterpedia.com/index.php?title=IWSA 

http://openwaterpedia.com/index.php?title=IW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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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SA 语言：为避免任何混淆，IISA 的官方语言定为英语。所有 IISA 所需要

的文件需要以英文形式提交。如果所需文件或沟通以当地或其他语言完

成，那么一定要附有英语翻译。 

 赛事语言：赛事官方语言将依据每个赛事所在地的赛事委员会来决定，但是，

IISA 语言在出现疑问的时候为最终解释语言。 

1 公里事件 

 赛事将由 1 千米游程组成。 

 赛事的选手人数和每热度将依据当地安全措施、医疗设施和恢复设施决定。 

 IISA 要求，需要在恢复室中至少每四名选手配备一名具有经验的医生(比如 8 名选

手参加比赛，那么至少在恢复室内有 2 名医生)。 

 一个医生一定要在比赛区来观察选手和为潜在紧急状况提供现场帮助。 

 在恢复官员认为之前选手以及完全恢复后，允许为新进选手后续加热将只启动一

次（4 选手：1 医生的比例不变 ） 

 一位选手一天最多参加一项赛事 

 路线可以是一个 25 米或 50 米的泳池，或者一个露天水域拥有最远 250 米行距。

选手离岸最远不能超 100 米。这样可以保证必要时及时进入回复设施。 

 赛事期间水温要严格依据 IISA 规定，维持在 5 摄氏度 41 华氏度或者更低。水温

由赛事总监采用至少 3 个最小误差不超 1 度和至少十进制的数字测温计测量和记

录。如果平均水温接近 5 摄氏度，那么在每次赛前都要测量水温。 

 不允许潜水，赛事总监和安全官员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危险检查，知道确认没有对

选手的危险。 

 转弯：如果赛事在泳池或水域中举行，那么要满足一个 180 度的转弯并且地点满

足提供一个可以推选手下水的平面，选手只被允许被推的时候进行自由转弯。为

了安全起见，不允许在水中翻滚。 

 推\潜水  当在开始时候从墙上推下或者潜水时，允许选手在水下潜行 5 米（通常

在水池中有旗帜标出），由赛事裁判裁定。如果路线允许，那么将设置 5 米点标

识。 

 选手服装：在 IISA 规则中有详述 

 安全浮具：将只允许在开放水域中使用，泳池将不使用。赛事期间并不强制选手

使用浮具。但是赛事总监自由裁定是否在露天水域中强制使用浮具。赛事总监将

提供足够的浮具。 

 安全带： 每位选手必须要系有安全带。该安全带为一个轻质量的带子系在选手的

臀部。赛事总监将提供选手安全带。安全带有助于在危及时刻抓住或靠近选手。

如果选手使用上述安全浮具，那么他\她将就不需要再系安全带。 

 如有抢游行为将会重新开始比赛。第二次开始时抢游的选手将被判出局。 

 官方认可的泳姿为自由泳。IISA 保留权利来特别决定是否允许选手进行蛙泳作为

其泳姿。 

 选手可以短暂变为蛙泳姿势，不能超过五次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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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选手将由一名助手。该助手将帮助选手开始比赛，照看他们的衣物，并且当

选手入水后，助手有责任确保选手立刻进入回复设施并进行治疗，直到被恢复官

员放出。 

 安全官员将指定至少两名救生员，他们将负责潜入水中，根据选手需要进行帮

助。救生员穿干套装或者其他潜水套装，以使其本人可以无危险的能在水里待持

续一段时间。 

截止时间：没有官方截止时间。但是，裁判有自由裁量权来决定如果选手在水中出现

有严重呛水下沉并继续呛水，明显速度下降或任何其他的现象时是否将拖选手出水。 

 在比赛时禁止在分道线、浮标、安全浮具或其他器具上休息。 

 站立或者运用如以上描述的其他辅助措施，在赛事中将直接被判出局。 

 非主观意愿触碰分道线、船只或者其他，将不视为犯规。但是如果他\她被认为故

意触碰的，裁判可作出判决。 

 赛事中被指定的官员不可参加比赛。 

纪录 

·每个事件将被记录IISA。鼓励本地记录,只要它符合IISA的记录规则。IISA将发布全球

1公里事件记录日志。 

·泳池事件和开放水域事件将会区分开来，又有可能不会区分开。 

·条件、水温和其他可能的区分因素。 

赛事无效或终止条件： 

如果他/她有良好的理由相信该选手违反了任何事件和/或IISA规则，裁判允许自行取

消选手的资格,。 

·上诉游泳者可在30分钟内提交正式恢复申请。事件委员会将考虑上诉,判决将于活动

当日结束时给出。 

·选手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停止提高手臂,倚在分道线出口点或游泳终止他/她游泳。只

要游泳者已经触及安全船只或退出，游泳记录为未完成(DNF）。 

一公里事件的标准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 

1. 近期三个月内的医疗记录， 表明心电图血压等项目符合游泳条件 

2. 游泳证明 – 

a. 一年之内在 5 摄氏度以下水温至少游了 450 米 

b. 最近一年之内，参照 IISA 标准在 6 摄氏度或以下的水中至少游过 1 公

里 

c. 个人在游泳上有经济担保  

3. 此申请人通过体检和 ECG 测试，三个月之内 

理事会允许申请对此事件生效一次 

残疾人和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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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ISA 支持鼓励残疾人游泳 

2. 特殊情况下特殊考虑，以安全为第一要素 

安全 

1. 在 5 摄氏度的水中游泳和游泳比赛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运动。身体会暴露在非常

严峻的生理和精神压力下。选手要了解冬泳可能带来的危险。 

2. 请注意 IISA 不能证明每个选手所声称其所获得的成就，并因此只要求必要的

医疗历史和之前经验认证作为对管理的最大努力。认证必须由认证的专业人士

提供或者为选手自己的宣誓责任书。选手被期望能对其医疗状况、病史和经验

百分之百的诚实。如果没有这些认证将使选手生命不被保证。 

3. 赛事筹划和管理必须根据 IISA 要求提供一份名录。 

4. 赛事管理必须提供对选手、观众、工作人员和任何参与者构成危险的任何可

能。 

5. 致命或者紧急状况在此类比赛中是真是存在的可能，因此管理应保证应对此类

事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详尽。但是，每位选手必须为其决定和行为负责（见

附录）。 

6. 如果在任何阶段赛事管理遇到风险或者认为不适合有更多的风险，那么安全官

或者\以及赛事总监将直接自由裁定是否停止或者终止赛事。 

7. 所有选手都要参赛 3 小时前测定其心率、血压以及休息时心电图（核心体温为

可选）。 

8. 安全官将有权决定不允许选手参赛或者将其派置医疗看护下知道安全官认为选

手适合比赛。 

9. 每一位选手在恢复过程中必须尽快测定其心率血压。测试区可以设在与恢复区

不同的地点。选手将从恢复区转到医疗测试区来进行全面、最终的恢复认定。 

10. IISA 赛事最小参加年龄为 18 岁。 

11. 24 小时内如有饮酒行为在冬泳或比赛中都将禁止参加。 

12. 赛事没有对年龄有上限要求，但是赛事委员会将对 65 岁及以上的选手给予更

多的关注。 

恢复过程： 

1. 赛事必须要有足够的恢复设施。 

2. 恢复区域必须要有一个恢复区域，具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可以使选手恢复。 

3. 在恢复区必须有指定的加护病房并有有资格的医师在场。可以有全副装备的救护

车要在 ICU 附近待命。 

4. 要有两台全副装备的救护车在临近恢复中心的现场待命。 

5. 恢复设施要有干、湿两种恢复手段。 

6. 恢复区域一定要提前预热满足在最少 35 摄氏度。 

7. 每一名选手的血压都要被测量，核心体温测量为可选，但推荐测量。 

年龄分组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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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事件都有一下记录 

1. 1,2,3 最快的三个人，1,2,3 名 

2. 世界纪录者 

3. 国家记录者 

4. 1,2,3 年龄段内的名词，123 名 

a. 18-24 

b. 25-29 

c. 30-34 

d. 35-39 

e. 40-44 

f. 45-49 

g. 50-54 

h. 55-59 

i. 60-64 

j. 65-69 

k. 70-74 

l. 75-79 

m. 80-84 

n. 85-89 

o. 90-94 

p. 95-99 

q. 100+ 

5. 残疾人游泳者 

证书和 IISA 记录 

1. 必须按规定完成游泳才可以获得证书 

2. 证书右上角有 IISA 的商标 

3. 有事件管理者设计独立事件的证书 

4. 证书包括 

a. 游泳者全名 

b. 游泳者年龄 

c. 项目 

d. 时间 

e. 水温 

f. 气温 

g. 距离 

h. 地点 

i. 时间 

j. 标题，国际冰泳协会 

k. IISA 标志 

5. 事件负责人有准确记录游泳者的时间，以后会在 IISA 世界记录上面写的 

6. IISA 从 2014.6.1I 开始实行新的 1 公里事件游泳免费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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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和冠名 

1. 事件管理者有权选择赞助人 

2. 冠名可以，但是必须统一在推广物品上面有 IISA 的标志，优先用于： 

事件网站上面有 IISA 标志，颁奖上必须有 IISA 成员，若将 IISA 标志用于体恤

衫，推广，必须获得 IISA 同意 

短距离游泳 

1. 一公里以下的游泳不记录，但是支持短距离游泳 

2. 参加者可能获得证书奖牌等 

3. 若获得奖章，必须有 IISA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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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示意图 

冰泳池或其他室外泳池同时最多可容 4 位游泳者 

 

 

 

 

ICE	POOL	or	Any	outdoors	Pool	Maximum	4	swimmers	at	the	time.		
	
Ice	Pool	Example	

			Start/Finish	

ß	25m,	50m,	others…à	

|	
2.5m	
|	

	

	

	
	
Jetty,	Harbour,	Large	outdoor	pool	Example	(Max	leg	mustn’t	exceed	250m)		
	

	
	
	

	
	

Start	

End	

100m-250m	

2m	–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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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必须经过 IISA 同意 

活动费用 

活动管理人规定 

冰泳活动 

冰公里事件“冰泳尝试” 

1)冰公里冰事件是一个有组织的尝试,一些游泳者可以尝试一公里的游泳。安全的利用

规模经济、医疗、救援和恢复设备。 

2)尝试不能作为比赛,1公里冰泳是个人尝试。 

3)1公里冰泳尝试是一个极端的和危险的任务。游泳者必须准备、培训和使用严格的

安全和风险管理措施。 

4)每个1公里冰泳尝试将有一个指定的董事，充当安全官和对所有程序和安全措施负

总体责任的。 

5)事件主管必须是IISA冰级会员。 

6)事件管理者将为IISA提供所有必需的尝试按冰会员申请的细节。 

7)管理者将指导游泳者尝试游泳。 

a)游泳的最低要求是一个签署宣誓书，宣称他/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至少600米5摄氏

度以下的无助的和不间断的在水中游泳，根据IISA规则;或 

b)至少1公里的水温度在6度或以下。 

c)管理者有全权处理允许或不允许选手参与上述事件,即使他们已经完成了以上两个。 

8)董事必须是一个合格的IISA成员。负责人也将作为IISA观察者的尝试。如果负责人

是游泳者之一,他/她必须有合格的第二个观察游泳的人，当他/她在游泳的时候。 

9)所有游泳者必须遵守IISA冰泳规则 

10)准备一个网站计划、医疗和安全计划。 

11)至少需要一个合格的医生在现场至少有两个合格的护士来帮助他。 

12)医生和两个护士将承诺,能够一次协助四个人。直到医生叫负责人放心他/她有足够

的能力来处理更多的恢复游泳或潜在的紧急情况才可以有人尝试游泳 

13)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管理者将咨询医生,并做出行政决定是否立即停止尝试或允许继

续。如果紧急需要医生的位置或需要100%的能力超过5分钟管理者将立即终止事件。 

14)管理者必须有一个应急计划,以防医生请求处理紧急和没有进一步协助其他游泳者

的能力。 

15)管理者将向游泳者提供包括医疗的服务。 

16)每个选手将有一个专用复苏位置/地方他/她离开后复苏的保暖的衣服。选手将指出

他/她完全恢复点(床、椅子等)… 

17)当有选手退出时,他/她将恢复位置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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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医生将使用复苏的位置作为医疗中心。 

19)复苏的位置必须与温暖的毯子和预加热热饮料。 

20)每位选手必须有第二个尝试冰公里。第二个将陪同游泳到复苏的位置在游泳之前,

协助他/她准备游泳,去开始。 

21)第二个将负责游泳者的个人,有权通知游泳安全官,他/她的游泳者必须退出。 

22)第二个必须在水和选手退出陪游泳到复苏的位置,直到他/她被医生声明为完全恢

复。 

23)医生将监督整个游泳复苏,唯一有资格 

 

安全条例 

安全 

1。在水中游泳,游泳比赛5°C的温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运动。身体暴露于严重的生理

和心理压力。游泳者必须熟悉冷水游泳的可能风险以达到一个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能

够游泳1公里。 

2。IISA验证每一位选手的成就记录。IISA只能某些医疗需求和经验最好努力调节运动

员的资格认证。一些认证必须提供的认证专业或签署宣誓书,游泳者他/她自己。游泳

者预计100%诚实的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历史和经验。缺乏坚持,这可能导致把游泳者的

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3。活动计划和管理必须提供一个清单的IISA需求。 

4。事件管理必须提供每一个风险可能性选手,观众、工作人员和任何参与这次活动。 

5。人员死亡或突发事件是真实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事件,和管理应该确保它所做的一切

可能准备和管理这样的结果。然而,每个选手必须为他/她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承担责任

(见赔偿和Wavier附录) 

6。如果在任何阶段的事件管理感知风险,认为它不能参加进一步的结果,它是在事件安

全官员和/或事件导演的谨慎和责任事件立即暂停或者终止。 

7。所有游泳者必须有他们的心率、血压和心电图(心电图)休息前至少30分钟游泳(核

心体温测试是可选的)。 

8。安全官有权禁止选手游泳或地方他/她在医学监督下,直到安全官满意,游泳是适合

参加。 

9.每个游泳者必须尽快有他/她的心率和血压测量在复苏过程中。测试区可以在不同的

位置恢复区。选手将退出恢复区域医疗测试区域最终医疗全面复苏资格。 

10.选手的最低年龄IISA事件限定为18岁。 

11.IISA建议所有游泳者避免任何酒精的消费至少24小时之前冰游泳或种族。 

12.没有最高年龄限制的事件,然而,这一事件委员会将对申请者年龄在 65 岁,与额外的

谨慎 

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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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必须有足够的急救设施。 

2.急救地点必须有一个有经验的员工可以参与治疗游泳者的一般急救区 

3.急救区域必须有一个有医生在现场指定的重症监护室(ICU)。一个设备齐全的救护车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指定的ICU区域。 

4.两个全副武装的救护车必须时刻在恢复区附近待命。 

5.ICU急救区域必须时刻有空位。必须总有一个医生和一个可用的救护车可用来处理

游泳中的紧急情况。 

6.急救设施的使用方法可能是潮湿或干燥的,但必须预热至少35°C。 

7.每个游泳者必须测量血压,以及其核心体温。 

赛事推广 

1)任何未被IISA提前批准的冰泳活动的推广不会被IISA认可和/或支持。 

2)IISA成员使用的术语应避免使用“冰泳”或“冰公里”或“公里游泳”,除非已通过IISA的批

准。 

3)冰泳会员应努力促进成员IISA规则。 

比赛申诉程序 

1)上诉是由一个或一组冰成员希望进行冰游泳活动的批准程序。 

2)上诉必须在公告批准冰泳的日期至少一周前提交。 

3)必须给IISA主席直接提交上诉。 

4)上诉必须提供足够的理由宣称某次游泳必须取消资格，必须伴随着事实或会员的证

词,或必须有受到尊重和信任的其他成员或者观察者提供可信的证据。 

5)一旦提交上诉要求,IISA将通知申诉者和游泳者上诉正在审理。 

6)在上诉过程中,关于上诉的所有信息将会保密,直到做出决定。 

7)IISA委员会咨询当地的大使,并在一周内做出决定。 

8)一旦决定上诉,不可以针对同一次活动进一步上诉。 

9)IISA将会把上诉决定与申诉者和游泳者沟通。 

10)上诉结果通常会被保密,但IISA保留公开此次上诉结果和进一步采取合适行动的权

利,。 

IISA 费用和产品 

IISA游泳应用程序可能会收取费用,证书,徽章和提供其他服务。IISA承认可能会改变的

时候。IISA有权收取相关费用,如果看到需要支付其费用。IISA是一个非盈利协会,它的

目的是收取任何协会所需的运行费用。 

IISA 理事会 

1)协会所有的业务活动和功能应当由理事会执行。 

2)经理办公室应当随时有3到11为管理者,只要创始人愿意并且有能力,他可以被任命为

管理者或主席。 

3)初创会员特此任命为协会的第一管理者，并且根据他们在此文件中的签名，他们同

意接受此任命 

4）懂事会的职位空缺应当由剩下的管理者填补,条件在任何时候,如果理事会成员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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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最少3(三)剩下的经理/ s召集成员的会议,成员应当在这样的会议上任命所需的

额外经理所需的最小数量相等。 

5)理事会管理者不一定是协会成员。 

理事会会议 

1) 管理者应指定他们当中的一员作为主席,应当做好的调度,休会,接受本合同所包含

的任何具体事宜的工作；否则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他们的

会议。 

2) 经理可随时召集理事会会议通过书面通知剩余的经理。至少十(10)天通知时间,地

方,提出议程和决议给予所有的理事会会议。理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现任经理的

一半以上,会议通知(包括建议的议程和会议中提出任何决议)应当通知给所有在职

管理者,如果半个小时内(或是出席会议的管理人一致同意的一段更长的时间)仍达

不到会议法定人数,会议将延期到下周的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和地点,如果在延期会议

法定人数在半小时 (或是出席会议的管理人一致同意的一段更长的时间)后仍然不

满足法定人数,则此次会议的出席人数为法定人数。 

3)若需要举办这样的延期会议,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通知给所有经理，并且张贴在

IISA网站。 

4)每个经理对需要理事会决议的事项有一次投票权。理事会决议应由有效地管理人会

议当中出席的人的多数选票产生。 

5) 如果已经通过了理事会会议，所有管理人员签署的书面决议应当尽可能有效。 

6)理事会应当保持书面的会议记录，所有由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应当适时的记载。 

7)在保证任何管理人员可以听到其他管理人员发言的情况下，若管理人员身处异地，

可以通过电话，视频或其他通讯方式进行远程会议 

8)经理应当有义务立即报告可能出现的关于未来理事会开会内容中的很重要任何利益

或利益冲突。在任何此类事件中,经理声明他/她的利益后,应立即要求撤换他进一步参

加会议的权利，应当避免参与进一步的讨论或决定;除非经理的继续存在和参与相关获

得所有其他经理批准。会议记录中应当包含此次报告中的利益冲突和是否继续参见会

议。 

理事会权利： 

管理者除了拥有其他法规或者本章程(无论是明示或默示)赋予他们的权利之外，还有

以下权利- 

1)接收,考虑,批准或拒绝申请协会会员; 

2)确定和发布规则的行为成员和冰游泳项目; 

3)为成员提供和修改纪律程序; 

4)而不是个人表演,雇佣,就可能会是必要的合理,并支付任何律师,承包商或任何其他的

人办理任何业务或做任何的自然需要完成按照促进协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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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取行动任何专家或专业的建议; 

6)委托任何人所有的性能或任何行为或行使全部或任何 discretions 他们有权执行本宪

法下或锻炼; 

7)打开和操作与登记的银行账户的描述; 

8)接受支票,汇票或本票和协会的代表; 

9)获得财产的任何描述代表协会; 

10)处理的财产协会和出售这样的财产; 

11)投资协会的代表; 

12),除非在本宪法明确禁止的任何规定,行使所有权利和执行所有必要的行动来实现协

会的目标; 

13)进一步行使这样的权利,权力和当局可能不时被赋予他们的成员和/或理事会决议和/

或如果他们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14)完整合同代表协会,能力总是受到这样的限制,如果有的话,可能实施的宪法,在任何

情况下,他们将提供任何此类合同承担个人责任;和 

15)在发言权,能够使辩护,反对,撤回,解决和/或代理与任何诉讼或任何法院之前,或在任

何仲裁,或在其他论坛,提供一切代价合理的他们在这方面应当帐户关联。 

经理义务 

理事会应当进行的事务协会的行动以商业的方式依照董事的信托义务要求一个股份有

限公司,并确保- 

1)以协会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和协会的所有业务活动都通过账户; 

2)协会的活动和账户应当有完整记录并且保存在协会秘书处; 

3) 上面指的记录和帐簿可以供成员或经理随时查看; 

4)协会年终时立即检查财务报表和审计帐簿。 

经理的失格行为： 

如经理有以下行为将被要求离岗： 

1)被隔离 

2)根据适用的法律条款，不能胜任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 

3)理事会给予1个月的书面通知,大多数经理的同意 

4)多数成员同意并且不时给予1个月的书面通知，获得理事会的同意 

5)辞职，交给理事会1个月的书面通知,若理事会同意，可以免去完整通知期。 

管理人免责 

1)管理人员对任何由协会或任何成员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除非损失的原因是管理

人员的失职，不管是单一的责任还是集体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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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经理对其他经理的不诚实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没有责任,除非他故意纵容或者帮

助。 

3)协会保障经理和每一个律师,代理人，或其他任何被管理人员任职的人免予所有行动,

诉讼,负债、索赔,费用和需求方面的任何问题或行为，除非其他法律另有规定。 

管理人薪酬 

1)根据本规定，经理不得享有任何报酬。 

2)经理可以报销他们执行协会经理职责时产生的所有费用，也包括促进安全性而产生

的费用。 

3)任何人不得组织理事会对经理作为理事会任命的任何职员进行促进协会发展和目标

的行为进行酬劳。 

财务 

银行账户 

1)协会的所有业务活动,应当通过以协会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进行。 

2)理事会应当确保所有以协会的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要求至少2个签名。 

财务报表 

3)协会应保持适当的会计帐簿和记录,并保持足够的金融系统,安全,和控制。 

4)财务报表(包括资本和收入账户)每年至少随着南非普遍接受的会计实践准备一次,并

反映财务状况和协会的事务。 

5)这样的书,记录和财务报表应当提交由独立审计师惯例的方式和报道,以下提供。 

审查者 

1）协会应当任命一名独立执业注册会计师,或独立执业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协

会。理事会还应确定任命的期限和条件的审计师;与权力,如果认为有必要,删除等任命

和替代任何可能被视为合适的时候 

2） 审查者有权查看协会的系统，书籍，记录。 

协会终止 

1) -以下情况协会终止 

a) 管理人决定 

b) 未履行义务超过 30 天 

c) 法院勒令停止 

名称 

随时有人管理修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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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被创始人和初创会员在会员开会的情况下批准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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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创立人，主席- Ram  Barkai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理事会执行官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理事会成员 – Kieron Palframan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理事会成员  – Ned Denison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理事会成员– Jonty Warneken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非执行理事会成员 – Andrew Chin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非执行理事会成员– Toks Vivi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