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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速度轮滑竞赛规则和裁判通则是速度轮滑运动竞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规

性文件之一。它为速度轮滑竞赛提供客观、统一的标准，正确指导运动员的训

练和参赛，为裁判员规范地工作和公正、准确地执法提供依据。 

本竞赛规则和裁判通则是参照国际速度轮滑委员会（CIC）2005 年《国际速

度轮滑竞赛规则和裁判通则》，在我国 1997 年版《轮滑竞赛规则》的基础上，

结合全国轮滑竞赛实践而制定的，适用于全国各类速度轮滑竞赛及速度轮滑运

动技术等级评定。 

本规则由辛毅、徐三兆、王尔、付爽同志翻译编写，秦吉宏、刘雄弼、郭

玉良同志校对、修改。在修订过程中，宋兆荣、张兴高、付进学、刘仁辉等同

志参与了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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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竞赛规则 

第一条  比赛跑道 

（一）比赛分为场地赛和公路赛，相应的，比赛跑道分为“场地跑道”和“公路跑道”，公路跑道又

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 

（二）测量场地跑道或公路跑道的长度应以距场地跑道或公路跑道内沿 30 厘米处测量。 

（三）每条比赛跑道在弯道处应有清晰可见的自然界线或设有可移动的标志。这些标志绝不要放在跑

道内，以免运动员发生危险。 

第二条  场地赛跑道 

（一）场地赛跑道指设在露天或室内，由两条长度相等的直道与两个对称且半径相同的弯道相连接组

成。 

（二）场地赛的跑道长度不得少于 125 米，不得超过 400 米。宽度不小于 5 米。举办国际比赛，场地

赛跑道长度为 200 米，宽度为 6 米。 

（三）场地赛跑道的地面可用任何材料铺成，但要求完全平坦，不滑，不粘。 

（四）跑道可以是完全平坦的，或者在弯道处有一定的倾斜度。 

（五）弯道带有倾斜度的跑道周长不少于 125 米、不长于 250 米。有倾斜的部分要从内侧边缘逐渐均

匀平稳地升高，直到外侧边缘。为了与倾斜弯道相衔接，直道也可以有向内的倾斜的部分。但直道的平坦

部分不应少于跑道总长度的 33 %。 

（六）终点要用白色线标出，线宽为 5 厘米。 

（七）除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起点线不要设在弯道处。 

（八）跑道外侧应设有由适当的材料制成的保护设施，避免发生危险。 

第三条  公路赛跑道 

（一）“开放式”公路跑道的起点和终点不衔接。 

（二）“封闭式”公路跑道是由非对称的封闭环形公路跑道组成，其起点和终点相衔接,根据比赛的

距离运动员在此路线上滑行一圈或几圈。 

（三）“封闭式”公路跑道的长度 短不得少于 400 米， 长不得长于 1000 米（举办世界锦标赛的

“封闭式”公路跑道的长度 短不得少于 400 米， 长不得长于 600 米）。 

（四）公路跑道的宽度全程均不得少于 6 米。 

（五）公路跑道的路面必须平坦而光滑，没有凹陷和裂缝。横切路面的拱曲度不得超过其宽度的 5%。 

（六）“开放式”公路跑道的任何赛段的坡度不得超过 5 %，即使在特殊情况下，有坡度的赛段也不

得超过跑道总长的 25 %。 

（七）起、终点要用宽 5 厘米的白色线标出。除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起点不要设在弯道处。终点

应设在弯道后不少于 50 米处。 

第四条  赛场的适应性 

（一）当地面、天气条件阻碍比赛正常进行或使比赛不能继续时，裁判长可经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

或竞委会）授权后，决定将比赛中断一段时间或取消该项比赛。在预赛阶段，如果中断能在 24 小时内结

 



束的话，一旦路面条件可以安全滑行时，比赛应开始或继续进行。 

（二）当中断的比赛再次恢复时，只有被中断比赛的运动员才能再次参加比赛。退出比赛和取消比赛

资格的运动员继续被排除在比赛之外。 

（三）当比赛场地或路面太滑，裁判长有权决定是否使用防滑物质将场地全部或部分进行防滑处理。 

第五条  滑跑方向 

在场地跑道或“封闭式”公路跑道举行的比赛，运动员的左手侧对应跑道的内侧边缘,比赛按逆时针

方向滑跑。 

第六条  正式比赛的距离 

场地赛和公路赛的正式比赛距离均为：200 米、300 米、500 米、1000 米、1500 米、2000 米、3000 米、

5000 米、10000 米、15000 米、20000 米、30000 米、50000 米。公路赛还包括青年男子、女子组和成年男

子、女子组的 42.195 公里马拉松。 

第七条 世界锦标赛、全国锦标赛的正式设项 

（一）场地赛 

300 米个人计时赛* 

500 米计时赛 

1000 米计时赛 

10000 米淘汰积分赛* 

15000 米淘汰赛 

3000 米接力赛（限定 3名运动员参赛） 

*300 米个人计时赛可视情况增设成绩 好的前 12 名运动员进行决赛。 

*10000 米积分淘汰赛：在场地中一个或多个固定的地点淘汰一名或多名运动员，同时进行积分。

后一次淘汰在比赛的 后 3 圈前完成，经过每一固定积分点的第一名运动员得 1分，其他运动员不得分。

到达终点的前三名运动员分别得 3分、2 分和 1分。 

（二）公路赛 

200 米个人计时赛* 

500 米计时赛 

10000 米积分赛(每圈积分) 

20000 米淘汰赛 

5000 米接力赛（限定 3名运动员参赛） 

42.195 公里马拉松赛 

*200 米个人计时赛可视情况增设成绩 好的前 12 名运动员进行决赛。 

（三）少年组锦标赛可对比赛项目进行适当调整，以竞赛规程为准。 

第八条  竞赛类型 

（一）计时赛 

以计时成绩决定名次的竞速计时性比赛。 

（二）团体计时赛 

 



1、每队由 3名运动员组成，滑跑一定的距离，以计时成绩决定名次的竞速计时性比赛。 

2、同一时间只有同一个队的运动员在场地或公路跑道上同时出发及滑跑。 

3、当第二名运动员抵达终点线的时候，为该队的有效成绩。 

（三）淘汰赛 

淘汰赛是指比赛过程中在一个或多个固定地点直接淘汰一名或多名运动员的比赛。比赛前由裁判长介

绍淘汰规则。 

（四）群滑赛 

在场地或公路上举行，参赛人数不限，同时出发的比赛。如果参赛人数太多，比赛跑道受限，可举行

多轮次的比赛。被淘汰的运动员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排名。 

（五）耐力赛（定时赛） 

比赛限定滑跑时间，根据在限定的时间内运动员所滑跑的距离长短来决定比赛名次。 

（六）积分赛 

比赛时运动员通过积分点获取个人积分，获得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七）接力赛 

1、每队由两名或更多名运动员组成，滑行一定距离。比赛途中在固定的地点进行接替。 

2、当进行接力的时候，运动员必须接触到他们的队友。根据跑道的距离， 后一次接力必须在 后

一圈前完成。 

3、接力赛时只允许裁判员和运动员停留在场地里。 

（八）分段赛 

1、分段赛只能在正规的公路赛跑道上进行。按照一定的规则，中、长距离混合排列在一起的竞速项

目。总名次根据运动员在各个固定的距离所得成绩和分数决定。这一距离称为“赛段”。 

2、根据排位，各赛段对运动员进行如积分或时间宽限的奖励。奖励办法必须在规程内写明。 

3、如几名运动员成绩相同， 终名次由每名运动员各赛段的 好成绩决定。  

4、根据运动员的数量及赛段的长度，比赛可举行一天或数天。可以设休息日。 

（九）追逐赛 

比赛可以预赛的形式在场地或“封闭环形”公路上进行。两名运动员或两队在距对手等距离的地点出

发，在规定的距离上互相追逐。如其中一名运动员或一个队超过对手时，预赛即告结束。每个队由 3 至 4

名运动员组成。在团体追逐赛中，倒数第二名运动员决定该队名次或淘汰与否。 

（十）淘汰积分赛 

比赛过程中，在场地中一个或多个固定的地点淘汰一名或多名运动员，同时，领先运动员将获得一定

的积分。在 后一圈运动员将获得更多的积分。 后完成比赛，且获得 高积分的运动员将获得比赛的胜

利。 

第九条  参赛组别与年龄规定 

（一）运动员必须持注册证原件参赛。 

（二）成年组运动员 小年龄须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 日满 17 周岁。 

（三）青年组运动员 小年龄须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 日满 13 周岁， 大年龄须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 日不满 17 周岁。 

（四）少年组运动员 小年龄一般应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 日满 9 周岁， 大年龄须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 日不满 13 周岁。 

在合适的情况下，如单设少年锦标赛，则可分设少年甲组和少年乙组，其中： 

1、少年甲组运动员 小年龄一般应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日满 11 周岁， 大年龄须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 日不满 13 周岁。 

2、少年乙组运动员 小年龄一般应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日满 9 周岁， 大年龄须在锦标赛当年的 1

月 1 日不满 11 周岁。 

（五）高年龄组运动员不得参加低年龄组比赛。低年龄组运动员可参加高年龄组比赛，但不得隔组参

赛。 

第十条  起跑 

（一）所有比赛项目均不允许使用起跑器，用发令枪或哨子发出起跑信号。 

（二）在所有比赛中，如遇起跑犯规，发令员将召回所有运动员重新回到起点位置，重新起跑。 

（三）发令员在起点召集运动员时，如运动员未到，一分钟后重新召集，仍未到者立即取消本项比赛

资格。 

第十一条  起跑规定 

（一）运动员在起跑线后相互间隔 50 厘米站好时进行发令。 

（二）集体出发时，运动员间在起跑线后应保持至少 50 厘米间距，发令员将发出两次信号，第一次

信号为“预备”，第二次信号为鸣枪。遇到下列情况，发令员可以召回运动员重新比赛：  

1、计时比赛中，运动员由于器材发生意外故障而非本人责任摔倒。 

2、集体起跑时，在 130 米以内有一名运动员摔倒而引起其他运动员连续摔倒。 

3、运动员在出发信号之前起动，将重新起跑，抢跑的运动员将受到处罚。第三次抢跑的运动员将被

取消比赛资格（无论前两次抢跑是否是该运动员）。 

4、裁判长认为在 500 米、1000 米预赛、半决赛和决赛出发时，发生了可能影响比赛结果的严重犯规。 

（三）个人计时赛的起跑按以下方式进行：运动员两只轮滑鞋必须与地面完全或部分接触，两脚不得

移动，允许身体摆动。预备起跑线距起跑线 60 厘米，运动员至少有一脚位于两线之间，轮滑鞋的 初运

动方向必须与比赛的方向相一致。 

个人计时赛时，发令员决定运动员是否可以出发，每名运动员有 15 秒钟的起动时间，如在 15 秒内不

出发，运动员将被判起跑失败。该项目的起跑发令既不需要“预备”口令也不需要鸣枪。 

如果没有相应的电动计时设备，个人计时赛的起跑仍按以下方式进行：发出两次信号，第一次信号为

“预备”，第二次信号为鸣枪。 

（四）团体计时赛时所有 3 名运动员同时出发，发令员将发出“预备”口令和鸣枪。 

（五）比赛起点的电动记时设备必须安装在距场地路面 20 厘米至 25 厘米高的位置。 

第十二条  设备、器材和后勤保障 

根据比赛种类，提供相应的设备、器材和后勤服务。 

（一）“封闭式”公路赛或场地赛： 

 



1、至少 2 支麦克及必要的音响（音量能清晰的覆盖全场）。手提喇叭 2 支。 

2、记圈牌，用来显示运动员滑行剩余的圈数。 

3、向运动员提示 后一圈使用的手摇铃或其他信号器。 

4、装备齐全的急救中心。 

5、男、女运动员及裁判员分别使用的更衣室。 

6、供裁判员使用的备有桌椅的独立场所。 

7、运动员、领队和教练员所需的场所。 

8、新闻媒体、电台、电视台人员所需场所及相应物品。 

9、与公众分开的专用通道。 

10、供夜间比赛使用的足够的照明设备。 

11、安全保障。 

12、设置终点摄像或摄像扫描、起点电动计时设备。 

13、违禁药物检测设备和服务（世锦赛必备）。 

14、对讲机。 

15、计算机和打印机。 

（二）开放式公路比赛 

1、在终点线上方要有写着“终点”字样的横幅，终点线前地面上要写有“终点”字样。 

2、比赛路线 后 500 米处要设有标记。 

3、为运动员设置显示障碍物和交通信号的标记。 

4、设置补水站（超过 20 公里的比赛），位置要设在比赛路线约一半的路程处。 

5、有容易辨认标记的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并配司机），以使裁判员跟随比赛的进行。 

6、备有供受伤或退出比赛的运动员乘坐的汽车，车上要配备一名医生、一名裁判员以及相应的急救

设施，医生要携带急救药品，裁判员要记下所有退出比赛运动员的退出顺序以确定 后名次。 

7、与公众分开的专用通道。 

8、安全保障。 

9、在裁判员认为危险的地方设置安全防护设备。 

10、设置终点摄像或摄像扫描、起点电动计时设备。 

11、对讲机。 

12、计算机和打印机。 

第十三条  不同类型比赛的终点线 

（一）集体出发的比赛（淘汰赛、积分赛、接力赛等）、预赛、团体计时赛和计时赛，要根据运动员

轮滑鞋的 前点到达终点线的时间决定运动员名次。 

到达终点线时领先的轮滑鞋必须与地面接触，否则以后脚轮子的前点到达终点线的时刻为完成比赛。 

（二）在淘汰赛时，淘汰方式是以运动员后脚轮子的 后部分通过终点线为准。 

（三）在耐力赛（定时赛），终点线以运动员所滑至的地点为准。 

（四）终点电动计时器的高度 多不能超过地面 10 厘米。 

 



第十四条 被扣圈运动员的安排 

在场地或封闭公路上举行的集体出发的比赛，被扣圈或将被扣圈以及将会影响比赛的运动员，可能被

淘汰。被扣圈、被淘汰以及退出比赛的运动员的 终名次是按淘汰的逆顺序进行排列。 

被扣圈但没有被淘汰的运动员必须滑完全程。只有当领先运动员剩余 后一圈时摇铃提示。 

第十五条  集体出发的比赛到达终点名次的排定 

在集体出发的比赛中，有数名运动员同时抵达终点，无法确切地区分他们的名次顺序，此时可以认定

他们的名次相同。 

第十六条  计时赛的附加赛 

如果有两名或更多运动员到达终点线的时间相同，则要重新组织一次确定名次顺序的附加赛，运动员

的比赛成绩在到达终点后立即宣布。 

第十七条  终点名次 

（一）在到达终点前的 后一个直道上，领先的运动员要保持直线滑行，不得妨碍紧跟其后的运动员

的正常滑行，否则，裁判长将降低犯规运动员的名次，将该名运动员的名次排列在受影响运动员名次之后。 

（二）任何一项比赛结束后，裁判长将宣布终点名次。受理任何针对终点名次的抗议。针对终点名次

的抗议必须在终点名次宣布后 15 分钟之内以书面形式递交裁判长，同时提交 1000 元人民币的申诉费。一

般情况下，单项颁奖仪式应在宣布终点名次当日进行（ 好在宣布名次 15 分钟后进行），但如果有代表

队进行抗议及向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进行申诉，则颁奖仪式要等到所有抗议和申诉的判决结

果决定后进行。 

第十八条  公路赛的 长时间 

公路赛的 长比赛时限是第一名运动员所用时间的 1.25 倍。 

第十九条  竞赛通则 

（一）运动员严禁接受任何形式的援助。 

（二）各项比赛的滑跑途中，运动员应沿一条假想的直线滑行至终点，不得以曲线或横向滑行。 

（三）在超越时决不允许给其他运动员制造障碍。 

（四）任何情况下，运动员不允许推其他运动员或者在他们前面横切。另外， 禁止拉、推、阻碍或

者援助他人滑行。 

（五）在“封闭式”公路赛或场地赛中，被超越的运动员不能阻碍他人的超越或者援助其他运动员。 

（六）禁止运动员的轮滑鞋触及跑道界线以外的地面。 

（七）只要不妨碍比赛的进行，运动员可以修理出故障的轮滑鞋。他们只能接受新鞋或工具进行修理。 

（八）运动员摔倒后，可以自己站起来继续比赛，不得由他人帮助。否则，他们将从该项比赛中被淘

汰。 

（九）运动员如违犯上述规则可能将被取消该项比赛的成绩。 

（十）所有运动员都必须公平、积极地参加比赛。那些态度消极、明显没有竞争能力的运动员可能会

被淘汰。 

（十一）在 “开放式”公路跑道上进行的集体出发的比赛， 运动员同样必须遵守上述条例，同时必

须沿公路右侧滑跑，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越过公路跑道的中线，此外，运动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者的要求。 

 



（十二）退出比赛的运动员，要到终点告知裁判员，以便确定名次。 

第二十条  比赛服装 

（一）参赛的男女运动员都应穿统一的队服。着装不合适的运动员可能被取消比赛资格。 

（二）比赛服装应是： 

1、参加比赛的同一个单位所有运动员都必须身着统一长袖或者短袖服装，颜色和图案要一致。 

2、完整、坚固而没有尾翼的头盔。 

（三）各参赛队队服的广告位置只允许在服装的前胸和后背上方处。但不允许广告影响各队队服颜色

的识别，不得与号码布的位置相冲突（裁判有权调整号码布位置）。 

（四）运动员在领奖时必须身着各队的正式服装。 

第二十一条  轮滑鞋 

允许穿着双排轮轮滑鞋（两组轮平行排列）或者 多六个轮子的直排式轮滑鞋参赛。轮子的直径 大

不能超过 100 毫米，轮滑鞋全长不能超过 50 厘米。轮架必须与鞋靴牢固的固定，轮轴不能突出到轮子以

外。禁止装有制动装置，允许使用没有传动装置的克莱普（即脱跟）轮滑鞋。 

第二十二条  参赛号码 

通过 5 个号码区分运动员，分别在两个臀部的外侧、后背的腰部，头盔左、右侧，号码应清晰可见。 

第二十三条  反兴奋剂 

关于反兴奋剂工作，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兴奋剂条例及国际轮滑联合会的相关规定。 

 

第二部分  裁判通则 

第一条  裁判委员会 

（一）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在赛前确定裁判委员会组成。裁判委员会对中国轮滑协会（组

委会或竞委会）负责。裁判长对裁判委员会工作负责。 

（二）裁判委员会通常由以下人员组成： 

1、裁判长 1人, 副裁判长 2 人。 

2、记录裁判员 2-3 人。  

3、终点裁判员 3 人。 

4、计时员 3-6 人。 

5、发令员 2人。 

6、计圈裁判员 2 人。 

7、检录裁判员 2 人。 

8、监道裁判员 2-6 人。 

裁判人数可根据比赛规模和类型进行适当调整。 

第二条  裁判员服装 

裁判员服装包括白运动衫或白衬衫、白裤子（女子裁判：白运动衫或白衬衫、白裙子或白色裤子）、

白色袜子和白鞋。另外，上衣左胸前佩戴中国轮滑协会等级裁判员徽章。 

第三条  裁判长职责 

 



（一）确保所有参赛者遵守规则和规程，并对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及现行规则和规程中未涉及到的技术

问题做出决定。 

（二）为裁判委员会成员安排具体工作（进行分工）。 

（三）领导裁判员的工作，在出现分歧的时候进行协调、控制并做出决定。 

（四）依据规则和规程，对参赛单位运动员、教练员以及领队在比赛中的不适宜行为采取处罚措施。 

（五）裁判长认为预赛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决定重赛。在计时比赛中，以及在条例中提

到的轮滑鞋出现故障或其他情况时，也可以重赛。 

（六）签署比赛成绩记录，连同有关比赛过程中其他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报告一并提交给中国轮滑协会

（组委会或竞委会）。 

（七）在发令员发令前，检查各裁判员是否各就各位，计时员是否做好计时准备。 

（八）对随时出现的取消比赛资格的情况，检查是否及时播报通知以及被取消资格的运动员是否立即

离开跑道。 

（九）立即取消不听从裁判警告的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十）对那些由于轻微的违反规则而受到裁判口头警告的运动员提出警告。 

（十一）调整或撤换不能胜任其裁判职责的裁判员。 

（十二）组织各项比赛的抽签。 

（十三）对参赛运动员所属协会提出的关于终点名次的抗议首先做出裁决。 

（十四）赛后向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提交裁判委员会总结报告。 

第四条  副裁判长职责 

协助裁判长处理一切有关事宜，并完成裁判长指定的工作。 

第五条  发令员职责 

（一）在每项比赛开始前召集运动员并作 后提示，检查运动员的服装和参赛号码，在发令时仍未到

达起跑线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二）检查所有运动员的轮滑鞋是否均位于起跑线后。 

（三）在得到裁判长同意后方可发令。 

（四）发出“预备”口令后，在短暂的停顿后即鸣枪或用口哨发出信号。 

（五）出发时如有犯规行为，发令员可再次鸣枪召回所有运动员，并警告犯规的运动员。 

第六条  监道裁判员的职责 

（一）监道裁判员的职责如下： 

1、在所负责区域内监督比赛的进行。 

2、将比赛中发生的犯规行为立即报告裁判长。 

3、记录被扣圈和退出比赛的运动员，并及时报告裁判长。 

（二）根据位置的不同，监道裁判员可分为直道裁判、弯道裁判、接力裁判、助理裁判。 

第七条  终点裁判员的职责 

（一）终点裁判员要准确判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顺序。 

（二）在集体出发的比赛中，根据需要确定裁判员的人数，终点裁判长向每位裁判员进行分工。 

 



（三）终点裁判人数不得少于 3 人。可以根据需要有所增加，但必须为单数,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

以大多数裁判员的判定为准。任何情况下只要使用了终点摄像或录像扫描设备，就要以终点摄像或录像扫

描的结果为准。 

第八条  记圈裁判员的职责 

（一）记录比赛已进行的圈数。 

（二）利用其控制的记圈装置示意运动员滑行所剩余圈数。 

（三）以信号告知领先的运动员。 

（四）每当领先的运动员通过后，要减掉一圈。 

（五）剩下 后一圈时要用铃声通知运动员。 

（六）用来显示剩余圈数的记圈装置应设在终点线前至少三米处， 好放置在跑道的内侧。 

第九条 检录裁判员的职责 

（一）比赛开始前根据规则规定核对运动员是否按要求佩戴参赛号码、头盔以及参赛服装，不符合规

定者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二）负责点名召集运动员，并负责把运动员带至起点。告知运动员必须在指定的位置活动，并确保

未经裁判允许任何运动员不得进入比赛跑道。 

（三）对三次检录不到的运动员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四）按时检录后，将参赛运动员带入起点，并与发令员协调配合。 

第十条  计时裁判员的职责 

（一）在电子计时等设备的情况下，计时员的任务是记下每一项比赛运动员所用的时间，并记入要直

接提交给裁判长的比赛记录中。 

（二）为确保准确计时，要遵守下列规定： 

1、计时员独立工作，不得互相核对。 

2、所使用秒表必须经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批准的经检验和鉴定的秒表。 

3、每 3 名正式计时员组成 1 个计时小组。 

4、当 3 块表中有两块表所计的成绩相同，则以这两块表的成绩为有效成绩。 

5、当 3 块秒表成绩各不相同时，这 3 个成绩的平均值为有效成绩。如果其中一表的成绩与另外两表

相差+/-0.5 秒以上，则排除此表，以其他两表成绩的平均值为有效成绩。 

6、当仅有两块表显示成绩时，以较差成绩为有效成绩。 

（三）计时员必须站在起跑线附近，如起终点距离较远时，计时员可以站在终点处，看到发令枪烟的

瞬间立即开表。所有计时员必须将成绩精确到百分之一秒。在公路赛中，组委会要为计时员提供起点到终

点的交通工具。 

第十一条   处罚 

对在比赛中违反竞赛规则、规程及体育道德准则的运动员要采取如下处罚措施： 

（一）警告。 

（二）降低比赛名次。 

（三）取消比赛资格。 

 



第十二条  警告 

对出现规则中明确规定的情况，以及一些轻微的犯规行为将予以警告。一般情况下，在降低名次或取

消比赛资格的惩罚前给予警告（严重的犯规情况除外）。警告次数相累加，当运动员由于即使不很严重的

犯规而得到多次警告时，根据裁判长的确切判定，也可取消他（她）的比赛资格。 

监督比赛进程的任何裁判员都有权对运动员提出警告并立即报告裁判长，裁判长宣告警告。 

警告次数不带入下一轮比赛或决赛。 

第十三条  降低比赛名次 

（一）在比赛中，尤其是比赛的 后阶段，参赛者对一名或几名对手有犯规行为时，根据裁判长的裁

决可降低该运动员的比赛名次。 

（二）如果情节严重，可以取消该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第十四条  取消比赛资格 

（一）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适用于： 

1、警告次数累加。 

2、严重的犯规行为。 

3、如果运动员发生严重的犯规行为，尤其是为协助队友赢得比赛而故意犯规，可取消该运动员所有

参赛项目的比赛资格。 

4、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拥有采取取消比赛资格措施的 终权力，甚至无限期地取消其

比赛资格。 

5、如果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或拒绝进行兴奋剂检查，要按反兴奋剂的有关规行进行处罚。 

（二）以上 1、和 2、条中指出的处罚措施的尺度由裁判长掌握，并公布处罚决定。第 3、条的情况，

裁判长有责任向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汇报有关严重犯规的具体情况。 

第十五条  裁判委员会的纪律措施 

裁判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如在比赛前、赛中或赛后受到来自参赛者或其他人员的各种威胁或暴力行

为，可以立即报告给裁判长，由裁判长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向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提交专门报

告。 

第十六条  针对有关代表的处罚措施 

参赛单位必须遵守体育道德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裁判长根据各参赛单位人员犯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对其

进行警告或令其离开比赛场地，并向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提交专门报告。如对裁判长针对参

赛单位人员做出的处罚有异议，各参赛单位可以向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提起申诉。 

第十七条  关于参赛权的抗议 

（一）以下人员可以就运动员参赛权提出抗议： 

1、参赛单位认为他的一名运动员符合参赛资格而未获得参赛权。 

2、参赛单位认为由于其他参赛单位的不具备参赛资格的轮滑运动员获得参赛权而影响本队的利益。 

（二）所提出的抗议要求由正式代表（参赛队领队）签署，并以书面形式在比赛开始前三十分钟提交

裁判长。 

当一名裁判认为他有足够的材料允许一名运动员参赛，但对此参赛资格又有争议，他可以有条件地接

 



受该运动员参赛，并将此问题提交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作 后的决定。 

（三）所作出的决定要通知各参赛单位的正式代表。 

第十八条  针对裁判委员会的裁决提出的抗议 

任何针对裁判委员会关于比赛 后名次的抗议，不论其名次如何，都必须在该项比赛结束后或宣读比

赛名次后 15 分钟内报告给裁判长。 

第十九条  申诉抗议费 

每次提出申诉抗议时都必须交付 1000 元人民币的抗议费，如抗议有效则退还此费用，否则，该费用

将归中国轮滑协会所有。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时另交 1000 元人民币的申诉费，并必须在裁判长公布通

知后的 15 钟分内提出，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 终结果。 

第二十条  比赛成绩的批准 

比赛成绩只有在得到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批准并正式公布后才能成为正式成绩。 

第二十一条  其他 

未尽事宜，以中国轮滑协会规定为准。 

 

第三部分  竞赛指南 

第一条  裁判委员会会议 

主要进行赛前理论学习，裁判分工，实践学习等。 

第二条  组委会（竞委会）会议 

（一）会议人员一般包括组委会（竞委会）成员（主要指主、承办单位代表、各参赛队代表等）、仲

裁人员和正、负裁判长。 

（二）会议内容一般应包括： 

1、介绍有关方面代表 

2、承办单位代表致欢迎词 

3、承办单位汇报前期筹备情况及比赛期间的相关安排 

4、各参赛队代表就比赛期间的相关安排提出意见、建议或反映情况。 

5、承办单位代表答复 

6、主办单位代表致词 

7、结束 

第三条  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议 

（一）会议人员一般包括仲裁人员、裁判人员、竞赛负责人员和各参赛队教练人员。 

（二）会议内容一般应包括： 

1、介绍仲裁人员和相关裁判人员 

2、由裁判长提出竞赛要求并主持抽签 

（1）抽签（300 米个人计时赛出发顺序，以及男女运动员在起跑线位置的安排） 

（2）500 米、1000 米的预赛分组及选拔办法 

（3）积分赛的比赛办法和具体积分措施 

 



（4）淘汰赛的比赛办法和具体淘汰措施 

（5）淘汰积分赛的比赛办法、具体淘汰和积分的措施 

（6）接力赛的比赛办法、预赛分组和选拔措施 

（7）男、女马拉松或半程马拉松 

第四条  竞赛 

抽签结果决定运动员所有比赛的出发位置，从跑道的内侧向外侧排列。如果两名运动员来自同一单位，

第二名运动员将根据原抽签结果重新进行安排。在所有比赛中，运动员是以轮滑鞋的 前点触及终点线或

终点线的垂直面为到达终点，但至少该轮滑鞋的一部分与地面接触。如果第一只轮滑鞋未与地面接触，则

由第二只轮滑鞋的 前点来决定其到达终点的时间。 

（一）200 米和 300 米个人计时赛 

1、个人计时赛都将按照各单位在准备会上抽签的结果决定出发顺序。 

2、抽签顺序将重复两次，因此允许每个单位报两名运动员参加此项比赛。 

3、如果某一个单位只有一名运动员参赛，他将参加后一个出发序列的比赛。 

4、由各单位决定每名运动员参赛的顺序，即谁在第一序列谁在第二序列。 

5、此项比赛作为整个比赛的第一单元首先进行。如设置前 12 名运动员的决赛，则决赛的出发顺序为

预赛成绩的逆顺序。 

6、抽签结果将同时决定除 500 米和 1000 米外的其它项目中参赛运动员在起点处的位置安排。 

（二）500 米计时赛 

1、裁判委员会将决定预赛的组数，确保每组运动员的人数约与跑道宽度的米数相当，同时，裁判委

员会也将决定每组运动员中有多少人进入半决赛，多少人进入决赛。 

2、每一组至少 2 名运动员进入下一轮比赛。 

3、预赛将根据 300 米个人计时赛成绩按蛇形排列方式进行分组。 

下面是约 6米宽跑道的分组示例： 

1 2 3 4 5 

10 9 8 7 6 

11 12 13 14 15 

20 19 18 17 16 

21 22 23 24 25 

30 29 28 27 26 

---竖列代表预赛各组。 

---号码代表 300 米个人计时赛的名次 

---此例共 30 名运动员，分成 5 组，每组 6 人。 

如第一组，由 300 米个人计时赛排名为 1、10、11、20、21 和 30 的运动员组成。 

如果没有参加 300 米个人计时赛的运动员取代参加个人计时赛的队友参加比赛，他将填补其队友留下

的空位。 

如果本队运动员均未参加 300 米个人计时赛，则参加 500 米比赛的运动员将相应占据该分组方式的末

 



位（此例中即为 31 号）。 

严格按照预赛的名次选拔出一定数目运动员参加半决赛。 

进一步举例说明，很有可能每组录取前 3 名运动员进入下一轮比赛，按 15 人进入半决赛进行如下分

组。 

15 人被分成 3 个半决赛组，这样预赛每组的第 1 名被分至第一、二、三组，其余的 2、3 名也一样进

行分配（译者注：蛇形编排）。 

1（一组） 1（二组） 1（三组） 

2（一组） 1（五组） 1（四组） 

2（二组） 2（三组） 2（四组） 

3（二组） 3（一组） 2（五组） 

3（三组） 3（四组） 3（五组） 

另一种可采取的办法是选取各组预赛组的前两名，分成 2个半决赛组，每组 5 人： 

 

1（一组） 1（二组） 

1（四组） 1（三组） 

1（五组） 2（一组） 

2（三组） 2（二组） 

2（四组） 2（五组） 

决赛由 6 名运动员参加。 

注：不参加决赛的运动员将根据在不同阶段中（预赛和半决赛）所取得的成绩排定名次。 

（三）1000 米计时赛 

1、裁判委员会将决定各阶段预赛的组数，根据跑道的宽度确定参赛运动员人数，约为每隔半米一人。 

2、除预赛各组的第 1 名运动员进入下一轮外，还将根据其他运动员的计时成绩决定能够进入到半决

赛和决赛的运动员。 

3、预赛将根据 300 米个人计时赛成绩用蛇形排列方式进行分组。 

以 6 米宽跑道和 40 名参赛运动员为例：分 4 组，每组 10 人，即： 

1 2 3 4 

8 7 6 5 

9 10 11 12 

16 15 14 13 

17 18 19 20 

24 23 22 21 

25 26 27 28 

32 31 30 29 

33 34 35 36 

 



40 39 38 37 

名次顺序为 1、8、9、16、17、24、25、32、33 和 40 名的运动员将参加第一组预赛。如果没有参加

300 米个人计时赛的运动员取代参加个人计时赛的队友参加比赛，他将填补其队友留下的空位。如果本队

运动员均未参加 300 米个人计时赛，则参赛的运动员将相应占据该分组方式的末位（此例中即为 41 号）。 

预赛各组中的第一名以及各组中根据计时成绩选出的部分运动员将进入半决赛。 

此例再进一步分，选出四组的第 1名，再加上剩余选手中成绩较好的十二人，参加半决赛，每组八人。 

半决赛将根据各组预赛的成绩安排。 

这四组的第一名按蛇形排列，首先将成绩 好的第一名安排在第一组的 1 号位，依此类推。根据成绩

排名选出的其他进入下一轮次的运动员（12 人），依其成绩按蛇形方式编排。 

各组的第 1名再加上成绩较好的 6人总计 8 人参加决赛。 

注：在 500 米和 1000 米比赛中，运动员可根据其 300 米比赛的成绩以及裁判委员会预先的分组结果

选择其在起跑线的位置。 

起跑线将划分成间隔 1米的线段。 

对于未参加 300 米比赛的运动员，其在起跑线的位置由该运动员号码升序决定。 

（四）5000 米和 10000 米积分赛 

1、由裁判委员会决定怎样举行此项赛事，主要包括： 

（1）预赛的组数： 

此项比赛如需进行预赛，通常分为两组，如果某一单位仅有一名运动员参赛，将抽签决定其参加哪一

组的比赛。 

每组参赛人数应尽可能相同。 

每次比赛的距离应与决赛相同。 

（2）积分方法： 

每项比赛前由裁判长宣布该项比赛积分点的数量和积分开始的圈数（一般应每圈积分）。 

分数分配：在通过各固定积分点时只有第一名运动员得 1分，到达终点时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依次得

分为 3 分、2分、和 1 分。 

（3）进入决赛的运动员人数。 

（4）如果某运动员没有完成比赛，他将失去此项比赛所得的积分。如果两名以上运动员积分相同，

则看他们当中谁 先通过终点。 

（5）如果裁判长认为某些运动员在某些赛段有犯规行为，裁判长可以改变到达终点的名次及分数的

分配。 

（五）15000 米和 20000 米淘汰赛 

1、由裁判委员会决定将怎样举行此项赛事，主要内容包括： 

（1）预赛的组数 

此项比赛如需进行预赛，通常分两组，如果某一单位仅有一名运动员参赛，将抽签决定其参加哪一组

的比赛。 

每组参赛人数应尽可能相同。 

 



每次比赛的距离应与决赛相同。 

在预赛阶段，裁判长根据预赛各组要淘汰的运动员人数确定运动员应滑行的 少圈数，各预赛组中运

动员滑行的 少圈数必须相同，当预赛各组剩余的人数与决赛所需人数一致时预赛即告结束。 

（2）预赛和决赛的淘汰方式由运动员数量决定，还要考虑到跑道的长度。 

（3）进入决赛的人数：预赛的组织要使 后一次淘汰筛选出的运动员人数与进入决赛的人数一致。 

当领先运动员通过各淘汰赛段前一圈的终点线时应响铃提示。 

淘汰赛段应尽量不设置在第一圈进行，尤其在较短的跑道中。 

在预赛或决赛的过程中，运动员由于摔倒或体力不支而退出比赛，将视为在相应圈被淘汰。 

同样，在淘汰赛段如果运动员违反规则，裁判长可以将其除名并用 后一名通过终点线的运动员取代

他（她）。 

后脚的后点 后通过终点线的运动员为 后一名。 

决赛的安排应满足在 后一轮淘汰后至少剩下五名运动员来争夺金银铜牌。 

（六）淘汰积分赛 

此项比赛是淘汰赛和积分赛的结合。 

在一定圈数淘汰 后一名或几名运动员，同时为领先运动员进行积分。淘汰和积分同时进行，在通过

各固定积分点时只有第一名运动员得 1 分，到达终点时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依次得分为 3 分、2 分、和 1

分。 后一次淘汰在比赛还剩三圈时进行。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在比赛的 后一圈时 多有 10 名运动员

在场上进行比赛。在 4）和 5）条中的其他规定也同样适用。 

被淘汰的选手将失去他已经获得的积分。 

这项比赛的冠军将是滑完全程且积分 高的运动员。 

在因一名或多名运动员退出比赛或摔倒而没有淘汰的圈也会摇铃以示下一圈积分。 

（七）3000 米接力赛和 5000 米接力赛（限三人） 

    接力赛中，每个单位允许报名 4 人，但 3 人上场参加比赛。 

中国轮滑协会（组委会或竞委会）将根据跑道的规格决定是否进行预赛，如进行预赛，同时将决定每

组预赛中进入决赛的队数。 

（预赛组由各单位抽签决定）在预赛和决赛中都应遵守以下规定： 

1、每个队有三名运动员参赛。 

2、每个队都可以自由选择多少圈后进行接力。 

3、接力区设在含有终点线的直道处，同时标注接力等候区，接力区可延伸至终点线前的整个直道。  

4、接力时必须由被接替者明显接触或推一下接替者，否则将被判接力失败。 

5、裁判长将规定被接替运动员返回的方式和特定的路线，以不干扰比赛的进行为原则。 

6、如果接力者进入接力区但没有与同伴相接触，其所在队将被取消比赛成绩。 

7、接力的全过程必须在接力区内完成，不允许超出接力区的终止线。 

8、在比赛中如有运动员在非接力区摔倒其队友不得接替。 

9、接力队其中一名运动员被取消资格，整个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10、同一单位的运动员服装必须统一，如两个队服装非常相似，裁判长可以抽签决定让他们其中一个

 



队伍更换服装。 

11、每名上场运动员至少完成一圈。 

（八）马拉松 

1、各单位运动员均可参加马拉松比赛。 

2、马拉松比赛没有预赛， 好在符合宽度和安全需要的开放式公路上举行。 

3、不允许有随行车辆。被授权的车只包括一辆向导车。一辆收容车：有足够空间容纳中途退出比赛

的运动员，车上配有一名裁判，并驶于 后一名运动员之后。一辆或更多的救护车以及为更好控制比赛而

为裁判员准备的一定数量的摩托车。 

4、运动员 好在公路右侧滑行。在联席会议上通知为运动员提供饮料的场所、位置以及分发方式。 

5、如果比赛在封闭式环形跑道上举行，跑道单圈长度不得少于 4 千米。由裁判长决定被扣圈的运动

员能否继续比赛。 

6、在临近终点的赛段必须有适当的标记（1000 米、500 米及终点）。 

 

第四部分  速度轮滑比赛备用表 

 

表一：200m/300m 计时成绩记录表 

 

项目_______     组别_______   

成绩 
号码 姓名 

一表 二表 三表 替补表
有效成绩 

       

       

       

       

       

       

       

       

 

计时主裁判_______       计时员_______ 

 

 

 

 

 

 



表二：终点名次报告表 

项目_______ 组别_______  组次_______ 

名

次 

第一

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

名 

第五

名 

第六

名 

第七

名 

第八

名 

号

码 
        

成

绩 
        

备

注 
        

 

终点裁判长_______     计时主裁判_______ 

 

 

表三：终点裁判员记录用表(积分赛) 

项目_______   组别_______    组次_______ 

 
剩余圈数 领先运动员号码 备注 

49   

48   

47   

46   

……   

2   

1   

0     

 

 

 

 

 

 

 

 

 

 

裁判员_______ 

 

 

 

 

 

 

 

 



 

表四：终点裁判员记录用表(淘汰赛) 

 

项目_______     组别_______  组次_______ 

剩余圈数 淘汰运动员号码 备注 

74   

73   

72   

71   

70   

……   

4   

3   

到达终点名次   

 

 

 

 

 

 

 

 

 

 

 

 

裁判员___________ 

 

表五：终点裁判员记录用表(淘汰积分赛) 

 

项目_______     组别_______   组次_______ 

剩余圈数 领先运动员号码 淘汰运动员号码 备注 

49    

48    

……    

4    

3    

2    

1    

到达终点名次   

裁判员_____________ 

 

 

 

 

 



表六：终点裁判员记录用表 

项目_______   组别_______    组次_______ 

 

剩余圈数 每圈到达终点名次排列 备注 

74   

73   

72   

71   

70   

……   

2   

1   

0   

 

 

 

 

 

 

 

 

 

 

 

裁判员____________ 

 

 

 

 

表七：犯规判罚表 

 

项目______组别______组次_____         犯规运动员号码________ 

犯规发生区域 犯规内容 判罚决定 

 

 

 

1  缩短距离 

2  推人 

3  横切 

4  降速 

5  碰撞 

6  接力犯规  

7 其它_____________ 

警告 

 

降低名次 

 

取消比赛资格 

裁判员：                            裁判长签字： 

终点 

 

 

 

 

 



表八：团体总分统计表 

 

男子甲组 …… 女子丙组 
单

位 300m ...... 
接

力 
…… 300m ......

接

力 

总

计 

名

次 

          

          

          

          

          

          

          

          

 

表九：各项前六名成绩汇总表 

 

组别 项目  
第一

名 

第二

名 

第三

名 

第四

名 

第五

名 

第六

名 

姓名       

单位       300m 

成绩       

…… ……       

单位       

男 

子 

甲 

组 
接力 

成绩       

…… …… ……       

姓名       

单位       300m 

成绩       

…… ……       

单位       

女 

子 

丙 

组 
接力 

成绩       

 

 

 

 

 



 

表十：奖牌统计表 

 

男子甲组 … 女子丙组 

300m … 接力 … 300m … 接力 
合计 单

位 
金 银 铜  金 银 铜  金 银 铜 金 银 铜 金 银 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