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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

世锦赛选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年5月4日至13日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宣传部文体局。

三、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四、参加办法

(一)年龄规定

1995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男运动员。

1997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女运动员。

参加女子团体比赛的队最多允许有2名1998年12月31日

前出生的运动员,只参加个人比赛的队不享受此规定。

(二)参加人数

凡有男、女团体的单位,可报男、女运动员各6名,教练员

共4人,领队、医生、舞蹈教师各1人;只有男子团体的单位,

可报运动员6名,教练员2名;只有女子团体的单位,可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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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6名,教练员2名,其中必须有1名女性教练,当只有1名教

练员时,教练性别不限。只参加男、女个人比赛的单位,除运动

员外可报男或女教练员1名,性别不限。允许各单位有6名运动

员参加资格赛团体比赛,赛前24小时确定团体队员名单及出场

顺序,但每个项目只能有5名运动员参加,计各单项前4名运动

员成绩为该单项团体分数 (6-5-4)。各单位必须在各项目比赛

的2分30秒准备活动之前确定各项目上场的5名运动员名单,

名单确定后不得更改。

(三)在国家体操集训队训练的运动员代表原单位参加比赛,

由原单位报名,占原单位名额。

(四)允许各单位超出上述名额的运动员报名参赛,计成绩

和名次,但所有费用自理。如全能、单项取得决赛资格,占本单

位名额。

(五)报到前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允许更换,报到

后一律不得更换。

(六)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医务部门的检查,身体健康。

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男女资格赛、男女全能决赛和男女单项决赛。

(二)资格赛

1.团体:以资格赛成绩决定名次。

2.全能:录取资格赛中男女全能前24名参加全能决赛,如

第24名成绩相同,则以资格赛中单项高分数量多者参加,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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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各单位最多可参加2名运动员。

3.单项:取资格赛各单项前8名参加单项决赛,如第八名

运动员成绩相等,则以E组裁判员扣分少者参加,以此类推;

如再相同,则同时进入决赛。单项决赛各单位最多可参加2名运

动员。

(三)全能决赛设4名候补运动员,单项决赛设3名候补运

动员。

(四)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赛前24小时以

书面形式报告大会总记录处,其后项目及获取资格也同时放弃。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六)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2009-2012年体操评分

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团体

以资格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

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二)全能

以全能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等,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三)单项

以各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等,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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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体、全能和单项均录取前8名予以奖励。

(五)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4月4日之前将报名单一式两份分别寄或传

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体操部 (010-67175307)

和江苏省昆山市体育局。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

邮箱:ticaobu@163.com。江苏省昆山市体育局邮箱:KSTYJ001

@163.com逾期报名,参加团体比赛的队扣团体0.8分,参加个

人全能比赛的扣个人全能0.3分,只参加单项比赛的扣资格赛中

所参加单项0.3分。7月日后将不再接受报名。

(二)裁判员于5月3日,运动队于5月4日到昆山市向大

会报到。裁判员必须是参加过2009年新规则学习班考试合格,

国家级以上 (包括国家级)的裁判。不符合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所有经费自理。

(三)裁判员必须携带有效裁判等级证书,向大会报到时交

到接待处,由高级裁判组负责审核。未携带有效裁判等级证书

者,将不能参加裁判工作。

(四)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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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选派,具体办法另行通知。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

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九、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

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一、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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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程 安 排

日 期 内  容

5.4
裁判员报到

15:30高级裁判组会议

5.5
运动队报到

09∶00全体裁判会议裁判员学习

5.6 09∶00组委会及裁判教练联席会
男子赛台训练裁判员学习、观摩训练

5.7
女子赛台训练裁判员学习、观摩训练
男子训练
女子裁判实践学习

5.8

男子资格赛:09∶00 (第一场)
13∶00 (第二场)
15∶30 (第三场)
19∶30 (第四场)
21∶35男子团体颁奖

5.9

女子资格赛:09∶00- (第一场)
13∶00 (第二场)
15∶00 (第三场)
19∶30 (第四场)
21∶05女子团体颁奖

5.10
09∶00-11∶30参加决赛运动员热身馆训练

15∶00-   男子全能决赛男子全能颁奖

19∶30-   女子全能决赛女子全能颁奖

5.11
19∶30单项决赛男:自        颁奖

男:鞍、女:跳    颁奖
男:吊、女:高    颁奖

5.12

18∶00单项决赛男:跳、女:平    
男:双、女:自    
男:单、       

20∶00颁奖晚会

5.13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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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体操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2010年×月×日至×日

地点:待定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宣传部文体局、武汉市

体育局及有关体育院校。

三、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四、参加办法

(一)年龄

1995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男运动员

1997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女运动员

(二)各单位可报男、女运动员最多各6人,领队、医生、

舞蹈教师各1人,教练员共4人。男、女运动员各报3名或少于

3名运动员的单位,允许报教练员1人。

(三)在国家体操集训队训练的运动员代表原单位参加比赛,

由原单位报名,占原单位名额。

(四)允许各单位超出上述名额的运动员报名参赛,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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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次,但所有费用自理。如全能、单项取得决赛资格,占本单

位名额。

(五)每个单位在报名表上必须明确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项目。

比赛中因伤病不能继续参赛,须以书面材料上报,经仲裁委员会

批准,其后项目及获取资格也同时放弃。

(六)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医务部门的检查,身体健康。

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资格赛和单项决赛。

资格赛录取各单项前8名参加单项决赛;如第八名成绩相

同,则以E组扣分少者参加,以此类推;如再相同,则同时进

入决赛。如承办单位无运动员进入某项目单项决赛,可派1人持

外卡参加该单项的决赛,但必须是参加资格赛该项目比赛并进入

前15名的运动员,该项目将有9名参加决赛,运动员决赛成绩、

名次同样有效。

(二)各单项设3名候补运动员。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四)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2009-2012年体操评分

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全能

以资格赛全能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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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二)单项

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等,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三)全能及各单项均录取前8名予以奖励。

(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月×日前将报名单及运动员参赛项目一式两

份分别寄或电传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010-67175307)

和云南省体操协会。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箱:

ticaobu@163.com。逾期报名,扣所参加资格赛单项0.3分。×月

×日后将不再接受报名。

(二)运动队和裁判员于×月×日到向大会报到。裁判员必

须是参加过2009年新规则学习班考试合格,一级以上 (包括一

级)的裁判。不符合要求和不按时报到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

作,所有经费自理。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发送至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四)裁判员必须携带有效裁判等级证书,向大会报到时交

到接待处,由高级裁判组负责审核。未携带有效裁判等级证书

者,将不能参加裁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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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九、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

例》执行。

十、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

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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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李宁杯” 全国少年体操

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年8月21日至27日在广东省珠海市李宁体操学校举行。

二、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三、参加单位和人员

(一)第一、第二赛区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团体前

3名的单位。

(二)第一、第二赛区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团体四、

五、六名的单位,如无人进入全能及单项决赛,可各派1名运动

员参加个人比赛。

(三)第一、第二赛区男女甲、乙组各年龄段个人全能前3名、

单项前3名的运动员,均可以参加个人比赛。

(四)凡取得参加总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因伤病或其它原因

不能参赛,须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批准,如未报经

批准擅自不参加总决赛,将影响下一年度的参赛权。

(五)承办单位李宁体操学校可派出男子甲、乙组,女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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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各4名运动员参加总决赛。

四、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

男子:

甲组:1999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乙组:2001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女子:

甲组: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乙组: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二)参加人数

1.团体赛:凡取得参加各组别团体赛资格的单位可分别报

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各4名运动员参赛。男子甲、乙组

各报1名教练员,女子甲、乙组各报1名教练员。有2个女子团

体的单位可报1名舞蹈教练;有2个以上 (含2个)团体的单位

可以报领队1名、医生1名。

2.只参加男、女各组别个人比赛的单位,除运动员外,可

报各参赛组别教练各1名。

五、竞赛办法

(一)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院校为录取名次的单

位,各单位只能录取各组别一个团体;个人全能和各单项以甲、

乙组的各年龄段录取名次,各单位在一个年龄段只能录取2个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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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参赛队,

最多可以录取各组别2个团体名次;各年龄段的个人全能和各单

项,最多可以录取3个名次,但每个参赛队伍仍不能超过2人录

取名次。

(三)资格赛

1.男子甲、乙组各进行6个项目的比赛;女子甲、乙组各

进行4项的比赛。

2.参加团体赛单位可报4名运动员参加资格赛各组别的比

赛,以每个项目前3名队员的得分计算团体成绩 (4-4-3)。

3.分别以男子甲组 (11-12岁)、乙组 (9-10岁),女子

甲组 (10-11岁)、乙组 (8-9岁)各年龄段 (共8个年龄段)

的成绩,分别计算个人全能名次。

4.录取各单项前6名参加各单项决赛。如果各单项第六名

的成绩相同,则以资格赛全能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果仍相等,

则以资格赛各单项中的高分多者名次列前。

(四)凡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必须参加资格赛男子6项、

女子4项的全能比赛,否则不能获得参加单项决赛资格。

(五)各单项设3名候补运动员。

(六)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七)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布的 “全国少

年体操比赛规定动作 (2011年版)”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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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以资格赛的团体成绩分别录取男子甲、乙组,

女子甲、乙组团体名次,各团体均录取前6名。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二)个人全能:以资格赛个人全能成绩录取各年龄段前6名,

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三)单项: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各年龄段前6名,成绩优

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如该项

参赛人数不足6人,则按资格赛单项名次录取。

(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参加第一、第二赛区的各单位在比赛结束后一周内,

将报名单 (注明分区赛的成绩和名次)一式两份分别传真到国家

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67175307)和李宁体操学校

(0757-83333698),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箱:

ticaobu@163.com;超过8月10日将不再接受报名。

(二)运动员报名时必须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提交注册证明、本人户口本原件扫描件、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扫描

件,以E-mail方式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箱:ticaobu@163.com,

否则将不能参加比赛。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发送至国家体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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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四)运动员和裁判员均于8月21日到广东省珠海市李宁体

操学校报到。

八、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九、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规定执行。

十、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

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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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李宁杯” 全国少年体操比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赛区:2011年7月12日至18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

第二赛区:2011年7月26日至8月1日在山西省太原市

举行。

二、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蹦床。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蹦床。

三、参加单位

(一)第一赛区: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八一、武汉市

(二)第二赛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温州市

四、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

男子:

甲组:1999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乙组:2001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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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

甲组: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乙组: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二)参加人数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凡参加团体比赛的单位可分别报:

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各4名运动员参赛 (共4个团体)。

男子甲、乙组各报1名教练员,女子甲、乙组各报1名教练员。

有2个女子团体的单位可报1名舞蹈教练;有2个以上 (含2个)

团体的单位可报领队1名、医生1名。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只参加男、女各组别个人比赛的

单位,除运动员外,可报各参赛组别教练各1名。

3.允许超出上述名额的运动员报名参加个人比赛 (必须符

合参赛年龄),计成绩和名次,所有超编人员费用全部自理。

4.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下属单位参加比赛,在报

名的一个月前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

经批准后方可参加比赛。

五、竞赛办法

(一)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院校为录取名次的单

位,各单位只能录取各组别一个团体;个人全能和各单项以甲、

乙组的各年龄段录取名次,各单位在一个年龄段最多只能录取2个

名次。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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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录取各组别2个团体名次;各年龄段的个人全能和各单

项,最多可以录取3个名次,但每个参赛队伍仍不能超过2人录

取名次。

(三)资格赛:比赛以小循环方式男、女队同场进行。

1.男子甲、乙组各进行7个项目的比赛;女子甲、乙组各

进行5项的比赛。

2.一个单位可由4名运动员参加各组别的比赛,以每个项

目前3名队员的得分计算团体成绩 (4-4-3)。

3.分别以男子甲组 (11-12岁)、乙组 (9-10岁),女子

甲组 (10-11岁)、乙组 (8-9岁)各年龄段 (共8个年龄段)

的成绩,计算个人全能名次。

4.录取各单项前6名参加各单项决赛 (蹦床除外),如果资

格赛各单项第6名的成绩相同,则以资格赛全能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如果仍相等,则以资格赛各单项中的高分多者名次列前。

(四)凡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必须参加资格赛男子7项

(含蹦床)全能比赛,女子资格赛5项 (含蹦床)全能比赛,且

每项目得分不低于8分,否则不能获得参加单项决赛资格。

(五)各单项设3名候补运动员。

(六)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七)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布的 “全国少

年体操比赛规定动作 (2011年版)”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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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

以资格赛的团体成绩分别决定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

团体名次,各团体均录取前6名。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二)个人全能

以资格赛个人全能成绩 (男子7项、女子5项)录取各年龄

段前6名。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

名次空出。

(三)单项

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各年龄段前6名,成绩优者名次列前,

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如参赛人数少于6人,

则按资格赛单项名次录取。

(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第一赛区各参赛单位于6月12日之前将报名表一式两

份分别传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67175307)

和云南省昆明市,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箱:

ticaobu@163.com。超过6月17日将不再接受报名。

第二赛区各参赛单位于6月26日之前将报名单一式两份分别传

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67175307)和山西省

太原市,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箱:ticao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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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com。超过7月3日将不再接受报名。

各单位逾期报名,将扣团体0.5分。无团体则扣个人全能

0.3分。

(二)运动员报名时必须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提交

注册证明、本人户口本原件扫描件、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扫描件,

以E-mail方式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箱:ticaobu@163.com,否

则将不能参加比赛。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发送到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四)报到:第一赛赛区裁判员、运动队于7月12日到报

到;第二赛区裁判员、运动队于7月26日到报到。

八、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九、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规定执行。

十、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

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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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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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蹦床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年6月 日至 日在上海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人、男子

单跳个人、女子单跳个人、男子双人同步、女子双人同步。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文体局、各计划单列市

体育局、各行业体协、各体育院校。

四、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参赛年龄:1996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者。

(二)每个参赛单位最多可报男、女运动员各8名 (3-4名

网上运动员、1-2名单跳运动员、双人同步各2对运动员,其

中1对同步运动员必须是参加网上团体赛的运动员)。

(三)凡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队教练各2名。不

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教练各1名。单跳教练1-2名。

(四)凡参加男、女团体比赛的队,可报领队和医生各1名。

(五)报到后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须凭医生证明在

赛前24小时办理更换手续。参加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和双人同

步决赛的运动员不得更换。因故弃权,由随后名次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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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资格赛和决赛。

(二)团体资格赛每队由3-4名网上运动员和1-2名单跳

运动员组成。由网上第一套和第二套每套得分较高的3名运动员

成绩与单跳每套得分较高的1名运动员成绩相加评定团体名次。

如并列,则依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三)团体资格赛同时也是网上个人和单跳个人的资格赛。

双人同步要单独进行资格赛,每个单位最多可报男、女各2对参

赛,其中1对必须是参加网上团体赛的运动员。

(四)资格赛网上个人和双人同步运动员要完成符合要求的

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动作,单跳运动员要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

选动作。

(五)获资格赛男、女前8名的队进行团体决赛。团体决赛

由3名网上运动员和1名单跳运动员组成。网上运动员完成一套

自选动作,单跳运动员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分从零

开始。以3名网上运动员得分之和与1名单跳运动员两套动作得

分的平均分相加评定团体名次。如并列,依据2011-2012年版

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六)获资格赛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和双人同步前8名的运

动员将进行决赛。决赛网上运动员完成一套自选动作,单跳运动

员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如并列,则依

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七)每个单位最多男、女各2名网上个人运动员、1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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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运动员和1对同步运动员参加决赛。

(八)竞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

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和2011年版国内比赛特定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团体、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双人同步以决赛

成绩评定名次,录取前8名,予以奖励。

(二)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赛前30天将报名单加盖公章,分别传

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87182230)和承办

单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 (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各运动队、裁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裁

判员报到应随身携带裁判等级证书,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

到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三)各单位在报到当天向大会竞赛组递交蹦床运动员自选

动作比赛卡,否则扣团体0.3分。无团体扣个人0.3分。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由

承办单位选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九、其它

(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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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蹦床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年9月 日至 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网上团体、女子网上团体、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

人、男子单跳团体、女子单跳团体、男子单跳个人、女子单跳个

人、男子双人同步、女子双人同步。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文体局,各计划单列市

体育局、各行业体协、各体育院校。

四、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参赛年龄:1996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者。

(二)每个参赛单位最多可报男、女运动员各9名 (男、女

网上各4名运动员、单跳各3名运动员、双人同步各2对运动

员,其中1对同步运动员必须是参加网上团体赛的运动员)。

(三)凡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队教练各2名。不

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教练各1名。单跳教练1-2名。

(四)凡参加4项以上的单位 (含4项),可报领队和医生各

1名。

(五)报到后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须凭医生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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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24小时办理更换手续。参加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和双人同

步决赛的运动员不得更换,因故弃权,由随后名次递补。

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资格赛和决赛。

(二)网上团体资格赛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人完成

符合要求的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动作,计每套得分高的3名运动

员成绩。单跳团体资格赛每队由2-3名单跳运动员组成,每人

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每套得分高的2名运动员成

绩。双人同步资格赛,每对完成符合要求的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

动作,计两套得分相加。

(三)团体资格赛也分别是网上个人和单跳个人的资格赛。

(四)获团体资格赛男、女前8名的队进行决赛。网上团体

决赛由3名运动员组成,单跳团体决赛由2名运动员组成。运动

员分别完成一套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得分相加评定团体名

次,如并列,则依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五)获资格赛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和双人同步前8名的运

动员将进行决赛。决赛网上运动员完成一套自选动作,单跳运动

员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如并列,则依

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六)每个单位最多男、女各2名网上个人运动员、1名单

跳运动员和1对双人同步运动员参加决赛。

(七)竞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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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和2011年版国内比赛特定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单项团体和单项个人以决赛成绩评定名次,录取前

8名,予以奖励。

(二)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赛前30天将报名单加盖公章,分别传

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87182230)和承办

单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 (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各运动队、裁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裁

判员报到应随身携带裁判等级证书,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

到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三)各单位在报到当天向大会竞赛组递交蹦床运动员自选

动作比赛卡,否则扣团体0.3分。无团体扣个人0.3分。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由

承办单位选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九、其它

(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72—



2011年全国蹦床系列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站:2011年6月 日至 日在上海市举行。

第二站:2011年9月 日至 日在浙江省温州市举行。

第三站:2011年 月 日至 日在  省  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网上个人和女子网上个人。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文体局、各计划单列市

体育局,各体育院校。

四、参赛资格

(一)参赛年龄:1996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者。

(二)第一站:在2011年全国蹦床锦标赛预赛中获得男、女

网上个人前16名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系列赛第一站的比赛。

男、女第十七至二十名的参赛名额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

中心决定。如举办单位的运动员未进入前16名,则把第十七名

分配给举办单位的运动员。

(三)第二站:在2011年全国蹦床冠军赛预赛中获得男、女

网上个人前16名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系列赛第一站的比赛。

男、女第十七至二十名的参赛名额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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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决定。如举办单位的运动员未进入前16名,则把第十七名

分配给举办单位的运动员。

(四)在2011年全国蹦床锦标赛预赛或冠军赛预赛中获得

男、女网上个人前10名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系列赛第三站的

比赛。如果第三站参赛人数不足14人,则不足的参赛名额由国

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决定。如举办单位的运动员未获得

参赛资格,则把第十一名分配给举办单位的运动员。

(五)获系列赛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可报教练1名。领队、医

生经费自理。

五、竞赛办法

系列赛进行资格赛和单项决赛。资格赛按国际规则要求进行

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动作比赛。获资格赛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单

项决赛,决赛每名运动员完成一套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如

并列,则依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六、积分与奖励

运动员参加每站比赛所获得的名次,对照下表,进行积分。

对每站男、女各前8名的运动员进行奖励。同时,将总积分进行

排名,总积分相等,最后一站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奖励男、女各

前8名运动员。

名 次 1 2 3 4 5 6 7 8

积 分 10 8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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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名和报到

系列赛各站比赛进行资格确认报名,不确认者视为弃权。运

动队、裁判于赛前两天报到。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由

承办单位选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九、其它

(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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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青少年蹦床锦标赛暨

第七届城市运动会蹦床预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0年6月 日至 日在上海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人、男子

单跳个人和女子单跳个人。

三、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符合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

(二)运动员年龄: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出生。

四、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可报运动员男、女各6名 (3-4名网上运动

员、1-2名单跳运动员)。

(二)参加男、女团体比赛的单位,可报男、女教练员各2名、

单跳教练员1名;参加网上男、女个人比赛的单位可报男、女教

练员各1名。

(三)参加男、女团体比赛的单位,可增报领队、医生各

1名。

(四)报到后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须凭医生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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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24小时办理更换手续。参加网上个人决赛的运动员不得更

换。因故弃权,由随后名次递补。

(五)凡参加过成年比赛的运动员不能参加青少年比赛。

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男、女团体和网上个人、单跳个人比赛。

(二)团体预赛每队由3-4名网上运动员和1-2名单跳运

动员组成。由网上第一套和第二套每套得分较高的3名运动员成

绩与单跳每套得分较高的1名运动员成绩相加评定团体名次。

(三)获预赛男、女前8名的队和网上个人前8名、单跳个

人前8名的运动员将进行团体和个人决赛。团体决赛由3名网上

运动员和1名单跳运动员组成,以3名网上运动员得分之和与

1名单跳运动员两套动作得分的平均分相加评定团体名次。如并

列,执行2011-2012年版蹦床国际规则关于并列的说明。如网

上个人并列,执行2011-2012年版蹦床国际规则关于并列的

说明。

(四)预赛网上运动员完成符合要求的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

动作,单跳运动员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决赛网上运动

员完成一套自选动作,单跳运动员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

作。计分从零开始。

(五)网上预赛第二套动作和决赛套难度值,男子最高只计

13.0分,女子最高只计12.0分。单跳每套动作难度值,男子最

高只计6.0分,女子最高只计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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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个单位最多男、女各2名网上个人和各1名单跳运

动员参加决赛。

(七)比赛采用2011-2012年版蹦床国际评分规则和2011年版

国内比赛特定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团体、网上个人、单跳分别录取前8名予以

奖励。

(二)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获2011年全国青少年蹦床锦标赛预赛男、女团体前

12名的队和男、女网上个人前18名的运动员 (18名中,每队只

计算2人)有资格参加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决赛。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30天将报名单加盖公章,分别传真到国家体

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87182230)和承办单位体育局

竞赛管理中心 (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

各运动队、裁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裁判员报到应随

身携带裁判等级证书,不按时报到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经

费自理。

(三)各单位在报到当天向大会竞赛组递交运动员自选动作

比赛卡,否则扣团体0.3分。无团体扣个人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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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辅助裁判由承办单位选派。仲

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九、其它

(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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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1年10月11日至17日

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二、竞赛项目

成年个人项目:圈、球、棒、带

少年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成年集体项目:5球、3带2圈

少年集体项目:5绳、5球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以

及北京体育大学。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

成年:1995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少年: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备注:1996年1月1日-12月31日出生者,可自行选择参

加成年或少年中一个组别的比赛。

(二)参加人数

每单位各项可报1个队,个人项目成年和少年运动员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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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集体项目成年和少年运动员各5-6人。凡参加全部项目

的单位,可报教练员4人,其他根据报项数量,每项可报教练员

1人。每单位可报领队、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三)报名表提交以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一)个人项目: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

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第二

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1.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成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4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2套动作。

少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5套动作。

2.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进行4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3-4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3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八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少年: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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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八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十九、二十名为替补运动员,替

补运动员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3.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该项

决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运

动员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4.个人项目团体总分

每队由成年个人2人和少年个人2人参赛,每人1项。成年

项目为棒、带,少年个人项目为圈、球,共计4套动作。

(二)集体项目: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

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第二

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1.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参加比赛的成年和少年每队完成2套不同的动作。

2.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前8名的

队参加全能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决赛。参加

全能赛的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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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3.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队参加该项决

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4.集体项目团体总分赛

每队由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项目各一套,成年为3带2圈,

少年为5球,共计2套不同的动作。

(三)比赛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 《2009-2012年国际

艺术体操评分规则 (终审版)》。

(四)比赛设表演项目,每队准备一个艺术性强、形式新颖

的节目 (人数不少于5人)。凡无表演节目的单位将从团体总分

或个人团体或集体全能扣除0.50分。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第一种比赛中成年和少年个人团体名次分与集体项目成年

和少年名次分相加计算成绩。名次分按照第一名15分;第二名

14分;第三名13分;第四名12分;第五名11分;第六名

10分;第七名9分;第八名8分,第九名以后依次类推计算。成

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二)个人项目团体总分

以成年和少年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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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入取前8名。

(三)个人团体

成年:以第一种比赛成年个人运动员12套动作 (每项3套)

中的10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少年:以第一种比赛少年个人运动员15套动作 (每项3套)

中的12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四)个人全能

成年:以全能赛中个人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少年: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五)个人单项

成年个人和少年个人运动员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

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六)集体项目团体总分

以成年和少年2套不同的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七)集体全能

分别将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全能赛2项得分相加计算全能成

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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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集体单项

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8名。

(九)对于本次比赛中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参赛者,可申

请授予相应的运动员等级称号,等级标准参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2010)18号〕执行。

(十)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十一)设 “成套动作编排奖”、“难度创新奖”、“艺术表现

奖”和 “表演节目优胜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的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报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三)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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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四)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难度表和成套动作音

乐CD盘交大会,逾期未交者将按规则要求执行,取消比赛资

格,费用自理。

(五)表演节目必须在报名表中注明:节目名称、内容、人

数、时间,并在报到时上交表演节目的CD盘。

九、其它

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中国

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

有关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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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艺术体操集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1年4月9日至13日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二、竞赛项目

成年集体项目:5球、3带2圈

少年集体项目:5绳、5球

少年集体个人项目:圈、棒 (二级规定)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以

及北京体育大学。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

成年:1995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少年: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备注:19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可自行选择参

加成年或少年中一个组别的比赛。

(二)参加人数

每单位各项可报1个队,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运动员各5-

6人。凡参加成年和少年项目的单位,可报教练员2人,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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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只参加成年或少年项目的单位,

可报领队、教练员、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三)报名表提交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成年和少年均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团体

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第二种比

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一)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成年:每队完成两套不同动作。

少年:每队完成2套不同动作和2项个人项目10套动作。

(二)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取第一种比赛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前8名的队参加

全能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进入全能赛。参加全能赛的

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少年:取第一种比赛2套不同动作和2项个人项目10套动

作得分相加前八名的队参加全能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

进入全能赛。参加全能赛的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三)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中各单项前8名的队参加该项决

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进入决赛。

(四)比赛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 《2009-2012年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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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操评分规则 (终审版)》。

(五)比赛设表演项目,每队准备一个艺术性强、形式新颖

的节目 (人数不少于5人)。凡无表演节目的单位将从团体总分

或全能中扣除0.50分。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第一种比赛中成年和少年4套集体动作以及少年2项个人

项目10套动作的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二)全能

成年和少年均以全能赛中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

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8名。

(三)单项

成年和少年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8名。

(四)对于本次比赛中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参赛者,可申

请授予相应的运动员等级称号,等级标准参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2010)18号〕执行。

(五)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六)设 “成套动作编排奖”、“难度创新奖”、“艺术表现奖”

和 “表演节目优胜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的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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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报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三)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四)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难度表和成套动作音

乐CD盘交大会,逾期未交者将按规则要求执行,取消比赛资

格,费用自理。

(五)表演节目必须在报名表中注明:节目名称、内容、人

数、时间,并在报到时上交表演节目的CD盘。

九、其它

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中国

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

有关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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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艺术体操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1年7月2日至8日

地点:江苏省常熟市

二、竞赛项目

成年个人项目:圈、球、棒、带

少年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成年集体项目:5球、3带2圈

少年集体项目:5绳、5球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以

及北京体育大学。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

成年:1995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少年: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备注:19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可自行选择参

加成年或少年中一个组别的比赛。

(二)参加人数

每单位各项可报1个队,个人项目成年和少年运动员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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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集体项目成年和少年运动员各5-6人。凡参加全部项目

的单位,可报教练员4人,其他根据报项数量,每项可报教练员

1人,每单位可报领队、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三)报名表提交以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一)个人项目: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

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比赛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

第二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1.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成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4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2套动作。

少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5套动作。

2.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进行4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3-4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3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八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少年: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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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八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十九、二十名为替补运动员,替

补运动员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3.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该项

决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运

动员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4.个人项目团体总分

每队由成年个人2人和少年个人2人参赛,每人1项。成年

项目为棒、带,少年个人项目圈、球,共计4套动作。

(二)集体项目: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

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比赛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

第二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1.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参加比赛的成年和少年每队完成2套不同的动作。

2.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前8名的

队参加全能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决赛。参加

全能赛的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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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3.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队参加该项决

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4.集体项目团体总分

每队由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项目各一套。成年为3带2圈,

少年为5球,共计2套不同的动作。

(三)比赛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 《2009-2012年国际

艺术体操评分规则 (终审版)》。

(四)比赛设表演项目,每队准备一个艺术性强、形式新颖

的节目 (人数不少于5人)。凡无表演节目的单位将从团体总分

或个人团体或集体全能扣除0.50分。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第一种比赛中成年和少年个人团体名次分与集体项目成年

和少年名次分相加计算成绩。名次分按照第一名15分;第二名

14分;第三名13分;第四名12分;第五名11分;第六名10

分;第七名9分;第八名8分,第九名以后依次类推计算。成绩

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二)个人项目团体总分

以成年和少年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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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三)个人团体

成年:以第一种比赛成年个人运动员12套动作 (每项3套)

中的10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少年:以第一种比赛少年个人运动员15套动作 (每项3套)

中的12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四)个人全能

成年:以全能赛中个人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少年: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五)个人单项

成年个人和少年个人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8名。

(六)集体项目团体总分

以成年和少年2套不同的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七)集体全能

分别将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全能赛中2项得分相加计算成

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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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集体单项

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8名。

(九)对于本次比赛中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参赛者,可申

请授予相应的运动员等级称号,等级标准参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2010)18号〕执行。

(十)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十一)设 “成套动作编排奖”、“难度创新奖”、“艺术表现

奖”和 “表演节目优胜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的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报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三)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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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四)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难度表和成套动作音

乐CD盘交大会,逾期未交者将按规则要求执行,取消比赛资

格,费用自理。

(五)表演节目必须在报名表中注明:节目名称、内容、人

数、时间,并在报到时上交表演节目的CD盘。

九、其它

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中国

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

有关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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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艺术体操个人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1年4月13日至18日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二、竞赛项目

成年个人项目:圈、球、棒、带

少年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以

及北京体育大学。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

成年:1995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少年: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备注:1996年1月1日-12月31日出生者,可自行选择参

加成年或少年中一个组别的比赛。

(二)参加人数

每单位各项可报1个队,成年运动员3-4人,少年运动员

3-4人。凡参加成年和少年项目的单位,可报教练员2人,领

队、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只参加成年或少年项目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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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报领队、教练员、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三)报名表提交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成年和少年均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团体

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第二种比

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一)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成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4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2套动作。

少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5套动作。

(二)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进行4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3-4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3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八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少年: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八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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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十九、二十名为替补运动员,替

补运动员可按照被代替的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三)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该项

决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运

动员可按照被代替的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四)比赛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 《2009-2012年艺术

体操评分规则 (终审版)》。

(五)比赛设表演项目,每队准备一个艺术性强、形式新颖

的节目,凡无表演节目的单位将从个人团体或个人全能成绩中扣

除0.50分。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第一种比赛中成年个人团体总分和少年个人团体总分相加

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

8名。

(二)个人团体

成年:以第一种比赛运动员12套动作 (每项3套)中的10个

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

列,录取前8名。

少年:以第一种比赛运动员15套动作 (每项3套)中的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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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

列,录取前8名。

(三)个人全能

成年:以全能赛中个人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少年: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四)个人单项

成年和少年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8名。

(五)对于本次比赛中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参赛者,可申

请授予相应的运动员等级称号,等级标准遵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2010)18号〕执行。

(六)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设 “成套动作编排奖”、“难度创新奖”、“艺术表现奖”

和 “表演节目优胜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的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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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报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三)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四)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难度表和成套动作音

乐CD盘交大会,逾期未交者将按规则要求执行,取消比赛资

格,费用自理。

(五)表演节目必须在报名表中注明:节目名称、内容、人

数、时间,并在报到时上交表演节目的CD盘。

九、其它

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中国

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

有关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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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2011年10月18日至25日

地点:江苏省江阴市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大专院校、

中小学、行业协会及有关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少年组:

A组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自选)

B组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一级规定)

C组个人项目:绳、球、带 (二级规定)

集体项目:5绳、5球 (自选)

集体个人项目:圈、棒 (二级规定)

(二)青年组:

A组个人项目:球、带、纱巾 (一级规定)

B组个人项目:球、带、纱巾 (一级规定)

集体项目:5圈 (一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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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少年组: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注册的运

动员。

2.青年组:持有普通大专院校、中小学学生证或相关学籍

证明的学生。

(二)参赛年龄

1.少年组:

A组:1996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出生者

B组:1998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出生者

C组:2000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集体: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2.青年组:

A组:1995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B组:1996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出生者

集体:199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三)参加人数

少年组:每单位各项可报2个队。每队可报A组运动员3-

4名,B组运动员3-4名,C组运动员3-4名,集体运动员5

-6名。每项限报教练员1人,每单位限报领队、舞蹈教练、乐

师和医生各1人。

青年组:报名人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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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表提交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少年组: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均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

第一种比赛为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

资格赛,第二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青年组: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只进行全能赛。

(一)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A组: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每项完成3套动作,总计15套动作。

B组: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每项完成3套动作,总计15套动作。

C组: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3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每项完成3套动作,总计9套动作。

集体:每队完成2套不同动作和2项个人项目10套动作。

(二)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1.少年组:

A组: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6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六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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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6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六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C组:进行3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2-3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2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6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十六名成绩

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A、B、C组第十七、十八名为替

补运动员。替补运动员可按照被代替的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集体:取团体总分赛中2套不同动作和2项个人项目10套

动作得分相加前8名的队参加全能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

部参加全能赛。参加全能赛的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2.青年组:

A组:进行3个项目的比赛。

B组:进行3个项目的比赛。

集体:进行1套动作的比赛。

(三)单项决赛:(第三种比赛)

在第一种比赛中获得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各单项前8名的运

动员和集体队参加该项决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

项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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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九、十名为替补运动员和集体

队,替补运动员和集体队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和集体队的顺序进

行比赛。

(四)采用国际体联颁发的 《2009-2012年艺术体操评分规

则》和中国体操协会颁发的 《2011年艺术体操运动员技术等级

规定动作》。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少年A、B、C组个人团体、集体2套不同动作和2项个

人项目10套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二)个人团体

A组:以第一种比赛5项15套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

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B组:以第一种比赛5项15套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

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C组:以第一种比赛3项9套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三)全能

少年组:

A组: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B组: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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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C组:以全能赛中个人3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集体:以全能赛中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

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青年组:

A组:以3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B组:以3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集体:以1套动作得分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四)单项

少年A、B、C组个人和集体分别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

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8名。

(五)少年组设 “最佳形态奖”和 “优秀表演奖”,A、B、

C组各评选1名运动员和1支集体队伍。

(六)青年组设 “艺体之星人气奖”和 “艺术表现奖”,A、

B组各评选1名运动员和1支集体队伍。

(七)设教练员 “成套动作编排奖”,评选办法另定。

(八)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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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认真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和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三)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报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四)报到时将自选动作的难度表和音乐交大会,逾期未交

将按照规则执行,取消比赛资格。

九、其他

(一)青年组食宿、差旅、交通等费用自理,另收取报名费

每人500元。

(二)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

于中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

告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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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技巧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2011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地

市级体育局、各业余体校,各大专院校。

三、竞赛项目

组别 年龄 比赛项目 难度等级 集体技巧

自
由
组

年
龄
不
限

集体技巧 0、1、2、3、4、5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5

人数:

8-24

竞
技
组

年
龄
不
限

团体、集体技巧 6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6

人数:

8-24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一)运动员不得跨组、跨级别报名参赛;各单位除教练员

外,可报领队、舞蹈教练、医生各1名。

(二)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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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并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

五、竞赛办法

(一)自由组1、2、3级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预赛各项目完成一套成套动作,得分前12名者获得决赛

资格,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2.决赛根据预赛名次倒序出场,完成一套成套动作,根据

得分高低录取名次。

(二)自由组4、5级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女

子三人、男子四人):

1.单项比赛:各比一套静力性和一套动力性动作,根据得

分高低分别录取单项名次。

2.全能比赛:任选一套动力性或静力性动作参加比赛并与

单项比赛成绩相加,总分高者名次列前,根据单项比赛名次倒序

出场。

(三)自由组0、1、2、3、4、5、6级集体项目:

1.预赛各项目完成一套成套动作,得分前12名者获得决赛

资格,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2.决赛根据预赛名次倒序出场,完成一套成套动作,根据

得分高低录取名次。

(四)竞技组6级:

1.单项比赛:必须参加一套平衡性动作、一套动力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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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赛,根据得分高低分别决定名次。

2.团体比赛、全能预赛:必须参加一套联合套路的比赛并

与单项比赛成绩相加,决定团体名次和全能预赛名次。

3.全能决赛:全能预赛前8名的队伍倒序出场,完成一套

联合套路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根据得分高低决定名次。

(五)团体比赛:各队可申报2-3项 (每项一组)参加团体

比赛。

六、评分规则、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评分规则

1.自由组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编撰的

《2011-2012年全国技巧比赛规则》。

2.竞技组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 《2009-2012年技巧技术

规程》。

3.大集体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编撰的 《技

巧集体评分规则》。

(二)录取名次与奖励

1.自由组 (1、2、3级):根据决赛成绩录取前8名。

2.自由组 (4、5级)、竞技组:根据单项比赛、全能决赛

成绩分别录取静力性套路、动力性套路、全能前8名,第一名至

第八名各录取1队。如果名次并列,按以下规定处理:

(1)完成分和艺术分的总和

(2)成套动作的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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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套动作艺术分

(4)成套实际完成的难度起评价值分

(5)成套实际完成的难度分

(6)如果还是并列,则名次相同

3.团体成绩:依据所申报的项目最好成绩换算分值之和录

取前6名,颁发奖杯。

名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分 值 13 11 10 9 8 7

  如果名次并列,按以下规定处理:

(1)15个单项加大集体的总分最高者。

(2)金牌数量最多者。

(3)银牌数量最多者。

(4)铜牌数量最多者。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定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四)特别奖:

项 目 评选条件 评 选 人

最佳团队奖 团结协作,配合默契 专家组评选

最佳完成奖 动作整齐,发挥完美,
获最高完成分

裁判组技术分
最高者

最佳编排奖 编排新颖独特,
动作设计巧妙

裁判组艺术分
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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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专家组评选将由仲裁委员会 (3名)、总裁判长 (1名)、

单项裁判长 (2名)组成专家组进行评选,评选办法

另行通知。

2.裁判组评选依据单套录取名次的套路的裁判有效分之

和进行评选 (允许并列)。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2011年 月 日前将报名单分别电邮

至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体 操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E-mail:tjshan1975@

126.com)和承办单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 (      ),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各参赛队在报到当天须向大会竞赛处递交运动员各套

动作难度图解,否则从最后得分中扣0.3分。

(四)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辅助裁判由承办单位选派。仲

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的规定执行。

九、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在国家体育总局大型体育赛事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赛事活动组委会授权成立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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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工作现场指挥机构,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应

急处置工作。

(二)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承办单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四)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五)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经费

(一)各参赛队伍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选派总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会人员食宿、交通

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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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技巧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2011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      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地

市级体育局、各业余体校,各大专院校。

三、竞赛项目

组别 年龄 比赛项目 难度等级 集体技巧

自
由
组

年
龄
不
限

集体技巧 0、1、2、3、4、5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5

人数:

8-24

竞
技
组

年
龄
不
限

集体技巧 6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6

人数:

8-24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一)运动员不得跨组、跨级别报名参赛;各单位除教练员

外,可报领队、舞蹈教练、医生各1名。

(二)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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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并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

五、竞赛办法

(一)自由组1、2、3级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预赛各项目完成一套成套动作,得分前12名者获得决赛

资格,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2.决赛根据预赛名次倒序出场,完成一套成套动作,根据

得分高低录取名次。

(二)自由组4、5级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女

子三人、男子四人):

1.单项比赛:各比一套静力性和一套动力性动作,根据得

分高低分别录取单项名次。

2.全能比赛:任选一套动力性或静力性动作参加比赛并与

单项比赛成绩相加,总分高者名次列前,根据单项比赛名次倒序

出场。

(三)自由组0、1、2、3、4、5、6级集体项目:

1.预赛各项目完成一套成套动作,得分前12名者获得决赛

资格,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2.决赛根据预赛名次倒序出场,完成一套成套动作,根据

得分高低录取名次。

(四)竞技组 (6级):

1.单项比赛:必须参加一套平衡性动作、一套动力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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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赛,根据得分高低分别决定名次。

2.全能预赛:必须参加一套联合套路的比赛并与单项比赛

成绩相加,决定全能决赛资格及出场顺序。

3.全能决赛:全能预赛前8名按倒序出场参加决赛,完成

一套联合套路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根据得分高低决定名次。

六、评分规则、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评分规则

1.自由组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编撰的

《2011-2012年全国技巧比赛规则》。

2.竞技组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 《2009-2012年技巧技术

规程》。

3.大集体项目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编撰的

《技巧集体评分规则》。

(二)录取名次与奖励

1.自由组 (1、2、3级):根据决赛成绩录取前8名。

2.自由组 (4、5级)、竞技组:根据单项比赛、全能决赛

成绩分别录取静力性套路、动力性套路、全能前8名,第一名至

第八名各录取1队。如果名次并列,按以下规定处理:

(1)完成分和艺术分的总和

(2)成套动作的完成分

(3)成套动作艺术分

(4)成套实际完成的难度起评价值分

(5)成套实际完成的难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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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还是并列,则名次相同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定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四)特别奖:

项 目 评选条件 评 选 人

最佳团队奖 团结协作,配合默契 专家组评选

最佳完成奖
动作整齐,发挥完美,

获最高完成分

裁判组技术分

最高者

最佳编排奖 编排新颖独特,动作设计巧妙
裁判组艺术分

最高者

最佳难度奖
成功完成难度动作,

获最高难度分

裁判组难度分

最高者

说明:1.专家组评选将由仲裁委员会 (3名)、总裁判长 (1名)、

副总裁判长 (2名)、单项裁判长 (1名)组成专家组

进行评选,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2.裁判组评选依据单套录取名次的套路的裁判有效分之

和进行评选 (允许并列)。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2011年 月 日前将报名单分别电邮

至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体 操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E-mail:tjshan1975@

126.com)和承办单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 (      ),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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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各参赛队在报到当天向大会竞赛处递交运动员各套动

作难度图解,否则从最后得分中扣0.3分。

(四)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辅助裁判由承办单位选派。仲

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的规定执行。

九、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在国家体育总局大型体育赛事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赛事活动组委会授权成立赛

区应急工作现场指挥机构,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应

急处置工作。

(二)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承办单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四)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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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经费

(一)各参赛队伍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选派总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会人员食宿、交通

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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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技巧系列赛暨

全国技巧青少年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2011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      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地

市级体育局、各业余体校,各大专院校。

三、竞赛项目

组别 年龄 比赛项目 难度等级 集体技巧

幼儿组 7岁以下
(含7岁) 集体技巧 0、1

人数:
12-24

儿童组 13岁以下
(含13岁)

集体技巧 0、1、2、3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

人数:
8-24

少年
乙组

16岁以下
(含16岁)

团体、集体技巧 0、1、2、3、4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

人数: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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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年龄 比赛项目 难度等级 集体技巧

少年
甲组

19岁以下
(含19岁)

团体、集体技巧 0、1、2、3、4、5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5

人数:
8-24

自由组 年龄不限

集体技巧 0、1、2、3、4、5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5

人数:
8-24

竞技组 不限年龄

集体技巧 6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6

人数:
8-24

  1.运动员不得跨单位、跨组、跨级别报名参赛。

2.各单位除教练员外,可报领队、舞蹈教练、医生各1名。

四、竞赛办法

(一)各组别1、2、3级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预赛各项目完成一套成套动作,得分前12名者获得决赛

资格,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2.决赛根据预赛名次倒序出场,完成一套成套动作,根据

得分高低录取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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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组别4、5级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女

子三人、男子四人):

1.单项比赛:各比一套静力性和一套动力性动作,根据得

分高低分别录取单项名次。

2.团体赛、全能比赛:任选一套动力性或静力性动作参加

比赛并与单项比赛成绩相加,评定团体和全能名次,总分高者名

次列前。根据单项比赛名次倒序出场。

3.团体:各队可申报2-3项 (每项一组)参加团体比赛。

(三)各组别0、1、2、3、4、5、6级集体项目:

1.预赛各项目完成一套成套动作,得分前12名者获得决赛

资格,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2.决赛根据预赛名次倒序出场,完成一套成套动作,根据

得分高低录取名次。

(四)竞技组6级:

1.单项比赛:必须参加一套平衡性动作、一套动力性动作

的比赛,根据得分高低分别决定名次。

2.全能预赛:必须参加一套联合套路的比赛并与单项比赛

成绩相加,决定全能预赛名次。

3.全能决赛:全能预赛前8名的队伍倒序出场,完成一套

联合套路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根据得分高低决定名次。

五、评分规则、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评分规则:

1.0、1、2、3、4、5级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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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编撰的 《2011-2012年全国技巧比赛规》。

2.6级:执行国际技巧 《2009-2012年技巧技术规程》。

3.大集体项目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编撰的

《技巧集体评分规则》。

(二)录取名次与奖励

1.自由组 (1、2、3级):根据决赛成绩录取前8名。

2.自由组 (4、5级)、竞技组:根据单项比赛、全能决赛

成绩分别录取静力性套路、动力性套路、全能前8名,第一名至

第八名各录取1队。如果名次并列,按以下规定处理:

(1)完成分和艺术分的总和

(2)成套动作的完成分

(3)成套动作艺术分

(4)成套实际完成的难度起评价值分

(5)成套实际完成的难度分

(6)如果还是并列,则名次相同

3.团体成绩:依据所申报的项目最好成绩换算分值之和录

取前6名,颁发奖杯。

名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分 值 13 11 10 9 8 7

  如果名次并列,按以下规定处理:

(1)15个单项加大集体的总分最高者。

—08—



(2)金牌数量最多者。

(3)银牌数量最多者。

(4)铜牌数量最多者。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定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四)特别奖:

项 目 评选条件 评 选 人

最佳团队奖 团结协作,配合默契 专家组评选

最佳完成奖
动作整齐,发挥完美,

获最高完成分

裁判组技术分

最高者

最佳编排奖 编排新颖独特,动作设计巧妙
裁判组艺术分

最高者

说明:1.专家组评选将由仲裁委员会 (3名)、总裁判长 (1名)、

单项裁判长 (2名)组成专家组进行评选,评选办法

另行通知。

2.裁判组评选依据单套录取名次的套路的裁判有效分之

和进行评选 (允许并列)。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2011年月日前将报名单分别电邮至国家

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mail:tjshan1975@126.com)

和承办单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 (      ),逾期报名,

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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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各参赛队在报到当天向大会竞赛处递交运动员各套动

作难度图解,否则从最后得分中扣0.3分。

(四)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总裁判长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辅助裁判由承办单位选派,

裁判员由各参赛单位自行推荐。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的规定执行。

九、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在国家体育总局大型体育赛事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赛事活动组委会授权成立赛

区应急工作现场指挥机构,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应

急处置工作。

(二)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承办单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四)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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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培训。

(五)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经费

(一)各参赛队伍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选派总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会人员食宿、交通

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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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暨

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健美操测试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定于6月11日至18日在深圳市

福田体育公园举行。

二、参赛单位

(一)竞技组须在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并具备锦标

赛参赛资格的运动队;

(二)普及组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和

行业体协提名、全国健美操普及系列活动推广赛中获得一、二等

奖的单位及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单位。

三、竞赛项目 (参见附录1)

(一)竞技组

1.成年组 (18—30岁)

(1)精英组:已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

则》创编自选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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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人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男子三人操、女子三人操、男子六人

操、女子六人操、混合六人操 (男女比例不限)的比赛;比赛按

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3)院校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在校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

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

-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成年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2.少年甲组 (15—17岁):

(1)预备健将组:已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

则》创编自选套路 (同健将组要求)。

(2)一级组:未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一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3.少年乙组 (12—14岁):

(1)预备一级组:已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

《竞技健美操国际青少年技术规程》创编自选套路 (同甲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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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组:未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二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4.少年丙组 (9—11岁):

(1)预备二级组:已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 《2009-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 《竞

技健美操国际青少年技术规程》创编自选套路 (同乙组要求)。

(2)三级组:未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2012年技

术等级规定动作 (三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二)普及组

小学组(6-11岁)、中学组(12-17岁)、大学组(18-35岁)、

社会青年组 (18-35岁)未参加竞技组的运动员参加的小集体

(5-10人)有氧舞蹈和有氧踏板健身操项目自选套路,比赛执

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0年-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美操

评分规则》。

四、参赛资格

(一)竞技组:

1.备案:参赛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需持有中国健美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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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11年度有效备案卡。

2.年龄分组:以运动员出生年 (身份证为准)确认运动员

参赛的年龄组别。

3.在联赛分站赛中获得单项参赛资格的运动队,各组别三

人操只允许更换一人,六人操最多允许更换两人。但所更换运动

员必须具备相同的参赛资格 (同组别、够积分)。

4.参加竞技自选套路比赛 (成年精英组、少年甲组预备健

将组、少年乙组预备一级组、少年丙组预备二级组)的运动员,

是指已经获得了该年龄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无须再

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

5.参加竞技规定套路比赛 (少年甲组一级组、少年乙组二

级组、少年丙组三级组)的运动员,是指本年度未获得了该年龄

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须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

6.按照 《2009-2012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

5分积分资格者。

7.高水平自选套路的运动员,若2010年度参加全国联赛获

得单项冠军、全国锦标赛获得单项前3名和参加世界锦标赛、世

界杯系列赛进入决赛的单项 (男单、女单、混双、三人的运动员

和六人操的运动队)。

(二)普及组:

1.年龄分组:以运动员身份证出生年为准确认运动员参赛

的年龄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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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全国联赛分区赛中获得一、二等奖的运动队。

3.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和行业体协直

接提名的单位。

(三)未按照竞赛规程参赛的运动员,一经发现取消比赛成绩。

五、竞赛办法

(一)总则:

1.每场决赛前都有8拍出场式,各队必须着队服、持队旗

(3号队旗)参加。

2.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最多两个单项的比赛。

3.竞技组同一参赛单位最多只允许两名或两组运动员参加

同一个组别的单项比赛。

4.预、决赛出场顺序赛前均由组委会抽签决定。

5.预、决赛中兼项运动员出现间隔不足5个成套,组委会

有权做出相应调整,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调整原则为不损害其

他队利益为准)。

6.竞技组比赛中接受难度分进行申诉,申诉必须在本套动

作的分数公布显示后5分钟内,按申诉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

员会提出。

(二)竞技自选动作组:

1.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

2.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和 “竞技健美操国际年龄组参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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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人操要求做相同的难度动作,否则难度裁判减0.5分。

4.比赛中,难度动作的面向必须利于裁判员的判定 (如无

支撑垂地劈腿面向侧面,文森俯卧撑面向侧面同时搭腿靠裁判一

侧);集体项目的难度动作不允许相互遮挡;否则裁判长减0.5分。

5.为体现健美操创新性项目特征,抄袭或未改变上年度及

以前的音乐裁判长减0.2分;抄袭或未改变上年度及以前的比赛

套路裁判长减0.5分。

(三)竞技规定动作组:

1.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

操技术等级规定动作评分办法》。

2.规定动作比赛中,除国际年龄组的规定难度外其他0.6及

0.6以上难度可降低难度或更改为0.4或0.4以下同组难度 (如

一级男单中的托马斯可更改为单腿全旋:成年组男单中的分腿水

平支撑可更改为水平肘撑);否则判更改难度,由难度裁判减

1.0分。

3.为体现健美操多样性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参赛运

动队服装不得相同,否则由裁判长对第二个出场的成套减0.5分。

(四)普及组

1.各组别小集体项目 (有氧舞蹈和有氧踏板健身操)自选

动作的比赛。

2.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

3.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 《2010-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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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操评分规则》。

六、竞赛日程

2011年全国锦标赛赛程采用国际二级赛事规定,安排如下:

日 期 活动内容

6月11日
技术会议
裁判员报到

6月12日
裁判员培训
运动队报到
运动队训练

6月13日
裁判员培训
赛台训练
技术方向会

6月14日 第一天预赛

6月15日 第二天预赛

6月16日
第三天预赛
团体颁奖

6月17日
第四天决赛
单项颁奖

6月18日
第五天决赛
单项颁奖

GALA表演及特别奖颁奖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参见附录2、附录3)

(一)各组别参加决赛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自选动作各单

项前3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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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比赛的各单项进行预、决赛,预赛参赛套路的数

量决定进入决赛成套数量,录取相应的名次,并按 《2009-2012年

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积分,预赛超过13套

以上的单项,决赛仅保留2个替补名额 (第九、十名),后面名

次不再替补。

预赛套路 13套以上 8-12套 4-7套 2-3套

进入决赛 8套 6套 3套 2套

 (三)参加规定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完成、最佳表现和

最有人气奖。

(四)参加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

最具魅力奖。

(五)本次比赛设成年组综合团体奖,前3名颁发奖杯;参

加评选的单位以竞技精英组或新人组5个单项 (报名时确认)和

普及大学组两个单项的预赛名次相加,得分低者名次优先,分数

并列以有氧踏板名次优先者胜出。

(六)获得单项冠军、各组别特别奖的 运 动 员,须 参 加

GALA表演,否则按罢奖处理。

八、裁判团 (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裁判员和辅助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由深圳第二十六届世界

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组委会执行局邀请,高级裁判组职责范围执行

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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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判员必须获得中国健美操协会颁发的 “2009-2012周

期”竞技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证书,并持有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度

有效备案卡,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

(三)辅助裁判由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组委会

执行局指定培训。

九、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

20天)完成报名,逾期将不予补报。

(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4人以下的队可报领队或教练1名;

7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10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1名、

教练2名。

(三)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名时,须提交参赛音乐 (注

明参赛单位、组别、项目、运动员姓名)。

十、报到

(一)运动员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裁判员报到时应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在规

定报到日下午6点前报到。

(三)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 (含赛事承办地参赛人员)。

(四)参赛队需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和离会。

(五)报到注意事项参见补充通知。

十一、经费

(一)各参赛队管理费、保险费、差旅费参赛食宿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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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运动员参赛管理费200元/人,报

名确认后不予退还。

(三)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成员和裁判员差旅费、食宿

费由大会负担。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三、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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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2011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各组别、

单项与参赛成套内容

竞技组组别/单项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六人 参赛内容

成
年
组

精英组 √ √ √ √ √

新人组 √ √ √ √ √

院校组 √ √ √ √ √

成年自选

成年规定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 √ √ √ √ 成年自选

一级组 √ √ √ √ √ 一级组规定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 √ √ √ √ 国际年龄2组自选

二级组 √ √ √ √ √ 二级组规定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 √ √ √ √ 国际年龄1组自选

三级组 √ √ √ √ √ 三级组规定

普及组组别/单项 有氧舞蹈自选 有氧踏板自选

社会青年组 √ √

大学组 √ √

中学组 √ √

小学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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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2011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
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竞技组组别 奖项设置 普及组组别 奖项设置

成
年
组

少
年
甲
组

少
年
乙
组

少
年
丙
组

精英组

新人组

院校组

预备健将组

一级组

预备一级组

二级组

预备二级组

三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
和最有人气奖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
和最有人气奖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
和最有人气奖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
和最有人气奖

有

氧

舞

蹈

自

选

有

氧

踏

板

自

选

社会青年组

大学组

中学组

小学组

社会青年组

大学组

中学组

小学组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最佳音乐奖和
最佳器械使用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最佳音乐奖和
最佳器械使用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最佳音乐奖和
最佳器械使用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最佳音乐奖和
最佳器械使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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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暨

全国健美操联赛总决赛竞赛规程

第一部分: 竞技组

一、时间和地点

时间:11月18日至24日

地点:待定

二、参赛单位

须在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2011年常规备案并具备锦标赛参

赛资格的运动队。

三、竞赛项目 (参见附录1)

(一)成年组 (18-30岁)

1.精英组:已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

则》创编自选套路。

2.新人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男子三人操、女子三人操、男子六人

操、女子六人操、混合六人操 (男女比例不限)的比赛;比赛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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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3.院校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在校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成年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二)少年甲组 (15-17岁):

1.预备健将组:已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

则》创编自选套路 (同健将组要求)。

2.一级组:未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一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三)少年乙组 (12-14岁):

1.预备一级组:已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

《竞技健美操国际青少年技术规程》创编自选套路 (同甲组要求)。

2.二级组:未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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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二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四)少年丙组 (9-11岁):

1.预备二级组:已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 《2009-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 《竞

技健美操国际青少年技术规程》创编自选套路 (同乙组要求)。

2.三级组:未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2012年技

术等级规定动作 (三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四、参赛资格

(一)备案:参赛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需持有中国健美操

协会2011年度有效备案卡。

(二)年龄分组:以运动员出生年 (身份证为准)确认运动

员参赛的年龄组别。

(三)在联赛分站赛中获得各单项参赛资格的运动队,各组

别三人操只允许更换一人,六人操最多允许更换两人。但所更换

运动员必须具备相同的参赛资格 (同组别、够积分)。

(四)参加竞技自选套路比赛 (成年精英组、少年甲组预备

健将组、少年乙组预备一级组、少年丙组预备二级组)的运动

员,是指已经获得了该年龄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无

须再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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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竞技规定套路比赛 (少年甲组一级组、少年乙组

二级组、少年丙组三级组)的运动员,是指本年度未获得了该年

龄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须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

(六)按照 《2009-2012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

得5分积分资格者。

(七)高水平自选套路的运动员,若2010年度参加全国联赛

获得单项冠军、全国锦标赛获得单项前三名和参加世界锦标赛、

世界杯系列赛进入决赛的单项 (男单、女单、混双、三人的运动

员和六人操的运动队)。

(八)未按照竞赛规程参赛的运动员,一经发现取消比赛

成绩。

五、竞赛办法

(一)总则:

1.每场决赛前都有八拍出场式,各队必须着队服、持队旗

(3号队旗)参加。

2.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最多两个单项的比赛。

3.同一参赛单位最多只允许两名或两组运动员参加同一个

组别的单项比赛。

4.预、决赛出场顺序赛前均由组委会抽签决定。

5.预、决赛中兼项运动员出现间隔不足5个成套,组委会

有权做出相应调整,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调整原则为不损害其

他队利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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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赛中接受难度分进行申诉,申诉必须在本套动作的分

数公布显示后5分钟内,按申诉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

提出。

7.获得单项冠军、各组别特别奖的运动员,须参加GALA

表演,否则按罢奖处理。

(二)竞技自选动作组:

1.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

2.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和 “竞技健美操国际年龄组参赛要求”。

3.六人操只能做相同的难度动作,否则难度裁判减0.5分。

4.比赛中,难度动作的面向必须利于裁判员的判定 (如无

支撑垂地劈腿面向侧面,文森俯卧撑面向侧面同时搭腿靠裁判一

侧);集体项目的难度动作不允许相互遮挡;否则裁判长减0.5分。

5.为体现健美操创新性项目特征,抄袭或未改变上年度及

以前的音乐裁判长减0.2分;抄袭或未改变上年度及以前的比赛

套路裁判长减0.5分。

(三)竞技规定动作组:

1.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

操技术等级规定动作评分办法》。

2.规定动作比赛中,除国际年龄组的规定难度外其他0.6及

0.6以上难度可降低难度或更改为0.4分或0.4以下同组难度

(如一级男单中的托马斯可更改为单腿全旋:成年组男单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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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水平支撑可更改为水平肘撑);否则判更改难度,由难度裁判

减1.0分。

3.为体现健美操多样性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参赛运

动队服装不得相同,否则由裁判长对第二个出场的 成 套 减

0.5分。

六、竞赛日程

2011年全国冠军赛赛程采用国际二级赛事规定,安排如下:

日  期 活动内容

11月18日
裁判员报到
运动队报到
运动队训练

11月19日 裁判员培训赛台训练
技术方向会

11月20日 第一天预赛

11月21日 第二天预赛

11月22日 第三天预赛
团体颁奖

11月23日 第四天决赛
单项颁奖

11月24日 第五天决赛
单项颁奖

  GALA表演及特别奖颁奖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参见附录2、附录3)

(一)各组别参加决赛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自选动作各单

项前3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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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比赛的各单项进行预、决赛,预赛参赛套路的数

量决定进入决赛成套数量,录取相应的名次,并按 《2009-2012年

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积分,预赛超过13套

以上的单项,决赛仅保留2个替补名额 (第九、十名),后面名

次不再替补。

预赛套路 13套以上 8-12套 4-7套 2-3套

进入决赛 8套 6套 3套 2套

 (三)参加规定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完成、最佳表现和

最有人气奖。

(四)参加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

最具魅力奖。

(五)本次比赛设成年组团体奖和少年组团体奖,前3名颁

发奖杯;参加评选成年组团体奖的单位以精英组或新人组5个单

项 (报名时确认)预赛名次相加,得分低者名次优先,分数并列

以新人组六人操名次优先者胜出;参加评选少年组团体奖的单位

以预备健将组或预备一级组5个单项 (报名时确认)预赛名次相

加,得分低者名次优先,分数并列以预备一级组六人操名次优先

者胜出。

八、裁判团 (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和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指定,

高级裁判组职责范围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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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规则》。

(二)裁判员必须获得中国健美操协会颁发的 “2009-2012周

期”竞技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证书,并持有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度

有效备案卡,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

(三)辅助裁判由承办单位指定培训。

(四)全体裁判团成员报到时携带裁判服和裁判资格证,不

按要求报到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

九、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

20天)完成报名,逾期将不予补报。

(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4人以下的队可报领队或教练1名;

7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10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

1名、教练2名。

(三)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名时,须提交参赛音乐和难

度表 (注明参赛单位、组别、项目、运动员姓名)。

十、报到

(一)运动员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裁判员报到时应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在规

定报到日下午6点前报到。

(三)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 (含赛事承办地参赛人员)。

(四)参赛队需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和离会。

(五)报到注意事项参见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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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

(一)各参赛队管理费、保险费、差旅费参赛食宿费自理。

(二)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运动员参赛管理费200元/人,报

名确认后不予退还。

(三)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成员和裁判员差旅费、食宿

费由大会负担。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三、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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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2011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竞技组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竞技组组别 奖项设置

成年组

精英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新人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院校组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和最有人气奖

少年甲组
预备健将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一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和最有人气奖

少年乙组
预备一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二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和最有人气奖

少年丙组
预备二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三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和最有人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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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2011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竞技组团体赛计分方法

奖项 组别\项目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六人

成年组
团体奖

精英组

新人组

报名时确认团体单项,各单
项预赛名次相加分数低者名
次优先。

并列优先

少年组
团体奖

预备健将组

预备一级组

报名时确认团体单项,各单
项预赛名次相加分数低者名
次优先。

并列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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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普及组

一、时间和地点

时间:11月24日至28日

地点: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体育局,大、中、小

学、幼儿园、企事业单位、行业体协及健身俱乐部等相关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自选动作:(参见附录4)

1.幼儿组 (3-6岁)

基础有氧健身操、哑铃健身操、流行健身舞。

2.小学组 (6-11岁)

基础有氧健身操、自选风格类健身操、哑铃健身操、实心彩

球健身操、彩旗健身操、流行健身舞。

3.中学组 (12-17岁)

A.初中组 (12-14岁):基础有氧健身操、自选风格类健

身操、哑铃健身操、实心彩球健身操、彩旗健身操、民族健身

舞、流行健身舞。

B.高中组 (15-17岁):基础有氧健身操、拉丁健身操、

自选风格类健身操、实心彩球健身操、自选轻器械健身操、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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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操、彩棒健身操、彩旗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民族

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3.大学组 (18-30岁):

A.高水平运动队及运动训练专业:传统有氧健身操、拉丁

健身操、有氧搏击健身操、有氧街舞健身操、流行有氧健身操、

踏板操、健身球操、哑铃健身操、拉力带健身操、花扇健身操、

彩棒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 (如伞、帽子、纱巾、带等

等)、民族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B.普通高校学生:基础有氧健身操、拉丁健身操、有氧搏

击健身操、有氧街舞健身操、自选流行有氧健身操、踏板健身

操、健身球操、拉力带健身操、自选轻器械健身操、花扇健身

操、彩棒健身操、彩旗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 (如伞、帽

子、纱巾、带等等)、民族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4.社会组 (18-65岁)

A.俱乐部组:分为青年组 (18-35岁)、中年组 (36-55岁)、

老年组 (56-65岁),参加的项目为基础有氧健身操、拉丁健身

操、自选风格类健身操、有氧搏击健身操、有氧街舞健身操、流

行有氧健身操、踏板操、健身球操、拉力带健身操、花扇健身

操、彩棒健身操、彩旗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 (如伞、帽

子、纱巾、带等等)、民族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B.行业体协组:分为青年组 (18-35岁)、中年组 (36-55岁)、

老年组 (56-65岁),参加的项目为基础有氧健身操、拉丁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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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有氧搏击健身操、有氧街舞健身操、流行有氧健身操、踏板

操、健身球操、拉力带健身操、花扇健身操、彩棒健身操、彩旗

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 (如伞、帽子、纱巾、带等等)、

民族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二)规定动作:(参见附录5)

1.小学组 (6-11岁):

未参加竞技组的运动员参加规定动作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

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0-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美操规定动

作》,小学组规定动作的比赛项目为:小集体有氧操和有氧球操。

2.中学组 (12-17岁):

未参加竞技组的运动员参加规定动作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

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0-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美操规定动

作》,中学组规定动作的比赛项目为:小集体有氧操和有氧扇操。

3.大学组 (18-30岁):

未参加竞技组的运动员参加规定动作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

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0-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美操规定动

作》,中学组规定动作的比赛项目为:小集体有氧操和有氧踏

板操。

4.社会青年组 (18-35岁):

未参加竞技组的运动员参加规定动作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

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1-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美操规定动

作》,社会青年组规定动作的比赛项目为:小集体有氧操和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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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带操。

四、参赛资格

获得全国普及性健美操系列推广活动总决赛特一、二等奖的

单位,或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体育局和行

业体协提名的参赛队伍。

五、竞赛办法

(一)各组各单项预赛录取前8名进入决赛,参赛队伍不足

8支不设预赛,直接进入决赛。

(二)预赛出场顺序赛前由组委会抽签决定,决赛按预赛名

次倒序出场。

(三)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1年-2014年全国普

及组健美操竞赛评分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名次录取按最后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则

按艺术分、完成分的顺序取决,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

则名次并列,下一名次空缺。

(二)各组各单项名次录取

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其余三等奖。

(三)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参见附录6)

1.各组别评选最佳组织奖、最佳团队奖和最有人气奖、最

佳完成奖、最佳表演奖、最佳服饰奖。

2.参加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编排奖、最佳音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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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老年组评选最具活力奖,幼儿组、小学组评选希望之

星奖。

(四)奖励办法:获得各单项奖及特别奖的参赛队伍由组委

会颁发证书。

(五)各组各单项决赛获得一等奖队伍的教练员,颁发本场

比赛的优秀教练员证书。

(六)各组别获得一等奖的运动员可申报三级运动员等级

称号。

七、竞赛日程安排

日  期 内  容

11月24日
裁判员报到
运动队报到
运动队训练

11月25日
裁判员培训
赛台训练
技术方向会

11月26日 第一天预决赛颁奖

11月27日 第二天预决赛颁奖

  八、裁判团

(一)裁判长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裁判员必须获得健美

操普及组规则培训资格证书,由各参赛单位选派。

(二)嘉宾评委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邀请。

(三)裁判员报到时携带裁判服,不按时报到者,大会将不

—211—



安排裁判工作。

九、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

20天)完成报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10人以下的单位可报领队、教练2名;

12人以上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教练3名。

十、报到

(一)裁判员、运动员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参赛运动员须带身份证、学生证报到以备大会资格审查。

(三)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提前报到者,大会视接待能

力酌情解决。

(四)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到时,须提交参赛音乐 (注

明参赛单位、组别、项目、运动员姓名)。

(五)参赛队报到时应缴纳赛会期间的全部费用。

十一、经费

(一)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运动员参赛管理费100元/人,报

名确认后不予退还。

(二)各参赛队管理费、保险费、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三)裁判长差旅费、食宿费由大会负担;随队裁判员食宿

统一安排,但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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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三、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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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2011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普及组规定动作单项与成套内容

普及组组别/单项 小集体徒手操 小集体轻器械

社会青年组 有氧舞蹈 健身拉力带操

大 学 组 有氧舞蹈 有氧踏板操

中 学 组 有氧舞蹈 有氧扇操

小 学 组 有氧舞蹈 健身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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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2011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普及组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内 容 评选条件 评选人 评选范围

最佳组织奖
各省市、各单位参赛队超过
五支以上

组委会 各组别

最佳团队奖
积极向上、团结协作,团队
精神表现突出

各参赛队 各组别

最具人气奖 最受观众欢迎的队伍 各参赛队 各组别

最佳编排奖 全场最高艺术分 艺术裁判 自选动作组

最佳完成奖 全场最高完成分 完成裁判 自选动作组、规定动作组

最具活力奖
热情洋溢、健康自信、充满
朝气

嘉宾组评选 中老年组

最佳表演奖
热情洋溢,富有激情,富有
视觉冲击力

嘉宾组评选 自选动作组、规定动作组

最佳服饰奖
设计新颖,与动作内容相吻
合,舞台效果突出

嘉宾组评选 自选动作组、规定动作组

最佳音乐奖 音乐选择与动作内容, 嘉宾组评选 自选动作组

希望之星奖
活泼可爱、充满自信、具有
发展潜力

嘉宾组评选 幼儿组、小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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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健美操联赛暨

青少年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年全国健美操联赛暨青少年比赛,共分五站于3月、

4月、5月、9月和10月举行,各站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站:3月11日至18日 (山东济南)

第二站:4月15日至22日 (江西)

第三站:5月20日至27日 (山东青岛)

第四站:9月9日至16日 (河北保定)

第五站:10月14日至21日 (浙江温州)

各站联赛地点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单位

(一)竞技组须于2011年1月31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进

行常规备案,准备参加2011年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的设有竞

技组比赛的全部参赛单位。

(二)普及组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和

行业体协提名及全国健美操普及系列活动推广赛中获得一、二等

奖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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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项目 (参见附录1)

(一)竞技组

1.成年组 (18-30岁)

(1)精英组:已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

则》创编自选套路。

(2)新人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男子三人操、女子三人操、男子六人

操、女子六人操、混合六人操 (男女比例不限)的比赛;比赛按

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3)院校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在校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成年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2.少年甲组 (15-17岁):

(1)预备健将组:已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

则》创编自选套路 (同健将组要求)。

(2)一级组:未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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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一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3.少年乙组 (12-14岁):

(1)预备一级组:已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

《竞技健美操国际青少年技术规程》创编自选套路 (同甲组要求)。

(2)二级组:未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二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4.少年丙组 (9-11岁):

(1)预备二级组:已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

限)的比赛;比赛按 《2009-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 《竞

技健美操国际青少年技术规程》创编自选套路 (同乙组要求)。

(2)三级组:未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2012年技

术等级规定动作 (三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5.少年预备组 (6-8岁):

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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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规定动作 (基础套)》三人操和六人操的比赛,参赛运动员

不得兼项。

(二)普及组

1.规定动作:小学组 (6-11岁)、中学组 (12-17岁)、

大学组 (18-35岁)未参加竞技组的运动员参加规定动作的比

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0-2012年普及组

有氧健美操规定动作》。

2.自选动作:小学组 (6-11岁)、中学组 (12-17岁)、

大学组 (18-35岁)、社会青年组 (18-35岁)未参加竞技组的

运动员参加小集体 (5-10人)有氧操和有氧轻器械健身操项目

的自选套路,比赛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0年-2012年

普及组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

四、参赛资格

(一)竞技组:

1.备案:参赛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需持有中国

健美操协会2011年度有效备案卡。

2.年龄组:以运动员身份证出生年为准确认运动员参赛的

年龄组别。

3.参加成年精英组、少年甲组预备健将组、少年乙组预备

一级组、少年丙组预备二级组比赛的运动员,是指已经获得了该

年龄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须以自选套路参赛。

4.参加少年甲组一级组、少年乙组二级组、少年丙组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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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赛运动员,是指未获得一级、二级和三级资格的运动员,须

以规定套路参赛,其中少年乙组二级组、少年丙组三级组比赛运

动员,在本年度分站赛获得运动等级后,下一次参赛报名时需确

认参赛组别。

5.按照 《2009-2012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

5分积分资格者可晋级参加2011年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

6.2010年度参加全国联赛单项冠军、全国锦标赛单项前3名

和参加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系列赛进入决赛的单项 (男单、女

单、混双、三人的运动员和六人操的运动队)可直接参加2011年

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

(二)普及组:

1.年龄分组:以运动员身份证出生年为准确认运动员参赛

的年龄组别。

2.在全国健美操普及系列活动推广赛中获得一、二等奖的

运动队。

3.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和行业体协直

接提名的单位。

(三)未按照竞赛规程参赛的运动员,一经发现取消比赛成绩。

五、竞赛办法

(一)总则:

1.竞技组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最多两个单项的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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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技组同一参赛单位最多只允许两名或两组运动员参加

同一个组别的单项比赛。

3.预、决赛出场顺序赛前均由组委会抽签决定。

4.预、决赛中兼项运动员出现间隔不足5个成套,组委会

有权做出相应调整,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调整原则为不损害其

他队利益为准)。

5.竞技组比赛中接受难度分进行申诉,申诉必须在本套动

作的分数公布显示后5分钟内,按申诉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

员会提出。

(二)竞技自选动作组:

1.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

2.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和 “竞技健美操国际年龄组参赛要求”。

3.六人操要求做相同的难度动作,否则难度裁判减0.5分。

4.比赛中,难度动作的面向必须利于裁判员的判定 (如无支

撑垂地劈腿面向侧面,文森俯卧撑面向侧面同时搭腿靠裁判一

侧);集体项目的难度动作不允许相互遮挡;否则裁判长减0.5分。

5.为体现健美操创新性项目特征,抄袭或未改变上年度及

以前的音乐裁判长减0.2分;抄袭或未改变上年度及以前的比赛

套路裁判长减0.5分。

(三)竞技规定动作组:

1.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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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技术等级规定动作评分办法》。

2.规定动作比赛中,除国际年龄组的规定难度外其他0.6及

0.6以上难度可降低难度或更改为0.4或0.4以下同组难度 (如

一级男单中的托马斯可更改为单腿全旋:成年组男单中的分腿水

平支撑可更改为水平肘撑);否则判更改难度,由难度裁判减

1.0分。

3.为体现健美操多样性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参赛运

动队服装不得相同,否则由裁判长对第二个出场的 成 套 减

0.5分。

(四)普及组自选动作

1.小学组(6-11岁)、中学组(12-17岁)、大学组 (18-35岁)、

社会青年组 (18-35岁)小集体项目 (徒手健身操、轻器械健

身操)自选动作的比赛。

2.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

3.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 《2010-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

美操评分规则》。

(五)普及组规定动作

1.小学组(6-11岁)、中学组(12-17岁)、大学组 (18-35岁)

小集体项目 (有氧操和有氧轻器械健身操)规定动作的比赛,比

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0-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

美操规定动作》。

2.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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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 《2010-2012年普及组有氧健

美操评分规则》。

六、竞赛日程

2011年全国联赛分站赛赛程采用七天赛制,参赛运动员按

竞技少年规定、竞技少年自选、竞技成人组和普及组选择3天赛

程 (最后一天交叉参赛),原则上安排如下:

日 期 内   容 备 注

赛前一天 裁判员培训 竞技少年规定参赛队报到

第一天 竞技少年规定预赛 2-3个竞赛单元
竞技少年自选参赛队报到

第二天
竞技少年规定预赛
竞技少年自选预赛 2-3个竞赛单元

第三天
竞技少年规定决赛
技术交流会

2个竞赛单元
竞技成年组参赛队报到

第四天
竞技少年自选决赛
竞技成年组预赛 2-3个竞赛单元

第五天
竞技成年组决赛
普及组裁判培训

2-3个竞赛单元
普及组报到

第六天 普及组预赛 2-3个竞赛单元

第七天 普及组决赛 2个竞赛单元

赛后一天 参赛代表队离会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组别参加决赛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竞技组自选动

—621—



作各单项前3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

(二)参加竞技组规定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完成、最佳

风采和最有人气奖。

(三)参加竞技组规定动作比赛的组别各单项进行预、决赛,

预赛参赛套路的数量决定进入决赛参赛套路的数量,录取相应的

名次,并按 《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积分,预

赛超过13套以上的单项,决赛仅保留2个替补名额 (第九、十

名),后面名次不再替补。

预赛套路 13套以上 8-12套 4-7套 2-3套 1套

进入决赛 8套 6套 3套 2套 不设决赛

 (四)参加竞技组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最佳

表演和最具实力奖。

(五)参加竞技组自选动作比赛的各单项录取前八名进入决

赛,预赛不足8名时,以获得的分数是否达到本组别最高运动级

别的分数而定 (见下表),录取相应的名次;并按 《2009-2012全

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积分,决赛名单和两位替

补名单将在预赛以后公布。

项 目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操 六人操

精英组 19分 19分 18.5分 18.5分 18分

新人组 18分 18分 17.5分 17.5分 17分

预备健将组 18分 18分 17.5分 17.5分 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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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操 六人操

预备一级组 17分 17分 16.5分 16.5分 16分

预备二级组 16分 16分 15.5分 15.5分 15分

 (六)参加普及组规定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完成、最佳

服饰奖和最具活力奖。

(七)参加普及组自选徒手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奖、

最佳服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八)参加普及组自选轻器械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

奖、最佳服饰奖、最佳音乐奖和最佳器械使用奖。

(九)参加普及组规定动作比赛的组别各单项进行预、决赛,

比赛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其余为三等奖。

八、裁判团 (仲裁委员会 、高级裁判组和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指定,

高级裁判组职责范围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

操规则》。

(二)裁判员必须获得中国健美操协会颁发的 “2009-2012周

期”竞技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证书,并持有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

度有效备案卡,由各参赛单位报名时提名,赛区执法工作由高级

裁判组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安排。

(三)全体裁判团成员报到时携带裁判服和裁判资格证,不

按要求报到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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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

20天)完成报名,逾期将不予补报。

(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4人以下的队可报领队或教练1名、

裁判员1名;7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裁判员1名;

10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2名、裁判员1名。

(三)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名时,须提交参赛音乐 (注

明参赛单位、组别、项目、运动员姓名)。

十、报到

(一)运动员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裁判员报到时应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在规

定报到日下午6点前报到。

(三)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 (含赛事承办地参赛人员)。

(四)参赛队需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和离会。

(五)报到注意事项参见补充通知。

十一、经费

(一)各参赛队管理费、保险费、差旅费参赛食宿费自理。

(二)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运动员参赛管理费(竞技组200元/人,

普及组100元/人),报名确认后参赛管理费不予退还。

(三)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差旅费、食宿费由大会

负担;裁判员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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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

操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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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2011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

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竞技组组别 奖项设置 普及组组别 奖项设置

精英组

新人组

院校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
和最有人气奖

大学组

中学组

小学组

最佳完成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具活力奖

最佳完成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具活力奖

最佳完成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具活力奖

预备健将组

一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
和最有人气奖

社会青年组

大学组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预备一级组

二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和最具魅力奖

最佳完成、最佳表现
和最有人气奖

中学组

小学组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服
饰奖和最佳音乐奖

社会青年组

大学组

中学组

小学组

少年预备组 最可爱奖、最自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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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万人大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达标赛: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本地本单位进行。

分区赛:待定

总决赛:待定

二、参加单位

全国各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各健身俱乐部,各行业职工及

健身爱好者。

三、竞赛项目

1.少儿组 (9岁以下):《锻炼标准》1-3级少儿套

2.小学生组:《锻炼标准》3-5级

3.中学生组:《锻炼标准》4-6级

4.普通院校组 (含中师中专):《锻炼标准》4-6级

5.体育院校组:《锻炼标准》4-6级

6.健身俱乐部组:《锻炼标准》3-5级

7.职工组:《锻炼标准》3-5级

8.中老年组 (50岁以上):《锻炼标准》2-4级

四、参赛人数

锻炼标准规定动作各组各级别每队比赛人数为6人,以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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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男女不限。

五、竞赛办法

(一)达标赛:

各参赛单位均可在本单位组织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最新规定动作1-6级的达标活动,达标活动具体要求请遵照

《关于组织2010年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达标赛的通知》。

(二)分区赛:

1.比赛内容:

规定动作比赛: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 《全国健美操

大众锻炼标准》第三套1-6级规定动作,比赛项目、组别可参

照总规程结合本地情况自行设置。

2.参赛人数:各分赛区参赛单位不少于20个,参加总决赛

队伍不少于8支。

3.分赛区赛场布置:各分赛区按主办单位统一提供的场地

布置图,制作分赛场背景板和场地广告 (场地中心位置广告2块)。

4.总决赛参赛资格:各分赛区选拔各组各级别第一名参加

总决赛。

5.宣传与推广:各分赛区比赛由当地电视台和报纸等新闻

媒体作相关报道。

6.各分赛区须在分区赛后一周将比赛总结、登有比赛消息

(含有总杯名)的报纸、大众锻炼标准推广奖申请表 (含各级达

标人数)、照片、录像带等相关资料报中国健美操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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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决赛:

1.开幕式:

进行所有参赛队入场式和广场健美操表演,各队自带队名旗

(标准3号旗190cm×120cm颜色不限)报到时交组委会。

2.复赛:设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1)规定动作比赛:比赛采用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第三套规定动作,《锻炼标准》各级别规定动作比赛使用规定音

乐,成套动作中开始和结束 (1-8拍)动作可改变,可适当加

入队形变化;地上的力量练习部分可改变动作的姿势和连接,但

不能改变动作的性质和数量。禁止做违例和不安全的动作。

(2)所有参赛选手只能参加一个组别、一个级别的规定动作

比赛,不能兼报其它组别或级别的规定动作,违者将被取消比赛

资格。

3.决赛及颁奖晚会:

(1)各级别规定动作的表演。

(2)颁奖。

(四)比赛规则:

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制定的2009年版 《全国大

众健美操评分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分区赛及达标赛:

1.凡通过 《锻炼标准》各级别者,均颁发由中国健美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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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统一制作的相应级别的证书。

2.按照分赛区评选条件设分赛区 “优秀组织奖”,颁发牌匾

(总决赛时颁发)。

3.授予达标人数200人和500人以上的具体单位和个人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推广奖”、“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先进个人”,分别颁发牌匾和证书 (在总决赛时颁发)。符合条件

的单位须将奖项申请表于总决赛前20日报中国健美操协会。

4.分赛区比赛项目、组别和奖项可参照总规程结合本地情

况自行设置。

(二)总决赛:

1.以复赛成绩录取规定动作各组别各级别一等奖3名,二

等奖5名,颁发证书和奖杯;录取三等奖若干名,颁发证书和牌

匾,颁发浩沙健身服。

2.以分赛区为单位录取大团体1-8名。成绩计算方法:复

赛中6个组别最好成绩与自选动作最好成绩之和,成绩高者名次

列前,颁发奖杯和证书。

3.评选特别奖 (团队)若干名,颁发证书和奖杯:

最佳编排奖2队

最佳配乐奖2队

最佳表演奖2队

最佳团队奖2队

最佳人气奖2队

希望之星 (仅限少儿组)2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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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之星 (仅限中老年组)2队

优秀教练员奖若干

七、报名及报到

(一)总决赛报名:

各分赛区及没有分赛区的省市均可报名参赛 (各组别各级别

只可报1个队),每个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各参赛

队须以电子版形式在规定时间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和组委会

(报名表和报名地址另行通知),确认报名后不得更改组别和

级别。

(二)总决赛报到:报到时请附学生证、身份证或户口复印

件。报到时间地点见补充通知。

八、经费

(一)差旅、食宿费:参加总决赛队伍的差旅、食宿费自理。

(二)参赛补助费:参加总决赛各分赛区总领队1人食宿、

差旅费由大会负担 (参加总决赛队伍须在8个队以上),总领队

须是省 (市)体育局健美操项目的负责人。

九、裁判员与仲裁委员会

总决赛裁判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仲裁委员会组成和职

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它

(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健美操协会。

联系电话:(010)87104006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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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普及健美操系列

推广活动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一)时间:2011年1月1日至12月15日

二、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体育局;大、中、小

学、幼儿园;国家健美操训练基地、国家青少年健美操培训中

心;企事业单位、行业体协及健身俱乐部等相关单位。

三、竞赛组别与项目

(一)自选动作:(参见附录1)

1.幼儿组 (3-6岁)

基础有氧健身操、哑铃健身操、流行健身舞。

2.小学组 (6-11岁)

基础有氧健身操、自选风格类健身操、哑铃健身操、实心彩

球健身操、彩旗健身操、流行健身舞。

3.中学组 (12-17岁)

(1)初中组 (12-14岁):基础有氧健身操、自选风格类健

身操、哑铃健身操、实心彩球健身操、彩旗健身操、民族健身

舞、流行健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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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中组 (15-17岁):基础有氧健身操、拉丁健身操、

自选风格类健身操、实心彩球健身操、自选轻器械健身操、花扇

健身操、彩棒健身操、彩旗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民族

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3.大学组 (18-30岁):

(1)高水平运动队及运动训练专业:传统有氧健身操、拉丁

健身操、有氧搏击健身操、有氧街舞健身操、流行有氧健身操、

踏板操、健身球操、哑铃健身操、拉力带健身操、花扇健身操、

彩棒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 (如伞、帽子、纱巾、带等

等)、民族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2)普通高校学生:基础有氧健身操、拉丁健身操、有氧搏

击健身操、有氧街舞健身操、自选流行有氧健身操、踏板健身

操、健身球操、拉力带健身操、自选轻器械健身操、花扇健身

操、彩棒健身操、彩旗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 (如伞、帽

子、纱巾、带等等)、民族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4.社会组 (18-65岁)

(1)俱乐部组:分为3个组别青年组 (18-35岁)、中年组

(36-55岁)、老年组 (56-65岁)。参加项目有基础有氧健身

操、拉丁健身操、自选风格类健身操、有氧搏击健身操、有氧街

舞健身操、流行有氧健身操、踏板操、健身球操、拉力带健身

操、花扇健身操、彩棒健身操、彩旗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

操 (如伞、帽子、纱巾、带等等)、民族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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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体协组:分为3个组别青年组 (18-35岁)、中年

组 (36-55岁)、老年组 (56-65岁)。参加项目基础有氧健身

操、拉丁健身操、有氧搏击健身操、有氧街舞健身操、流行有氧

健身操、踏板操、健身球操、拉力带健身操、花扇健身操、彩棒

健身操、彩旗健身操、自选表演道具健身操 (如伞、帽子、纱

巾、带等等)、民族健身舞、流行健身舞。

(二)规定动作:(参见附录2)

1.小学组 (6-12岁)有氧操和有氧球操。

2.中学组 (12-17岁):有氧操和有氧扇操。

3.大学组 (18-30岁):有氧操和有氧踏板操。

4.社会青年组 (18-35岁):有氧操和健身拉力带操。

四、参赛资格

未参加竞技健美操比赛的运动员及健美操爱好者,均可参加

全国健美操普及组推广赛事。

五、竞赛办法

(一)各级推广赛事执行 《全国普及健美操系列推广活动管

理办法》(试行)。

(二)各组各单项预赛录取前8名进入决赛,参赛队伍未超

过8支直接进入决赛。

(三)预赛出场顺序赛前由组委会抽签决定,决赛按预赛名

次倒序出场。

(四)比赛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0年-2012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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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组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名次录取按最后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则

按艺术分、完成分的顺序取决,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

则名次并列,下一名次空缺。

(二)各组各单项名次录取

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其余三等奖。

(三)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参见附录3)

1.各组别评选最佳组织奖、最佳团队奖和最有人气奖、最

佳完成奖、最佳表演奖、最佳服饰奖。

2.参加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编排奖、最佳音乐奖。

3.中老年组评选最具活力奖,幼儿组、小学组评选希望之星奖。

(四)奖励办法:凡参加各级推广活动比赛获得比赛成绩的

运动员,将获得由中国健美操协会统一制作的获奖证书。

(五)各组各单项决赛获得一等奖队伍的教练员,颁发本场

比赛的优秀教练员证书。

(六)参加示范赛区省级推广大赛获得各组别一等奖的运动

员可申报三级运动员等级称号;获得二等奖以上的单位方可参加

全国健美操系列赛、锦标赛、冠军赛。

七、裁判团

各级推广赛裁判团组成必须符合 《全国普及健美操系列推广

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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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

20天)完成报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10人以下的单位可报领队、教练2名;

12人以上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教练3名。

(三)报名同时按每人每项50元参赛向承办单位缴纳运动员

参赛管理费。

九、报到

(一)裁判员、运动员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参赛运动员须带身份证、学生证报到以备大会资格审查。

(三)参赛队报到时应缴纳赛会期间的全部费用。

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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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2011年全国普及健美操系列

推广活动规定动作单项与成套内容

普及组组别/单项 小集体徒手操 小集体轻器械

社会青年组 有氧操 健身拉力带操

大学组 有氧操 有氧踏板操

中学组 有氧操 有氧扇操

小学组 有氧操 健身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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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2011年全国普及健美操系列

推广活动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内容 评选条件 评选人 评选范围

最佳组织奖
各省市、各单位参赛队超过

5支以上
组委会 各组别

最佳团队奖
积极向上、团结协作,团队
精神表现突出

各参赛队 各组别

最具人气奖 最受观众欢迎的队伍 各参赛队 各组别

最佳编排奖 全场最高艺术分 艺术裁判 自选动作组

最佳完成奖 全场最高完成分 完成裁判 自选动作组、规定动作组

最具活力奖
热情洋溢、健康自信、充满
朝气

嘉宾组评选 中老年组

最佳表演奖
热情洋溢,富有激情,富有
视觉冲击力

嘉宾组评选 自选动作组、规定动作组

最佳服饰奖
设计新颖,与动作内容相吻
合,舞台效果突出

嘉宾组评选 自选动作组、规定动作组

最佳音乐奖 音乐选择与动作内容, 嘉宾组评选 自选动作组

希望之星奖
活泼可爱、充满自信、具有
发展潜力

嘉宾组评选 幼儿组、小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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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2011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竞赛训练处、行业体协,各有关院校。

三、竞赛项目

(一)各组各级别各单项舞蹈啦啦操 (性别不限):设小学组

(无级别、1、2级)、中学组 (无级别、1、2、3、4级)、大学组

(1、2、3、4、5、6级)、俱乐部组 (无级别组、1、2、3、4级)、

精英组 (7级以上)。

1.爵士舞蹈啦啦操

2.花球舞蹈啦啦操

3.街舞舞蹈啦啦操

4.自由舞蹈啦啦操

(二)各组各级别技巧啦啦操 (性别不限):设小学组 (1、

2级)、中 学 组 (1、2、3、4级)、大 学 组 (1、2、3、4、5、

6级)、俱乐部组 (1、2、3、4级)、精英组 (7级以上)。

(三)五人配合技巧:只设大、中学混合组及全女生组,难

度级别不限。

(四)双人配合技巧:设大学组、俱乐部组,难度级别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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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团体。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一)各参赛队所报项目、组级别不限;但各参赛队每组同

一级别,每项限报1队。

(二)每队可报8-24名队员、1名领队、1名教练 (其中技

巧啦啦操教练兼保护人)。参赛人员性别不限。

(三)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四)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并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五)各参赛队在报名时可报候补运动员不超过4人,只有

报名的运动员及候补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比赛。

(六)运动员不得跨单位、跨组、跨级别报名参赛。

(七)团体参赛资格:凡参加了技巧啦啦操、舞蹈啦啦操

(报名指定项目)、五人配合技巧的参赛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团体项

目的比赛。

(八)报到时各参赛队必须提交参赛项目成套难度表。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赛程: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赛成绩不带入

决赛;参加团体赛的单位,各单项的预赛为团体赛。

(二)预赛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决赛出场顺序按预赛成绩

逆序出场。

(三)评分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制定的

—841—



《2010-2013年全国啦啦操竞赛规则》。

(四)各难度级别选择范围及难度选择数量严格按竞赛规则

执行。

(五)团体成绩计算方法:

各参赛单位技巧啦啦操和舞蹈啦啦操 (报名时指定项目)、

五人配合技巧预赛成绩之和为团体总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只

分组、不分级别)。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各级别各单项预赛分别录取前10名进入决赛,根

据决赛成绩录取前8名。

(二)各组各级别各单项决赛前3名的队伍,将获得参加

“全国啦啦操冠军赛暨年度总决赛”的资格。

(三)团体成绩:各组别团体成绩录取前8名颁发奖杯。

(四)各组别设立如下特殊奖各一名,颁发证书:

项目 评选条件 评 选 人

最佳团队奖 团结协作,配合默契 专家组评选

最佳完成奖
动作整齐,发挥完美,

获最高完成分

裁判组技术分

最高者

最佳编排奖 编排新颖独特,动作设计巧妙
裁判组艺术分

最高者

说明:1.专家组评选将由仲裁委员会 (3名)、总裁判长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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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判长 (2名)、单项裁判长 (1名)组成专家组

进行评选,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2.裁判组评选依据单套录取名次的套路的裁判有效分之

和进行评选 (允许并列)。

(五)各组各级别各单项决赛一等奖的运动队的教练将获

“最佳教练员奖”。

(六)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定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将报名表分别电邮至协会报名邮箱

(E-mail:13739188068@163.com)和承办单位 (     )。

(二)报名日期:自2011年  月 日至 月 日截止,逾

期报名,不予受理。

(三)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

中心选派,裁判员由各参赛单位自行推荐1-2名,保护员和辅

助裁判由承办单位选派。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的规定执行。

九、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在国家体育总局大型体育赛事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赛事活动组委会授权成立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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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工作现场指挥机构,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应

急处置工作。

(二)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承办单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四)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五)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随时

报告。

十、经费

(一)参赛队伍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选派的协会官员、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仲裁委员

会人员食宿、交通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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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啦啦操系列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2011年4月至11月在各个分赛区举行 (分赛区的比赛时间

和地点另行通知)。

二、参加单位

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竞赛训练处、行业体协,各有关院校。

三、竞赛项目

(一)各组各级别各单项舞蹈啦啦操 (性别不限):设小学组

(无级别、1、2级)、中学组 (无级别、1、2、3、4级)、大学组

(1、2、3、4、5、6级)、俱乐部组 (无级别组、1、2、3、4级)、

精英组 (7级以上)。

1.爵士舞蹈啦啦操

2.花球舞蹈啦啦操

3.街舞舞蹈啦啦操

4.自由舞蹈啦啦操

(二)各组各级别技巧啦啦操 (性别不限):设小学组 (1、2

级)、中学组 (1、2、3、4级)、大学组 (1、2、3、4、5、6

级)、俱乐部组 (1、2、3、4级)、精英组 (7级以上)。

(三)五人配合技巧:只设大、中学混合组及全女生组,难

度级别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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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人配合技巧:设大学组、俱乐部组,难度级别不限。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一)各参赛队所报项目、组级别不限;但各参赛队每组同

一级别,每项限报1队。

(二)每队可报8-24名队员、1名领队、1名教练 (其中技

巧啦啦操教练兼保护人)。参赛人员性别不限。

(三)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四)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并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五)各参赛队在报名时可报候补运动员不超过4人,只有

报名的运动员及候补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比赛。

(六)运动员不得跨单位、跨组、跨级别参加比赛。

(七)报到时各参赛队必须提交参赛项目成套动作难度表。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赛程: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赛成绩不带入

决赛。

(二)预赛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决赛出场顺序按预赛成绩

逆序出场。

(三)评分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制定的

《2010-2013年全国啦啦操竞赛规则》。

(四)各难度级别选择范围及难度选择数量严格按竞赛规则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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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各级别各单项预赛分别录取前10名进入决赛,根

据决赛成绩录取前8名。

(二)各组各级别各单项决赛前3名的队伍,将获得参加

“全国啦啦操冠军赛暨年度总决赛”的资格。

(三)参加所有项目比赛的参赛单位将获得 “最佳组织奖”,

颁发证书。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2011年 月 日前将报名表分别电邮

至协会报名邮箱 (E-mail:13739188068@163.com)和承办单

位 (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各参赛队报名时请将保险证明随报名表一同传真至国

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总裁判长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裁

判员由各参赛单位自行推荐1-2名,保护员和辅助裁判由承办

单位选派。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的规定执行。

九、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在国家体育总局大型体育赛事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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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赛事活动组委会授权成立赛

区应急工作现场指挥机构,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应

急处置工作。

(二)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承办单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四)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五)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经费

(一)各参赛队伍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选派的协会官员、总裁判长、仲裁委员会人员食宿、

交通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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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暨

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2011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     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竞赛训练处、行业体协,各有关院校。

三、竞赛项目

(一)各组各级别各单项舞蹈啦啦操 (性别不限):设小学组

(无级别、1、2级)、中学组 (无级别、1、2、3、4级)、大学组

(1、2、3、4、5、6 级)、俱 乐 部 组 (无 级 别 组、1、2、3、

4级)、精英组 (7级以上)。

1.爵士舞蹈啦啦操

2.花球舞蹈啦啦操

3.街舞舞蹈啦啦操

4.自由舞蹈啦啦操

(二)各组各级别技巧啦啦操 (性别不限):设小学组 (1、

2级)、中 学 组 (1、2、3、4级)、大 学 组 (1、2、3、4、5、

6级)、俱乐部组 (1、2、3、4级)、精英组 (7级以上)。

(三)五人配合技巧:只设大、中学混合组及全女生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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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级别不限。

(四)双人配合技巧:设大学组、俱乐部组,难度级别不限。

(五)年度总冠军 (不分组别、不分级且无难度级别限制):

1.技巧啦啦操。

2.舞蹈啦啦操 (含花球和爵士或街舞、自由舞蹈)两项。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一)获得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和系列赛各分赛区各组别各级

别前3名的队伍获得参加冠军赛资格。

(二)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三)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并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四)各参赛队在报名时可报候补运动员不超过4人,只有

报名的运动员及候补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比赛。

(五)运动员不得跨单位、跨组、跨级别报名参赛。

(六)年度总冠军参赛资格:获得冠军赛各组各级别冠军的

队伍。

(七)报到时各参赛队必须提交参赛项目成套难度表。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赛程:

1.单项: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2.年度总冠军:只进行决赛。

(二)预赛出场顺序由组委会抽签决定,决赛出场顺序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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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成绩逆序出场。

(三)评分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制定的

《2010-2013年全国啦啦操竞赛规则》。

(四)各难度级别选择范围及难度选择数量严格按竞赛规则

执行。

六、评分规则、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各级别各单项预赛分别录取前10名进入决赛,根

据决赛成绩录取前8名。

(二)分别录取舞蹈啦啦操和技巧啦啦操年度总冠军各一队,

颁发奖杯和奖金。

(三)各组别设立如下特殊奖各一名,颁发证书:

项目 评选条件 评 选 人

最佳团队奖 团结协作,配合默契 专家组评选

最佳完成奖
动作整齐,发挥完美,

获最高完成分

裁判组技术分

最高者

最佳编排奖 编排新颖独特,动作设计巧妙
裁判组艺术分

最高者

备注:1.专家组评选将由仲裁委员会 (3名)、总裁判长 (1名)、

副总裁判长 (2名)、单项裁判长 (1名)组成专家组进

行评选,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2.裁判组评选依据单套录取名次的套路的裁判有效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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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选 (允许并列)。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2011年 月 日前将报名单分别电邮

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mail:13739188068@

163.com)和承办单位 (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各参赛队报名时请将保险证明随报名表一同传真至国

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

中心选派,裁判员由各参赛单位自行推荐1-2名,保护员和辅

助裁判由承办单位选派。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的规定执行。

九、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在国家体育总局大型体育赛事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赛事活动组委会授权成立赛

区应急工作现场指挥机构,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应

急处置工作。

(二)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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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承办单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四)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五)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经费

(一)各参赛队伍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选派的协会官员、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仲裁委员

会人员食宿、交通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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