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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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速度轮滑比赛提供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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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联合会速度轮滑委员

会（CIC）2011 年《速度轮滑竞赛规则和裁判通则》，在我国

2008 年版《速度轮滑竞赛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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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画顺序）：尹大利、王  尔、王  波、

付进学、刘雄弼、孙昕祥、周旭明、姚  立、贺  军、郭玉良、蒙  猛。

编译组成员：孙昕祥、徐燕娅。

本书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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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竞赛规则

第一条  比赛跑道

（一）比赛跑道分为场地赛跑道和公路赛跑道。公路赛跑道可以是“开

放式”，也可以是“封闭式”。

（二）��除“开放式”公路赛外，跑道距离的测量要沿着跑道的内沿进行。

（三）在既有左转弯又有右转弯的公路赛跑道，距离测量应从距弯道

边缘的一条假想的线算起 (图 1)。开放式公路赛跑道距离的测量按下述方

法进行：

1．如果公路的全部宽度都可以使用，应沿路的中央线测量。

2．如果只有公路的部分宽度可以使用，应沿路的可用部分的中央线

测量。

（四）弯道处应有清晰可见的自然界线或设有可移动的标识，这些标

识不能放在跑道内，以免发生危险。

第二条  场地赛跑道

（一）场地赛跑道是指建在露天或室内，由两条长度相等的直道与两

条相对称且半径相同的弯道相连接组成的椭圆状赛道 (图 2)。

（二）标准场地赛跑道规格如下：

1．周长 200 米（±2 厘米），跑道宽度 6米（±2 厘米），弯道半径

图 1：公路赛跑道距离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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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米。

2．单个弯道长度 42.16 米，单个直道长度 57.84 米。

（三）跑道外侧应设有由适当材料制成的保护设施。

（四）起点与终点

1．起、终点线为宽 5厘米的白色线，不得设在弯道处。

2．起点线

（1）200 米或 300 米个人计时赛：在起点线后 60 厘米处划一条虚线，

称起跑限制线。

（2）500 米争先赛：起点线上按相同间隔划分 6个起跑站位点。

3. 终点线设在距离前面直弯道分界线 8米处。

（五）跑道状况

1．直道中间三分之一的部分要完全平坦。

2．直道横切面的拱曲程度不得超过其宽度的 1%。

3．表面可以用任何材料铺成，但要求完全平坦，不滑，不粘。

（六）禁滑区

跑道内沿向内场延伸 50cm 为禁滑区，每隔 10cm 用 2cm 宽 2mm厚的

防滑粘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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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公路赛跑道

（一）总体要求

1．宽度全程不得少于 8米。

2．路面必须平坦光滑，没有凹陷和裂缝。横切路面的拱曲度不得超

过其宽度的 5%。

3．跑道外侧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应有保护设施。

4.�任何赛段的坡度不得超过 5%，有坡度的路段不得超过跑道总长的

25%。

（二）“封闭式”公路赛跑道

1．由非对称的封闭环形公路组成，其起点和终点相衔接。

2．除马拉松外，跑道长度不短于 400 米，不长于 600 米。

3．举办马拉松赛时，跑道长度至少为 3千米。

（三）“开放式”公路赛跑道

1．起点和终点不衔接。

2．若表面出现凹陷和裂缝，应修补填平。若不能修补，必须用白色

的线做出警示。

3．超过 20 千米的比赛应设置补水站，位置在比赛路线中段附近。

（四）公路赛场地的终点处设置

1．终点线前 150 米，终点线后 100 米设置栅栏围板。

2．终点线前 300 米，终点线后 150 米设置警戒线或横幅。

3．“开放式”公路赛在终点线上方要有写着“终点”字样的横幅，

靠近终点线地面上要写有“终点”字样。在比赛最后 500 米处要设有指示

标记。

4．马拉松比赛，在临近终点的路段设立到达终点剩余距离的标识（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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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500 米及终点）。

（五）教练员指导区

设在终点区域附近的直道段跑道外侧。

第四条  赛场的适应性

（一）裁判长决定比赛场地是否适合比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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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长有权决定将比赛中断一段时间或取消比赛。在预赛阶段，如比赛在中

断后 24 小时内可以进行，比赛应继续进行。

（三）当中断的比赛再次恢复时，已退出比赛和被取消比赛资格的运

动员不得参赛。

（四）比赛跑道太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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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场地赛和“封闭式”公路赛，运动员按逆时针方向滑跑。

第五条 全国正式比赛项目

��( 一）场地赛

300 米个人计时赛

500 米争先赛

1000 米计时赛

10000 米积分淘汰赛

15000 米淘汰赛

3000 米接力赛

（二）公路赛

200 米个人计时赛

500 米争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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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米积分赛

20000 米淘汰赛

5000 米接力赛

42.195 千米马拉松赛

（三）全国少年锦标赛可对比赛距离进行调整。

第六条  比赛类型

（一）计时赛

1．个人计时赛：短距离比赛。运动员按顺序单个出发滑行，以计时

成绩确定优胜者。

2．分组计时赛：短距离比赛。运动员分成若干组，以计时成绩进行

轮次晋级，最终产生优胜者。

3．团体计时赛：以集体为参赛单位，按集体的成绩确定优胜队。�

（1）每队由三名运动员组成，按规定滑跑相应的距离。�

（2）同一时间只有同一个队的运动员在场地或公路赛道上出发及滑跑。

（3）当该队第二名运动员抵达终点时计取的时间为该队的有效成绩。

（二）争先赛

名次竞争的短距离赛，采用轮次淘汰的办法产生优胜者。

（三）淘汰赛

在比赛途中设一个或多个固定淘汰点，淘汰一名或多名处于落后的运

动员。按淘汰的逆顺序排列名次。未被淘汰且首先到达终点的运动员获得

冠军。比赛前由裁判长宣布具体淘汰办法。

1．当领先运动员通过各淘汰点前一圈时应响铃提示。

2．后脚的后点最后通过终点线的运动员为最后一名。

3．比赛中，运动员由于摔倒或者体力不支而退出比赛，则视为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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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圈淘汰。

4．由于多人同时摔到而导致多人同时退出比赛，则应停止淘汰若干圈，

直到裁判长决定恢复淘汰。

5．在淘汰赛段，如果运动员违反规则，裁判长可以将其淘汰并用最

后一名通过终点线的运动员取代该名运动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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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应滑行的最少圈数。各预赛组中运动员滑行的最少圈数必须相同。当预

赛各组剩余人数与决赛所需人数一致时，预赛即告结束。

7．宣告员即时宣告被淘汰运动员的号码。

8．在终点线的内侧，裁判员告示被淘汰的运动员号码（人工或电子

显示）。

9．被淘汰运动员在第三次宣告后，如果还未离开比赛场地，将被取

消该项比赛排名资格。

10．至少保留 5名运动员完成比赛。

（四）群滑赛

集体出发按计时成绩决定名次的比赛。在场地或公路上进行，参赛人

数不限，参赛者同时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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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淘汰时间排列名次。

（五）积分赛

以争夺积分形式决定胜负的比赛。在比赛途中设若干个积分点，运动

员通过争夺积分点的名次来获得相应的积分，以获得积分多少排列名次，

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1．当领先运动员通过积分点前一圈时应响铃提示。

2．如果某位运动员在某积分赛段有犯规行为，裁判长可以改变该积



12

分点的名次及分数的分配。

3．宣告员应宣告每个积分点运动员的得分情况。

4．运动员如果没有完成比赛，将失去此项比赛所得的积分。

5．如果两名以上运动员积分相同，先通过终点的运动员排名在前。

6．每次通过积分点的前两名运动员分别获得 2分和 1 分，到达终点

的前三名运动员分别获得 3分、2分、和 1分。

（六）积分淘汰赛

积分与淘汰相结合的比赛。在特定圈数为领先的运动员积分，之后淘

汰落后的运动员（一名或多名）。这项比赛的冠军是未被淘汰且积分最高

的运动员。

1．淘汰方法详见淘汰赛的比赛办法。

2．积分方法详见积分赛的比赛办法。

3．积分与淘汰在不同的圈数进行，响铃后下一圈进行积分，再下一

圈进行淘汰。

4．被淘汰的运动员将失去已经获得的积分。

5．最后一次淘汰在比赛还剩3圈时进行，淘汰后场上应留10名运动员。

（七）接力赛

1．组队

（1）同一单位的运动员必须统一服装。如果两个队伍服装相似，裁判

长可以抽签决定其中一个队伍更换服装。

（2）每队 3名运动员参赛，每人最少完成一次接力。

（3）如果一名运动员被取消比赛资格，整个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4）每个队可以自由选择多少圈后进行接力。

2．接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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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力时，被接替运动员必须双手推动接替运动员的后部。

（2）如果接替运动员进入接力区但没有与同伴按照规则规定完成接力

（不允许以拍、打身体其它部位和拉动方式进行接力），将被判接力失败。

（3）最后一次接力必须在最后一圈前完成。

（4）裁判长将规定被接替运动员的返回方式和返回路线，以不干扰比

赛的正常进行为原则。

3．接力区

（1）接力区设在含有终点线的直段上，同时标注接力等候区。

（2）接力区起始线设在出弯道一端的直弯道分界线上，接力区终止线

设在入弯道一端的直弯道分界线上。

（3）接力区用 2厘米宽的线标识。

（4）接力的全过程必须在接力区内完成，不允许超出接力区，否则，

该队将被取消比赛成绩。

（5）如果接替者进入接力区但没有与同伴完成接力，其所在队将被取

消比赛成绩。

（6）运动员后脚轮滑鞋后端点进入接力区起始线的垂直面为进入接

力区。

（7）运动员前脚轮滑鞋最前端触及接力区终止线视为滑出接力区。

第七条  参赛组别与年龄规定

（一）成年组：17 岁以上，在比赛上一年 12 月 31 日滿 17 周岁。

（二）青年组：15 至 16 岁，在比赛上一年 12 月 31 日滿 15 周岁。

（三）少年甲组：13 至 14 岁，在比赛上一年 12 月 31 日滿 13 周岁。

（四）少年乙组：11 至 12 岁，在比赛上一年 12 月 31 日滿 11 周岁。

（五）少年丙组：9至 10 岁，在比赛上一年 12 月 31 日滿 9周岁。



14

（六）少年丁组：7至 8 岁，在比赛上一年 12 月 31 日滿 7周岁。

第八条  出发

（一）出发顺序

1．200 米与 300 米个人计时赛按照赛前抽签结果排列出发顺序。决赛

出发按预赛成绩倒排序，即成绩好者后出发。

2．500 米争先赛与 1000 米计时赛预赛，根据 200 米或 300 米个人计时

赛最终成绩蛇形排列分组。若未进行个人计时赛，则在赛前进行抽签编组

确定出发顺序和站位。

3．长距离比赛按照赛前抽签结果安排分组和站位。

（二）出发站位

1．500 米争先赛和 1000 米计时赛预赛，发令员根据分组结果逐一排

位运动员；其它轮次比赛由运动员根据出发顺序表进行选位。

2．长距离比赛项目，运动员按发令员逐一点名由跑道内侧向外侧依

次排列，每名运动员在起跑线后相互保持 50 厘米的距离。

3．发令员两次召集运动员。如运动员未到，一分钟后重新召集，仍

未到者将被取消本项比赛资格。

（三）个人计时赛起跑

1．运动员至少有一脚位于起点线与起跑限制线之间，轮滑鞋的最初

运动方向必须与比赛的方向相一致。

2．运动员两只轮滑鞋必须与地面完全或部分接触，两脚不得滑动，

违规者将受到一次警告。运动员启动前允许躯干摆动。

3．发令员决定运动员是否可以出发。发令员发出可以出发的指令后，

每名运动员有 15 秒的起动时间。如在 15 秒内没有完成出发，运动员将被

判起跑失败，警告 1次。



15

4．如果没有相应的电动计时设备，发令员发出两次信号，第一次信

号为“预备”，第二次信号为鸣枪。

（四）争先赛、计时赛起跑

1．检录裁判员负责召集运动员，并把运动员带至起点，告知运动员

在指定的地点活动。发令员为运动员安排起点位置后发出“预备”信号，

短暂停顿之后，鸣枪。

2．在发令员发出“预备”信号之后，运动员如有问题可以举手示意，

发令员停止起跑程序，并示意所有的运动员离开起点线，每位运动员只有

一次机会，问题解决之后，重新开始比赛。

3．若起跑出现重大失误，影响到比赛的公正性，则召回运动员重新

起跑。

（五）群滑赛起跑

1．运动员在起跑线后站立，每名运动员左右保持约 50 厘米的间距，

每排前后间隔约 50 厘米。

2．发令员发出两次信号，第一次信号为“预备”，第二次信号为鸣枪。

3．集体出发的比赛起跑后，在 200 米以内由于一名运动员摔倒而引

起其他运动员连续摔倒，可召回运动员重新起跑。

（六）起跑犯规

1．运动员在出发信号发出之前起动，将被判犯规，警告 1次，并重

新起跑。

2．由于一名运动员的抢跑引起另一名运动员的跟跑，只警告抢跑者。

3．在所有比赛中，如遇起跑犯规，发令员发出信号（再次鸣枪或鸣哨）

召回所有运动员回到原起跑位置，重新起跑。

4．每名运动员只有 1次起跑犯规的机会，第二次犯规将被取消该项



16

比赛资格。

5．在集体出发项目中发生三次犯规时，第三次犯规者将被取消该项

比赛资格。

第九条  终点判定

（一）领先到达终点运动员的判定以前落地脚的轮滑鞋前点到终点线

为准。如前脚离地，则以后脚轮滑鞋的前点到终点线为准。

（二）如运动员在终站线摔倒导致双脚离地，则以运动员前脚到终点

线为准。

（三）积分淘汰赛和淘汰赛中被淘汰运动员的终点判定见竞赛规则第

六条第（三）款第 2点的规定。

第十条  名次确定

（一）根据不同类型的比赛，名次确定方法如下：

1．计时赛和争先赛以计时成绩排定名次。

2．淘汰赛以运动员到达终点线的顺序排列名次。

3．积分赛和积分淘汰赛以积分累积高低排列名次。

（二）在预赛或资格赛中，没有获得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名次确定方法

如下：

1．500 米争先赛与 1000 米计时赛

（1）依据所处的比赛轮次进行排名。

（2）按当轮次的比赛成绩排名。

2．在淘汰赛中，按在预赛中被淘汰的逆顺序排名。

3．在积分赛中，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第十一条  起终点的光电传感设备

（一）起点和终点的光电传感设备应设在距地面 40 厘米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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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夜间比赛时终点处的灯光强度必须保证计时设备的正常运行（最

低 1500 勒克斯）。

（三）当使用异频雷达接收器时，终点摄像仍应使用，应至少保证可

以辨别前 10 名的名次。

第十二条  扣圈运动员的规定

在场地或封闭公路上举行集体出发的比赛时，被扣圈或将被扣圈并会

影响到正在比赛的运动员，可以被淘汰，名次按淘汰的逆顺序进行排列。

被扣圈而未被淘汰的运动员必须滑完全程才能获得名次。

第十三条  集体出发的比赛终点名次的排定

在集体出发的比赛中，有数名运动员同时抵达终点无法确定其先后顺

序时，可以认定他们的名次相同，成绩单顺序按其姓氏字母表排列。

第十四条  计时赛附加赛

计时赛中，如果多名运动员成绩相同，需进行附加赛确定第一名。

第十五条  比赛成绩

每项比赛结束后，裁判长（或授权宣告员）宣布比赛有效成绩。

第十六条  公路比赛的最长时间

公路赛的最长比赛时间是第一名运动员完成比赛所用时间的 1.25 倍。

第十七条  竞赛通则

（一）运动员除听取教练员的场外指导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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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不允许推搡其他运动员或者在他们前面横切。

禁止拉、推、阻碍或者援助他人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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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中，将被超越的运动员不能阻碍或者援助其他运动员。

（六）禁止运动员的轮滑鞋触及或踏出跑道线。

（七）当轮滑鞋出现故障时，在不妨碍比赛进行的情况下，运动员可

以更换轮滑鞋或进行修理。

（八）运动员摔倒时，可以自己站起来继续比赛，不得由他人帮助。否则，

将被淘汰。

（九）在消极比赛时，可以取消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十）在开放式公路上进行比赛时，�运动员必须沿公路右侧滑跑，不

允许越过中线。

（十一）退出比赛的运动员，要到终点通知裁判员，以便确定名次。

运动员如违反上述规则可被取消该项比赛资格。

第十八条  比赛服装

（一）参加比赛的同一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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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队伍的名称或缩写应印在比赛服装上。

（三）比赛服的广告只允许在服装的前胸和后背上方处。广告不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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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不合适的运动员可被取消比赛资格。

（五）运动员在领奖时必须着各队的正式服装，不允许带帽子和太阳镜。

第十九条  轮滑鞋

（一）每只轮滑鞋最多可以有 6个轮子，可以是单排轮形式，也可以

是双排轮形式。轮滑鞋最长不得超过 50 厘米。轮子和轮架必须牢固安装

在鞋上，轮轴不能突出到轮子以外。禁止装有制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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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子的最大直径为 110 毫米。

第二十条  头盔及其他器材

（一）集体出发的比赛，运动员的头盔必须坚固，不能有突出部分或

者尾翼。

（二）个人计时赛可以戴有尾翼的头盔。

（三）正确佩戴头盔，在比赛结束之前摘掉头盔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比

赛资格。

（四）禁止使用无线通讯设备。

（五）在比赛中禁止携带可造成运动员伤害的物品。

第二十一条  参赛号码

每名运动员佩戴 5块号码布，分别在臀部的内外侧（两块）、后背的

腰部（一块），头盔左、右侧（两块），号码应清晰可见。

号码布规格：

头盔两侧：15×8cm

臀部两侧：18×12cm

腰背部：24×18cm�

号码为三位数，白底黑字。头盔号码布用带背胶的写真纸制作，粘贴

在头盔上。其它号码布用写真布制作，固定在比赛服上。

第二十二条  反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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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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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裁判通则

第一条  裁判委员会组成

裁判委员会由裁判长、副裁判长、发令员、终点裁判员、计时裁判员、

宣告员、监道员、计圈员、编排记录员和检录员等岗位组成。人数如下：

（一）裁判长 1人

（二）副裁判长 1人

（三）终点裁判员 3人

（四）计时裁判员 6人

（五）电动计时裁判员 1人

（六）编排记录员 2人

（七）监道员 4-5 人（公路和马拉松比赛要根据赛场情况增加监道员的

人数）

（八）发令员 1人

（九）助理发令员 1人

（十）计圈员 2人

（十一）宣告员 1人

（十二）检录员 2人

第二条  裁判员服装

正式比赛中，裁判员服装包括白色帽子、白色运动衫、白色裤子（女

裁判员可着白色裙子）、白色袜子和白色鞋。另外，在运动衫左胸前佩戴

中国轮滑协会的徽章。

第三条  裁判长的职责

（一）确保所有的参赛者遵守规则和规程，裁判长对比赛中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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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现行规则和规程中未涉及到的技术问题做出决定。

（二）确定裁判员分工。

（三）主持技术会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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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向组委会提交裁判委员会工作总结。

（五）依据规则和规程，对参赛运动员、教练员以及领队在比赛中的

不适当行为采取处罚措施。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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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签署比赛成绩记录，连同比赛过程中发生的事件报告一并提交

给组委会。

（八）对随时出现取消比赛资格的情况，检查是否进行宣告以及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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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轻微违反规则而受到裁判员口头警告的运动员提出警告。

（十一）调整或者撤换不能胜任岗位的裁判员。

（十二）对参赛队提出的申诉首先做出裁决。

第四条  副裁判长的职责

协助裁判长处理有关事宜，并完成裁判长指定的工作。

第五条  发令员的职责

（一）召集运动员并做最后提示。检查运动员的服装和参赛号码以及

轮滑鞋。取消在发令时仍未到达起点的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二）安排所有运动员站位，观察轮滑鞋是否位于起跑线后。

（三）在得到裁判长同意后方可发令。

（四）发出“预备”口令，在运动员静止后鸣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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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发时有犯规行为，发令员可再次鸣枪或吹哨召回所有的运动员，

并警告犯规的运动员。

第六条  监道裁判员的职责

（一）监督所负责赛段的赛事进展情况。

（二）将比赛中发生的犯规行为，立即报告裁判长并填写犯规判罚单。

（三）记录被扣圈和退出比赛的运动员，然后报告裁判长。

（四）根据负责区域与性质，可将监道裁判员分为：直道裁判员、弯

道裁判员、接力裁判员和辅助裁判员。

第七条  终点裁判员的职责

（一）判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名次并计算积分。

（二）终点裁判人数不得少于3人，人数为奇数。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

以大多数裁判员的判定为准。如使用终点摄影扫描设备，以终点扫描成像

的结果为准。

第八条  计圈裁判员与计圈记录员的职责

（一）计圈裁判员职责

1．检查确认计圈装置设在终点线前至少三米处，并在跑道的内侧。

2．计取比赛剩余的圈数。

3．利用其控制的计圈装置示意剩余圈数。圈数更改在领先运动员距

离终点线 100 米时进行。

4．剩下最后一圈时要摇铃通知运动员。

（二）计圈记录员职责

1．记录已经进行的圈数与剩余圈数。

2．检查与核对计圈裁判员显示的剩余圈数和摇铃。

3．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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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圈裁判员摇铃规定

1．剩下最后一圈时摇铃告知领先运动员（200 米和 300 米个人计时赛

除外）。

2．只为领先运动员摇铃。当一名运动员超前领先时，可为这一名运

动员和后面的第一集团运动员摇铃。

3．在淘汰赛中，响铃以示下一圈淘汰。

4．在积分赛中，摇铃以示下一圈积分。

5．在积分淘汰赛中，摇铃以示下一圈积分，淘汰时不摇铃。

第九条  检录裁判员的职责

（一）按时召集运动员，检查运动员参赛证件，以及是否按要求使用

号码布、头盔、轮滑鞋以及参赛服装。不符合规定者不允许参加比赛。

（二）把运动员带至起点。

（三）告知运动员在指定位置活动，未经裁判员允许不得进入比赛跑道。

第十条  计时裁判员的职责

在没有终点摄像扫描设备的情况下，计时员的职责是计取运动员比赛

所用的时间。

（一）由三名计时员组成一个计时小组。

（二）所使用的秒表为比赛专用表，并附有近期的检验证书。

（三）当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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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当三块秒表成绩各不相同时，这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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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的成绩的平均值为有效成绩。

（五）当仅有两块表计时时，以较差成绩为有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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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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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成绩精确到百分之一秒。

第十一条 编排记录裁判员的职责

负责比赛的编排记录工作，包括整理报名单、组织抽签、各项目编排

分组、统计成绩、提供成绩公告原件给组委会。

（一）在比赛前，应根据规程、规则、报名表及有关材料，编排竞赛日程，

准备裁判员所需的各种表格。

（二）在技术会议上，组织比赛抽签，并及时编排，发布出发秩序。

（三）比赛中，准确地记录和核对比赛成绩、名次，并提请裁判长在

成绩单上签字后，及时发布。

（四）在多轮次项目的比赛中，要及时公布晋级名单和编排下一轮次

的出发顺序。

（五）比赛结束后，统计团体总分，编制成绩册送交组委会。

第十二条 编排与比赛办法

（一）200 米和 300 米个人计时赛

1．抽签决定出发顺序。每队允许两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抽签顺序将

重复一次。

2．各队决定本队每名运动员的出场顺序。

3．如果某队只有一名运动员参赛，该运动员将在后一组出发。

4．如果进行决赛，决赛运动员出发顺序按预赛成绩倒序排列。

（二）500 米争先赛和 1000 米计时赛

1．资格赛 (第一轮 )编排

（1）资格赛根据 200 米或 300 米个人计时赛成绩按蛇形排列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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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00 米争先赛与 1000 米计时赛资格赛第一轮排位表

出场顺序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第 5组 第 6组 第 7组 第 8组

1 1 2 3 4 5 6 7 8

2 16 15 14 13 12 11 10 9

3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4 C B A

分组（表 1）。

（2）没有参加 200 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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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果本队队员均未参加 200 米或 300 米个人计时赛，参赛运动员

将相应占据该分组方式的末位（按单位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2．500 米争先赛轮次分布与编排

（1）每一轮次中，录取每组的前两名晋级下一轮（表 2）。

（2）各轮次将根据比赛成绩按蛇形排列方式进行分组（表 3）。

（3）首先按蛇形排列方式排列上一轮各小组第一名的运动员，然后排

列各小组第二名的运动员。以此类推。

1/16 决赛 1/8 决赛 1/4 决赛 1/2 决赛

报名人数 组数 /人数 晋级 组数 /人数 晋级 组数 /人数 晋级 组数 /人数 晋级

 8 2 x 4

4

 9 至 10 2 x 4-5

11 至 12 2 x 5-6

13 至 16 4 x 3-4

8 2 x 4

17 至 20 4 x 4-5

21 至 24 4 x 5-6

25 至 32 8 x 3-4

16 4 x 4
33 至 40 8 x 4-5

41 至 48 8 x 5-6

49 至 64 16 x 3-4 32 8 x 4

65 至 80 16 x 4-5 32 8 x 4

81 至 96 16 x 5-6 32 8 x 4

96 至 100 20 x 4-5 40 8 x 5

100 至 120 20 x 5-6 40 8 x 5

120 至 144 24 x 5-6 48 8 x 6

表 2：500 米争先赛各轮次晋级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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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 米计时赛轮次分布与编排

（1）最多进行三轮比赛。各轮次除各组的第 1名进入下一轮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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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根据上一轮的比赛结果按蛇形排列方式排列该轮的组次和出场顺

序，各小组的第一名按时间顺序优先排列，然后再排列其他获得晋级资格

的运动员（表 5）。

出场顺序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1 第 1组第 1名 第 2组第 1名 第 3组第 1名 第 4组第 1名

2 第 8组第 1名 第 7组第 1名 第 6组第 1名 第 5组第 1名

3 第 1组第 2名 第 2组第 2名 第 3组第 2名 第 4组第 2名

4 第 8组第 2名 第 7组第 2名 第 6组第 2名 第 5组第 2名

表 3：500 米争先赛其它轮次排位表

表 4：1000 米计时赛各轮次与参赛资格分布表

1/4 决赛 半决赛 决赛

报名人数 预赛 名次 其余
人数

晋 级 人
数

预赛 名次 其余
人数

8 名

8

9 至 16 2 x 4-8 1 6

17 至 24 3 x 5-8 1 5

25 至 32 4 x 6-8 1 12 16 2 x 8 1 6

33 至 40 5 x 6-8 1 11 16 2 x 8 1 6

41 至 48 6 x 6-8 1 10 16 2 x 8 1 6

49 至 56 7 x 7-8 1 9 16 2 x 8 1 6

57 至 64 8 x 7-8 1 8 16 2 x 8 1 6

65 至 72 9 x 7-8 1 15 24 3 x 8 1 5

73 至 80 10 x 7-8 1 14 24 3 x 8 1 5

81 至 88 11 x7-8 1 13 24 3 x 8 1 5

89 至 96 12 x 7-8 1 12 24 3 x 8 1 5

97 至 104 13 x 7-8 1 11 24 3 x 8 1 5

105 至 112 14 x 7-8 1 10 24 3 x 8 1 5

表 5：1000 米计时赛其它轮次排位表

出发顺序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1 WT1 WT2 WT3
2 WT6 WT5 WT4
3 WT7 WT8 WT9
4 QT3 QT2 QT1
… QT4 … …

注：WT1 为上一轮各组第 1名中成绩最好的运动员，WT2 为成绩次好的运动员，以此类推。

����������QT1 为上一轮除去各组第 1名外成绩最好的运动员，QT2 为成绩次好的运动员，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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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抽签顺序 参赛运动员数量 站位顺序 第 1组 第 2组

1. A 队 2 1 A 队 A 队

2. B 队 2 2 B 队 B 队

3. C 队 1 3 D 队 D 队

4. D 队 2 4 E 队 E 队

5. E 队 2 5 J 队 J 队

6. F 队 1 6 C 队 F 队

7. G 队 1 7 H 队 G 队

8. H 队 1 8 I 队

9. I 队 1 9

10. J 队 2 10

表 6：长距离比赛资格赛分组编排方式 1

单位抽签顺序 参赛运动员数量 站位顺序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1. A 队 2 1 A 队 A 队 C 队

2. B 队 2 2 F 队 B 队 B 队

3. C 队 1 3 D 队 D 队 G 队

4. D 队 2 4 H 队 E 队 E 队

5. E 队 2 5 J 队 J 队 I 队

6. F 队 1 6

7. G 队 1 7

8. H 队 1 8

9. I 队 1 9

10. J 队 2 10

表 7：长距离比赛资格赛分组编排方式 2

（三）长距离比赛的资格赛编排

按照单位抽签结果和蛇形编排方式决定分组及站位顺序 , 允许每个单

位报两名运动员参加此项比赛，但不能在同一资格赛组（表 6、表 7）。

（四）场地 15000 米淘汰赛

1.�决赛时通过最后一个淘汰点后至少剩下 5名运动员完成比赛，比赛

中一个淘汰点淘汰 2名运动员的次数不能多于 10 次（表 8）。

2．决赛可以由 36 至 46 名运动员参加，如果参赛人数不多于 46 人将

不安排资格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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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赛 36 名运动员

比赛前 10 圈没有淘汰，出发时运动员分 3 排站立，每排 12 人（6 米

宽的赛道）。

（2）决赛 37 至 46 名运动员

比赛中前 10 个淘汰点允许一次淘汰 2名运动员。

注：E指淘汰（下表同），DE指淘汰两名运动员（下表同）。

3.�资格赛分组

超过 46 名运动员必须安排资格赛，36 名运动员进入决赛（表 9、表

10），决赛中每个淘汰点只能淘汰 1名运动员。

表 8：场地 15000 米淘汰赛决赛淘汰办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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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场地 15000 米淘汰赛资格赛编排分组表

参赛人数 组数（人数） 每组晋级人数 决赛人数

47—96 2 x（23-48） 18
3697—129 3 x（32-43） 12

130—160 4 x（32-40） 9

表 10：场地 15000 米淘汰赛资格赛淘汰办法表

（五）公路 20000 米淘汰赛

1.�决赛时通过最后一个淘汰点后至少剩下五名运动员完成比赛。

2.�裁判长根据公路赛道的长度和宽度，决定参加决赛运动员的数量和

淘汰方式。

（六）公路 10000 米积分赛

1．决赛最多 50 名运动员参加，如果超过 50 名运动员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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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赛（表 1 1 ）。

2．每圈积分。

3．周长 400 米的跑道，前 2圈不设积分点。

4．周长超过 400 米的跑道，第 1圈不设积分点。

（七）场地 10000 米积分淘汰赛

1．最后一次淘汰在比赛还剩三圈时进行，场上将保留 10 名运动员滑

完全程。

2.�决赛可以由 30-40 名运动员参加，运动员人数在 30-40 名时，前 10

个淘汰点一次可以淘汰 2名运动员（表 12）。

3．如果有超过 40 名运动员，将进行资格赛（表 13、表 14）。

表 11：公路 10000 米积分赛资格赛编排分组表

参赛人数 组数（人数） 每组晋级人数 决赛人数

51 — 80 2 x 25—40 20 40

81 — 120 3 x 27—40 14 42

121 — 160 4 x 31—40 10 40

161 — 200 5 x 32—40 8 40

表 12：场地 10000 米积分淘汰赛决赛积分与淘汰方法表

注：P指积分（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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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场地 10000 米积分淘汰赛资格赛编排分组表

参赛人数 组数（人数）
每组晋
级人数

单淘汰点 双淘汰点 决赛人数

41-68 2 x（21—34） 15 6-19 0
3069-88 2 x（35—44） 15 19 1-10

89-117 3 x（29—39） 10 19 1-10

118-148 4 x（29—37） 8 19 2-10 32

表 14：场地 10000 米积分淘汰赛资格赛积分与淘汰方法表

（八）接力赛

组委会将根据参赛队数和跑道条件决定是否进行资格赛，同时决定进

入决赛的队数。

第十三条 中断比赛、终止比赛、重新比赛与取消比赛

（一）一名或多名运动员摔倒，或者由于外部原因导致场地不适合继

续比赛的情况下，裁判长可中断比赛。

1．相关裁判员应进入比赛跑道内（离内沿约一米），示意运动员减速，

并保持现有位置，同时可以让间距大的运动员回到正常滑行队伍中。

2．此时场上保留现有计圈圈数，但是淘汰和积分中止，并宣告。

3．裁判员进入比赛场地保护受伤运动员，同时给出信号让其他继续

滑行的运动员注意出现问题的赛段。

4．裁判员在征得裁判长同意后返回工作岗位，恢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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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后 1000 米，不得中断比赛。

（二）以下情况，裁判长可以决定终止比赛：

1．当地面、天气条件阻碍比赛正常进行或使比赛不能继续时，请示

组委会同意后，裁判长决定将比赛停止一段时间或取消该项比赛。

2．多名处于领先位置的运动员摔倒。

3．运动员受伤需要急救，撤离场地。

4．当被终止的比赛重新进行时，只有被终止时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

才能再次参加比赛。退出比赛和取消比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得再参赛。

5．如果是计时赛的决赛被终止，重新比赛时，所有有资格的运动员

应重新参加比赛。

第十四条   处罚

对于在比赛中违反竞赛规则、规程及体育道德准则的运动员可采取如

下处罚措施：

（一）警告

（二）降低比赛名次

（三）取消比赛资格

第十五条  警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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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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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裁判长宣布。

（三）警告次数相累加带入下一轮比赛或决赛。

（四）如果运动员有不尊重裁判员裁判长的言行，可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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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降低比赛名次

（一）在比赛中，运动员针对一名或几名对手有犯规行为时，裁判长

可视情况降低该运动员的比赛名次。

（二）淘汰赛中，在淘汰赛段如果运动员违反规则，裁判长可以将其

淘汰并用最后一名通过终点线的运动员取代。

（三）积分赛中，如果裁判长认为运动员有犯规行为，裁判长可以改

变到达终点的名次及积分。

第十七条  取消比赛资格

（一）取消比赛资格适用于：

1．警告次数累加到 3次（含所有轮次）。

2．两次起跑犯规。

3．严重的违规行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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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的比赛资格。

（三）接力赛中一名运动员被取消资格，该队被取消比赛资格。

第十八条 申诉与复议

（一）对判罚的申诉

1．对裁判的判罚有异议首先向裁判长提出申诉。申诉必须在该项比

赛结束后或宣布比赛名次后 15 分钟内提出。

2．申诉如被裁判长驳回，可向仲裁委员会提出复议。

3．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申诉

1．运动员符合参赛资格而未获得参赛权。

2．认为其他不具备参赛资格的运动员获得参赛权而影响本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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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诉以书面形式在比赛开始前三十分钟提交裁判长。

（三）申诉费

每次向裁判长提出申诉都应提交 1000 元的申诉费。向仲裁委员会提

出复议需要另外提交 1000 元复议费。如申诉有效则退还此费用�，否则不

予退还。

（四）申诉由领队提交书面申请，申诉结果送达该队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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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速度轮滑比赛备用表

表一
            200 米 /300 米计时成绩记录表

项目����������������������������������������������������������������组别��

运动员

号码

运动员

姓名

成 绩
有效成绩

1号表 2号表 3号表 备用表

计时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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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终点名次报告表

项目�����������������������������������������������������������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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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点裁判员                     计时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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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0000 米积分淘汰赛终点裁判记录表

组别

剩余

圈数

领先
运动员号

码

淘汰
运动员号

码
备注

剩余

圈数

领先
运动员号

码

淘汰
运动员号

码
备注

50 25

49 24

48 23

47 22

46 21

45 20

44 19

43 18

42 17

41 16

40 15

39 14

38 13

37 12

36 11

35 10

34 9

33 8

32 7

31 6

30 5

29 4

28 3

27 2

26 1

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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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15000 米淘汰赛终点裁判记录表

剩余圈数 淘汰运动员号码 备注 剩余圈数 淘汰运动员号码 备注

75 37

74 36

73 35

72 34

71 33

70 32

69 31

68 30

67 29

66 28

65 27

64 26

63 25

62 24

61 23

60 22

59 21

58 20

57 19

56 18

55 17

54 16

53 15

52 14

51 13

50 12

49 11

48 10

47 9

46 8

45 7

44 6

43 5

42 4

41 3

40 2

39 1

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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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录

附录一

        速度轮滑竞赛常用术语中、英文对照表

中文 English

 轮滑  Roller Sports

 中国轮滑协会  the Chinese Roller Sports Association (C.R.S.A.)

 国际轮滑联合会
 the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Roller Sports    
 (F.I.R.S.)

 国际速度轮滑委员会  the Comite International de Course (C.I.C.)

 亚洲轮滑联合会  the Confederation of Asian Roller Sports (C.A.R.S.)

 速度轮滑  speed roller skating

 世界锦标赛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亚洲锦标赛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报名  entry

 成年  senior

 青年  junior

 场地  track

 公路  road

 最大  maximum

 最小  minimum

 测量线  rope

 倾斜度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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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nglish

 跑道  course

 直道  straightaway

 弯道  bend

 围墙，护板  fence

 信号  signal

 标志  mark

 起跑线  the starting line

 终点线  the finishing line

 圈  lap

 计时赛  time trial

 个人计时赛  individual time trial

 团体计时赛  team time trial

 淘汰赛  elimination race

 群滑赛  mass start distance race 

 耐力赛（定时赛）  endurance race

 积分赛  point-to-point race

 接力赛  relay race

 分段赛  stage race

 追逐赛  pursuit race

 马拉松赛  marathon 

 积分淘汰赛  elimination + point-to-point race

 争先赛  s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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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nglish

 假想的线  imaginary line 

 轮滑运动员  skater, athlete, competitor

 教练员  coach

 替补  substitution

 轮滑鞋  skate

 上靴  boot

 轮子  wheel

 轴承  bearing

 直径  diameter

 头盔  helmet

 护具  pad

 制服  uniform

 哨子  whistle

 铃  bell

 秒表  stop watch

 预备  attention

 发令员  starting judge

 起跑犯规  false start

 扣圈  lapped

 退出比赛  withdraw, quit

 淘汰  elimination

 裁判员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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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nglish

 裁判长  chief referee

 副裁判长  assistant chief referee

 终点裁判员  finish judge

 计时员  time-keeper

 计圈裁判员  lap-scorer judge

 监道裁判员  course judge

 裁判组  judge group

 处罚  disciplinary measure

 犯规  violation

 缩短比赛距离  cut

 警告  warning

 降低比赛名次  reduction in rank

 取消比赛资格  disqualification

 比赛中断  interruption

 兴奋剂控制  doping control

 仲裁  arbitrator

 申诉  claim, appeal

 准备会  preparatory meeting

 外卡  wild card

 轮次  round

 抽签  draw

 小组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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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nglish

 预赛  preliminary heat

 半决赛  semi-final

 决赛  final

 组织  organize

 扬声器，喇叭  loudspeaker

 话筒  microphone

 终点摄影  photo-finish

 摄像扫描  video scanner

 电子计时  electronic timing

 更衣室  dressing room

 急救站  first-aid center

 救护车  ambulance

 摩托车  motorbike

 对讲机  interphone

 电脑  computer

 打印机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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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运动员守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体育事业，勇攀高峰，

为国争光。

二、刻苦训练，钻研业务，尊重教练，认真完成训练任务。

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胜不骄，败不馁，尊重裁判，尊重对方，

尊重观众。

四、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全面发展。

五、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守秩序，守纪律。

六、不吸烟，不喝酒，衣着整洁大方，自觉抵制不良思想侵蚀。

七、以事业为重，迟恋爱，晚结婚。

八、团结友爱，关心集体，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

九、尊重领导，服从组织，遵守规章法令，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勤俭节约，爱护公物，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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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教练员守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体育事业，培养全面

发展的运动员。

二、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科学训练，认真制定教案，努力完

成训练计划。

三、做好赛前准备和临场指挥，赛后认真总结。

四、学习政治理论和体育科学技术，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创新。

五、严格管理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关心运动员全面发展。

六、发扬民主，爱护运动员，不准打骂和侮辱人格。

七、以事业为重，处理好工作、学习和家务的关系。

八、坚持真理，发扬正气，在训练、学习、生活等方面做好运动员的表率。

九、教练员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协作。

十、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德，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敢于同不良倾向

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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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裁判员守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体育事业，热爱体育

竞赛裁判工作。

二、努力钻研业务，精通本项规则和裁判法，积极参加实践，不断提

高业务水平。

三、严格履行裁判员职责，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

四、作风正派，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五、裁判员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加强团结，不搞宗

派活动。

六、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执行任务时，精神饱满，服装整洁，仪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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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速度轮滑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

���������������������(2010 年 2 月 8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颁布实行 )

                        一、技术等级项目

场地竞速项目：300、500、1000、10000、15000 米；

公路竞速项目：200、500、10000、20000 米，42.195 公里马拉松。

                            二、竞赛场地

( 一 ) 场地赛

1、弯道无坡度场地：125 米≤内沿周长≤ 400 米，赛道宽≥ 5米；

2、弯道有坡度场地：125 米≤内沿周长≤ 250 米，赛道宽≥ 5米。

（二）公路赛

1、环形封闭，400米≤内沿周长≤600米，赛道宽≥５米（马拉松除外）；

2、公路赛赛道允许有倾斜度≤5%的斜坡部分，但即使在特殊情况下，

其倾斜部分也不得超过全部路线的 25%。

                      三、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速度轮滑运动员须在比赛中同时达到相应成绩和相应名次方可申报运

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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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绩标准

���1、速度轮滑场地赛

2、速度轮滑公路赛

女子
国际级运动

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300 米 28.20 29.50 30.80 32.50 35.50

500 米 47.30 48.80 50.50 53.80 58.70

1000 米 1:34.20 1:38.50 1:44.50 1:51.80 2:01.00

10000 米 16:90.00 17:90.00 18:90.00 20:70.00 22:00.00

15000 米 26:10.00 27:25.00 28:40.00 31:15.00 34:50.00

男子
国际级运动

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300 米 26.20 27.70 29.00 31.85 33.80

500 米 44.10 45.50 46.90 49.80 54.70

1000 米 1:28.50 1:32.50 1:38.70 1:45.80 1:55.50

10000 米 16:30.00 16:90.00 17:80.00 19:10.00 20:50.00

15000 米 24:30.00 25:70.00 27:10.00 28:90.00 31:60.00

女子
国际级运动

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200 米 20.00 20.50 21.50 23.00 25.00

500 米 47.30 49.00 51.00 53.00 58.00

10000 米 17:30.00 18:00.00 18:55.00 20:30.00 22: 10.00

20000 米 35:40.00 36:30.00 38:00.00 41:30.00 45: 00.00

马拉松 1:12.00 1:16. 00 1:21.00 1:30.00 1:40.00

男子
国际级运动

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200 米 18.00 18.40 19.30 21.00 22.50

500 米 43.80 45.00 46.50 48.40 54.00

10000 米 16:10.00 17:20.00 18:10.00 19:20.00 20:50.00

20000 米 34:10.00 35:30.00 36:50.00 39:00.00 42:00.00

马拉松 1:02.00 1:08.00 1:12.00 1:20.00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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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次标准

1、国际级运动健将

（1）世界锦标赛获前六名；

（2）世界运动会获前 6名；

（3）亚运会获前三名；

（4）亚洲锦标赛获前三名。

2、运动健将

（1）世界锦标赛获前八名；

（2）世界运动会获前八名；

（3）亚运会前六名；

（4）亚洲锦标赛前六名；

（5）全国锦标赛、中国公开赛（大奖赛）成年组、青年组前二名；全

国体育大会前二名。

3、一级运动员

（1）全国锦标赛、中国公开赛（大奖赛）成年组、青年组获前六名；

少年甲组前二名；少年乙组第一名；全国体育大会前六名；

（2）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运动会或锦标赛成年组、

青年组前二名。

4、二级运动员

（1）全国锦标赛、中国公开赛（大奖赛）成年组、青年组前十名；少

年甲组前六名，少年乙组前三名；

（2）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运动会或锦标赛成年组、

青年组前六名，少年甲组获前三名，少年乙组前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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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级运动员

（1）全国锦标赛、中国公开赛（大奖赛）成年组、青年组前十六名，

少年甲组前十名，少年乙组前六名；

（2）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运动会或锦标赛成年组、

青年组前十名，少年甲组前八名，少年乙组获前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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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轮滑教练员技术等级制度

（2005 年 9 月 12 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中国轮滑协会发布）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轮滑教练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训练教学

水平和指挥、管理能力，建设适应轮滑事业发展需要的轮滑教练员队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体育场所

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 5部分：轮滑场所》和《轮滑活动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轮滑教练员是指在轮滑活动中从事教学训练、锻炼指导、技

能传授、业务咨询、组织管理等工作的轮滑技术指导人员。

第三条� �轮滑教练员业务培训由中国轮滑协会组织实施，技术等级称

号由中国轮滑协会批准授予。

中国轮滑协会可委托具备条件的各级轮滑协会培训相应级别的轮滑教

练员并授予相应等级称号。各级行政地域未成立轮滑协会的，中国轮滑协

会可暂委托该地域具备条件的轮滑项目业务管理部门进行相应级别的培训

和授予相应等级称号。

第四条� �轮滑教练员技术等级称号分为：初级轮滑教练员、中级轮滑

教练员、高级轮滑教练员和国家级轮滑教练员。各级轮滑教练员应具备下

列条件：

（一）遵守法律与社会公德，品行端正，身体健康，热爱轮滑事业，

工作责任心强。

（二）具备急救方面的知识并具有现场急救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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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年龄在 18 周岁至 65 周岁之间。

（四）掌握相应训练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能够制定训练指导等计划并

根据计划完成训练教学任务。

第五条��申请初级轮滑教练员称号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有从事轮滑教练员工作愿望。

（二）有一定的体育基础理论和轮滑运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第六条��申请或晋升中级轮滑教练员称号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得初级轮滑教练员资格证书 1年以上（含 1年）。

（二）获得轮滑项目“一级运动员”称号。

（三）体育专业中专毕业，体育专业本、专科在读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

学生，非体育专业专科以上毕业。

（四）所培养运动员在省级锦标赛中曾获得前 6名。

（五）曾获得中国轮滑协会颁发的轮滑教练员、指导员结业证书。

（六）获得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第七条��申请或晋升高级轮滑教练员称号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得中级轮滑教练员资格证书 2年以上（含 2年）。

（二）获得轮滑项目“运动健将”称号。

（三）体育专业中专毕业满 2年，体育专业本、专科毕业，非体育专

业本科毕业满 2年。

（四）所培养运动员在省级锦标赛中曾获得前 3名，全国正式比赛中

曾获得前 6名。

（五）获得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第八条��申请或晋升国家级轮滑教练员称号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得高级轮滑教练员资格证书 2年以上（含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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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得轮滑项目“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三）体育专业中专毕业满 5 年，体育专业本、专科毕业满 2 年，非

体育专业本科以上毕业满 5年。

（四）所培养运动员在省级锦标赛中曾获得第 1名，全国正式比赛中

曾获得前3名，亚洲锦标赛中曾获得前6名，世界锦标赛中曾获得前12名。

（五）获得一级及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第九条� �申请或晋升轮滑教练员技术等级称号应向中国轮滑协会或其

委托的单位提交下列材料：

（一）轮滑教练员技术等级申请（晋升）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及其他符合申报（晋升）相应技术等级称号条件

的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第十条� �中国轮滑协会或其委托的组织应按照申请人提交材料和申报

级别对申请人进行培训和考核，并收取相应费用。

第十一条� �轮滑教练员的培训采用中国轮滑协会审定的统一教材。培

训、考核合格的，授予中国轮滑协会统一制作的相应等级证书。

第十二条� �各级轮滑教练员应从事普及和宣传轮滑运动的指导工作。

在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从事专项技能传授、锻炼指导等有偿服务，

并收取相应的报酬。

第十三条� �轮滑教练员违反中国轮滑协会有关规定，对轮滑事业发展

造成不良影响的，中国轮滑协会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降低等级直至

撤销其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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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试行）

�������������������������（1999 年 11 月 22 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裁判员队伍的建设，保证体育竞赛公正有序进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根据裁

判员的技术等级和业务水平，对裁判员实行分级审批、分级注册、分级管理。

第三条�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授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国家

级以上裁判员进行考核和注册；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

审批的裁判员进行考核和注册。

第二章 裁判员委员会

第四条�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成立裁判员委员会（以下简称裁委会）。

裁委会在各单项体育协会领导下，学习研究、准确把握国际规则并负责本

项目裁判员的培训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裁委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四至六人，委员若干人组成。裁委

会成员必须是国际级或国家级裁判员，并由参加本项目裁判员代表大会的

国家级裁判员选举产生，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批准。裁委会主任、副主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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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须报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六条�裁委会负责协助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制定本项目裁判员发展规

划；负责组织裁判员学习、考核、注册；按规定举办裁判员晋级考试。对

本项目裁判员的奖惩提出具体意见；修订本项目裁判法和规则。

第七条�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本系统裁判员规模，

成立裁委会。不具备成立裁委会条件的地区和部门，可以由本地区体育行

政部门或单项体育协会代行裁委会职责。

第三章 技术等级的申报与审批

第八条�裁判员的技术等级分为国际级、国家级、一级、二级、三级，

另设荣誉裁判员。

第九条�掌握和正确运用本项目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能够胜任裁判工作，

经县级体育行政部门培训并考核合格者，可以申报三级裁判员，由县级体

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条�熟悉本项目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能够比较准确运用，具有一定

的裁判工作经验；任三级裁判员满两年，并且至少三次在县级体育比赛中

担任裁判工作的，可以申报本项目二级裁判员，由地、市级体育行政部门

审批。

第十一条�熟练掌握和运用本项目竞赛规则和裁判法；具有丰富的临场

执法经验和组织该项竞赛裁判员工作的能力；任二级裁判员满三年，并且

曾两次担任省级以上比赛裁判员或至少两次在地、市级比赛中担任副裁判

长以上职务的，可以申报本项目一级裁判员，由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精通本项目竞赛规则和裁判法，并能准确、熟练运用；具有



57

较高的裁判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组织该项目竞赛的裁判工作

能力；掌握本项目竞赛编排方法和外文规则；任一级裁判员满三年，并且

曾两次任全国性比赛裁判员或至少两次在省级比赛中任副裁判长以上职务

的，可以申报本项目国家级裁判员，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至少两次在全国性比赛中任副裁判长以上职务的国家级裁判

员，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申报国际级裁判员，由国际单项

体育协会审批。

第十四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行业体育协会和国务院体育行政部

门直属体育院校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授权后，可以审批各项目或部分项

目一级以下（含一级）裁判员。直属体育院校批准的裁判员应当报所在省

级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国家级裁判员或少数具有突出贡献的一级裁判员，从事裁判

工作二十年以上（如有杰出贡献者，在符合其它申报标准的前提下，其申

报年限可适当放宽）。积极参加该项竞赛裁判工作，在全国性比赛及国际

比赛中未出现明显错判，至少十次在全国性比赛中任裁判员，年龄在 50

岁以上，可以由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推荐，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裁委会评议，

报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批准，授予荣誉裁判员称号。

第十六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不得跨地域、跨系统审批裁判员。一级以

下（含一级）裁判员由于工作调动，可持审批单位证明和本人裁判员证书

到所在地方相应的体育行政部门更换裁判员证书。国家级裁判员调离所在

省份或系统，须报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备案。

第十七条�申报各级裁判员必须严格遵守技术等级制度的规定。全国性

单项体育协会根据本项目具体情况，并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

将本项目国家级裁判员划分为若干档次，规定本项目各级裁判员申报年龄



58

和临场裁判员的最高年龄。

第十八条�各级裁判员审批单位必须至少每两年举办一次裁判员晋级考

试。通过考试者应当将裁判员等级申报表和本人裁判员证书一同交审批单

位，并申报相应的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

第四章 裁判员注册

第十九条�各级裁判员审批部门每两年必须对所批准的裁判员进行注

册，荣誉裁判员可以不进行注册。每偶数年的 12 月 1 日至次年二月五日

为各项目裁判员的注册期，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报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

批准后，可以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另行确定裁判员注册期。

第二十条� �国际级、国家级裁判员应当到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进行注

册，每人交纳注册费 50 元；个别项目因特殊情况需要提高收费标准的，

应当由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报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一条� �一级裁判员由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或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

授权的单位进行注册，并报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备案。

第二十二条� �二、三级裁判员由各地、县级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注册，

并报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裁判员有下列情节者，暂停注册一次：

（一）受到赛区或审批单位处罚；

（二）考核不合格；

（三）两年内未担任裁判工作和未参加裁判学习。

第二十四条� �各级裁判员必须持有经过注册的裁判员等级证书方能参

加全国体育竞赛裁判员临场执法工作；连续两次未经审批单位注册的裁判

员，技术等级称号自动取消，其裁判员证书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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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裁判员选派

第二十五条���体育竞赛的主办单位负责选派和聘请该次比赛的裁判员。

第二十六条� �全国性比赛，副裁判长以上职务由国家级以上裁判员担

任，临场裁判员技术等级为一级以上；省级比赛，副裁判长以上职务由一

级以上裁判员担任，临场裁判员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上；地、县级比赛，副

裁判长以上职务分别由一级和二级以上裁判员担任，地、县级比赛临场裁

判员技术等级为三级以上。

第二十七条��裁判员的选派应当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

全国单项竞赛就近选派裁判员，其数量不超过该次比赛裁判总数（不

含辅助裁判）的四分之三，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规定补充。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裁判员的选派，采取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推荐，全国

性单项体育协会审核，报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办法，具体比例不受

限制。

第二十八条� �辅助裁判员的技术等级可以适当放宽，具体要求由主办

单位与承办单位商定。

第二十九条� �竞赛的主办单位应当责成总裁判长于赛前认真审核裁判

员证书的注册登记情况。如裁判员未能出示符合规定的裁判员证书。竞赛

组委会必须立即停止其裁判工作，所有费用赛区不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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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裁判员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条��各级裁判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参加全国各级各类竞赛裁判工作；

（二）参加审批部门组织的裁判员学习的培训；

（三）监督本级裁判组织执行各项裁判员制度；

（四）接受体育竞赛主办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

（五）对于本项目裁判队伍中的不良现象有检举权；

（六）对于本级裁判组织做出的技术处罚，有向上一级裁判主管部门

申诉的权利。

第三十一条��各级裁判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培养和坚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在竞赛工作中公正执法；

（二）钻研本项目规则和裁判法；

（三）培训和指导下一级裁判员；

（四）承担审批单位指派的裁判任务及担任下一级体育比赛裁判工作；

（五）配合裁判组织进行有关裁判员执法情况的调查。

第七章 裁判员管理

第三十二条� �裁判员参加竞赛执法实行回避制度。从裁判员到赛区开

始，就要遵守不与外界，特别是运动队联系的规定。条件成熟的项目，可

以采用比赛开始前30分钟明确执场裁判员的办法，以保证裁判员公正执法。

第三十三条 �各级裁判员审批单位至少每两年举办一次裁判员培训，

并对本单位审批的裁判员进行考核。各级体育比赛的裁判长和副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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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对参加比赛裁判工作的裁判员进行考核，并在其裁判员证书内填写考

核意见。

第三十四条� �各级裁判员审批部门每四年举办一次优秀裁判员评选活

动。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表彰国家级以上或有特殊贡献的优秀裁判员。各

单项体育协会至少每三年举办一次本项目优秀裁判员评选活动，并对优秀

裁判员予以奖励。

第三十五条� �对裁判员的处罚分为：警告，取消该次比赛（含联赛）

裁判资格，停止裁判工作两年，撤销技术等级称号并终身停止裁判工作。

第三十六条� �对裁判员的警告和取消该次比赛裁判资格的处罚，由竞

赛组委会做出，并报该裁判员审批单位备案；裁判员被停止裁判工作两年、

撤销技术等级称号并终身停止裁判工作的处罚由竞赛组委会报该裁判员审

批单位批准，由该审批单位发出通报。

第三十七条� �受到赛区处分的裁判员，由该次比赛的裁判长在该裁判

员证书内注明。在赛区工作期间，不遵守赛区纪律或在临场执法中出现漏

判、错判者，给予警告。凡在同一比赛中（含联赛）受到两次警告或在赛

区酗酒滋事的裁判员，取消该次比赛裁判资格。凡在比赛中执法不公，有

意偏袒一方，妨碍公正执法者，停止裁判工作两年。

第三十八条� �凡裁判员有下列情节者，给予撤销技术等级称号，终身

停止裁判工作的处分：

（一）行贿受贿，执法不公；

（二）在重要比赛中，出现明显错判、漏判，造成恶劣影响；

（三）触犯刑律，受到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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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管

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体委发布的（81）体球

字�238 号文件《裁判员技术等级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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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仲裁委员会条例

���������������������������������（国家体委 1982 年 7 月 29 日颁布）

第一条� �仲裁委员会是本项竞赛的仲裁机构，在组委会领导下进行工

作。它的任务是复审比赛期间执行竞赛规则、竞赛规程中发生的纠纷，保

证竞赛规则、竞赛规程的正确执行。

全国性竞赛活动哪些项目设仲裁委员会，根据各项目的特点和需要

确定。

第二条��仲裁委员会不受理按规则、规程规定应由执行裁判、裁判长（总

裁判、裁判组）职权范围内处理的有关事宜。

与竞赛无直接关系的违犯纪律、寻衅闹事、打架斗殴等行为，由组委

会会同有关方面进行处理。

第三条��仲裁委员会由大会组委会、体委竞赛部门、该项全国或省、市、

自治区运动协会裁判委员会委员，共五或七人组成。仲裁委员会的人选由

大会组委会确定并公布。

第四条� �在比赛过程中，裁判员所作出的裁决为最后的判决。运动员

在场上必须服从裁判的判决。队长的职责是管理本队运动员，保证比赛正

常进行，对裁判的判决不得提出异议。如因纠缠致使比赛中断五分钟的，

即为罢赛（该项竞赛规则有规定的，按竞赛规则执行）。

对裁判员的判决不服的，允许在该场比赛结束后十二小时以内，向仲

裁委员会正式提出申诉。经仲裁委员会复审，判定裁判员的判决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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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队必须坚决服从。判定属于裁判员的错误，仲裁委员会可视情况对裁

判员进行教育或处分，但不得改变裁判员在规则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决定

（竞赛规则和国际章程有特殊规定的例外）。

第五条��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诉以及当场执行裁判、裁判组的书面报告，

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召开仲裁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开会时，可吸收有

关人员列席会议（列席会议人员无表决权）。

仲裁委员会出席会议人数必须超过半数以上，作出的决定方为有效。

仲裁委员会对申诉所作的决定为最终裁决，并立即生效。所作决定应报大

会组委会备案。

仲裁委员会的成员不参加与本人所在单位有牵连的讨论。

第六条� �运动员、领队违犯竞赛规则、规程，经仲裁委员会复审判定

有效后，仍无理纠缠的，应加重处理。仲裁委员会根据其错误轻重程度，

可给予批评、警告、严重警告、停止比赛或取消该次比赛资格的处分，并

可建议有关体委给予降低或撤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处分。对需要给予

停止参加全国比赛半年以上处分和撤消运动健将称号的，仲裁委员会可提

出建议，报国家体委决定。

第七条� �裁判员在执行裁判任务过程中，有突出良好表现的，仲裁委

员会可写出书面报告报主办单位和国家体委给予表扬；对有错误的，仲裁

委员会可根据其错误程度，停止该裁判员若干场比赛或该次比赛的裁判资

格，并可建议有关体委和运动协会给予降低或撤消裁判员技术等级称号的

处分。情节恶劣的，可建议所属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条���仲裁委员会对比赛期间受理的申诉、控告，应及时作出裁决，

不得影响其他场次的比赛或发奖。

第九条���仲裁委员会是临时机构，比赛期间执行任务，比赛结束自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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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九

《反兴奋剂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保护体育运动参加者的

身心健康，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

其他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兴奋剂，是指兴奋剂目录所列的禁用物质等。兴

奋剂目录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国务

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海关总署制定、调整并公布。

第三条　国家提倡健康、文明的体育运动，加强反兴奋剂的宣传、教

育和监督管理，坚持严格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反兴奋剂工作方针，

禁止使用兴奋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体育运动参加者提供或者变相提供兴奋剂。

第四条　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并组织全国的反兴奋剂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教育等有关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反兴奋剂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反兴奋剂宣传、

教育工作，提高体育运动参加者和公众的反兴奋剂意识。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媒体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反

兴奋剂的宣传。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有权向体育主

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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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兴奋剂管理

第七条　国家对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质实行严格管理，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非法生产、销售、进出口。

第八条　生产兴奋剂目录所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以下简称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

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应当记录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生产、销售和库存情况，

并保存记录至超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有效期 2年。

第九条　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药品批发

企业，具备下列条件，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方可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一）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二）有专储仓库或者专储药柜；

（三）有专门的验收、检查、保管、销售和出入库登记制度；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验收、检查、保管、销售和出入库登记记

录应当保存至超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有效期 2年。

第十条　除胰岛素外，药品零售企业不得经营蛋白同化制剂或者其他

肽类激素。

第十一条　进口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除依照药品管理法及其实

施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的进口药品注册证书

外，还应当取得进口准许证。

申请进口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应当说明其用途。国务院食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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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对用途

合法的，应当予以批准，发给进口准许证。海关凭进口准许证放行。

第十二条　申请出口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应当说明供应对象并

提交进口国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做出

决定；提交进口国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的，应当予以批准，

发给出口准许证。海关凭出口准许证放行。

第十三条　境内企业接受境外企业委托生产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应当签订书面委托生产合同，并将委托生产合同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委托生产合同应当载明委托企业的国

籍、委托生产的蛋白同化制剂或者肽类激素的品种、数量、生产日期等内容。

境内企业接受境外企业委托生产的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不得在境

内销售。

第十四条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生产企业只能向医疗机构、符

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药品批发企业和其他同类生产企业供应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企业只能向医疗机构、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的生产企业和其他同类批发企业供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进口单位只能向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的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和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药品批发企业供应蛋白

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肽类激素中的胰岛素除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供应

外，还可以向药品零售企业供应。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只能凭依法享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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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提供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处方应当保存 2年。

第十六条　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质属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

用毒性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其生产、销售、进口、运输和使用，依照

药品管理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特殊管理。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和前款规定以外的兴奋剂目录所列其他禁用

物质，实行处方药管理。

第十七条　药品、食品中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质的，生产企业

应当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用中文注明“运动员慎用”字样。

第三章　反兴奋剂义务

第十八条　实施运动员注册管理的体育社会团体（以下简称体育社会

团体）应当加强对在本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和教练、领队、队医等

运动员辅助人员的监督管理和反兴奋剂的教育、培训。

运动员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其所属的运动员和运动员辅助人员的监督

管理和反兴奋剂的教育、培训。

第十九条　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和其他单位，不得向运动

员提供兴奋剂，不得组织、强迫、欺骗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

科研单位不得为使用兴奋剂或者逃避兴奋剂检查提供技术支持。

第二十条　运动员管理单位应当为其所属运动员约定医疗机构，指导

运动员因医疗目的合理使用药物；应当记录并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的规定

向相关体育社会团体提供其所属运动员的医疗信息和药物使用情况。

第二十一条　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兴奋剂检查

规则的规定提供运动员名单和每名运动员的教练、所从事的运动项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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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成绩等相关信息，并为兴奋剂检查提供便利。

第二十二条　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应当对在本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成

员的下列行为规定处理措施和处理程序：

（一）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

（二）运动员辅助人员、运动员管理单位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的；

（三）运动员、运动员辅助人员、运动员管理单位拒绝、阻挠兴奋剂

检查的。

前款所指的处理程序还应当规定当事人的抗辩权和申诉权。全国性体

育社会团体应当将处理措施和处理程序报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运动员辅助人员应当教育、提示运动员不得使用兴奋剂，

并向运动员提供有关反兴奋剂规则的咨询。

运动员辅助人员不得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不得组织、强迫、欺骗、

教唆、协助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不得阻挠兴奋剂检查，不得

实施影响采样结果的行为。

运动员发现运动员辅助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有权检举、控告。

第二十四条　运动员不得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

第二十五条　在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运动员辅助人员凭依法

享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方可持有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

质的药品。

在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接受医疗诊断时，应当按照兴奋剂检查

规则的规定向医师说明其运动员身份。医师对其使用药品时，应当首先选

择不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质的药品；确需使用含有这类禁用物质的药

品的，应当告知其药品性质和使用后果。

第二十六条　在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因医疗目的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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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质的药品的，应当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的

规定申请核准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七条　运动员应当接受兴奋剂检查，不得实施影响采样结果的

行为。

第二十八条　在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离开运动员驻地

的，应当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的规定报告。

第二十九条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上教育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加

强反兴奋剂教育，提高学生的反兴奋剂意识，并采取措施防止在学校体育

活动中使用兴奋剂；发现学生使用兴奋剂，应当予以制止。

体育专业教育应当包括反兴奋剂的教学内容。

第三十条　体育健身活动经营单位及其专业指导人员，不得向体育健

身活动参加者提供含有禁用物质的药品、食品。

第四章　兴奋剂检查与检测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兴奋剂检查规则和兴奋剂

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兴奋剂检查计划，决定对

全国性体育竞赛的参赛运动员实施赛内兴奋剂检查；并可以决定对省级体

育竞赛的参赛运动员实施赛内兴奋剂检查。

其他体育竞赛需要进行赛内兴奋剂检查的，由竞赛组织者决定。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兴奋剂检查计划，决定对

在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实施赛外兴奋剂检查。

第三十四条　兴奋剂检查工作人员（以下简称检查人员）应当按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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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剂检查规则实施兴奋剂检查。

第三十五条　实施兴奋剂检查，应当有 2名以上检查人员参加。检查

人员履行兴奋剂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兴奋剂检查证件；向运动员采集受

检样本时，还应当出示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签发的一次性兴奋剂检查授权

书。

检查人员履行兴奋剂检查职责时，有权进入体育训练场所、体育竞赛

场所和运动员驻地。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对检查人员履行兴奋剂检查职责

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三十六条　受检样本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确定的符合兴奋剂检测

条件的检测机构检测。

兴奋剂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规定的范围

和标准对受检样本进行检测。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体育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

责，或者包庇、纵容非法使用、提供兴奋剂，或者有其他违反本条例行为的，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职责分工，没

收非法生产、经营的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

经营药品货值金额 2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

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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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

（一）生产企业擅自生产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或者未按照本条

例规定渠道供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

（二）药品批发企业擅自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或者未按照

本条例规定渠道供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

（三）药品零售企业擅自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

第三十九条　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

者组织、强迫、欺骗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由国务院体育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收缴非法持有的兴

奋剂；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4年内不得从事体育管理

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

员辅助工作；造成运动员人身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其他义务的，由

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2年内

不得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

第四十条　运动员辅助人员组织、强迫、欺骗、教唆运动员在体育运

动中使用兴奋剂的，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4年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

作和体育管理工作；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

理工作；造成运动员人身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运动员辅助人员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者协助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



73

使用兴奋剂，或者实施影响采样结果行为的，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剂；2年

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

运动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造成运动员人身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运动员辅助人员非法持有兴奋剂的，由国务院体育主管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收缴非法持有的兴奋

剂；情节严重的，2年内不得从事运动员辅助工作。

第四十二条　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负有

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

予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运动员辅助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

给予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作

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四十四条　医师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药品，或者未履行告知义

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责

令暂停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执业活动。

第四十五条　体育健身活动经营单位向体育健身活动参加者提供含有

禁用物质的药品、食品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依照

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

处罚。

第四十六条　运动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体育社会团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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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管理单位、竞赛组织者作出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的

处理。

运动员因受到前款规定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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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

轮滑活动管理办法

��������������������������������（国家体育总局 1999 年 8 月颁布）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国轮滑活动的管理，保障和促进其持续、健康地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轮滑活动是指使用各种滚轴类鞋、板等类似器材 (主要包括单

排轮滑鞋、双排轮滑鞋、滑板等 )在各种场所进行的速度轮滑、花样轮滑、

轮滑球和极限轮滑（滑板）以及经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归类项目的竞赛、�

训练、表演、培训、技术交流、娱乐等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的轮滑活动和代表

中国参加国际轮滑活动的组织和人员。

第四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管全国的轮滑活动，中国

轮滑协会具体组织实施管理。�

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含人民政府授权管理体育工作的机构，下同）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轮滑活动进行管理。地方各级轮滑协会（未成立轮滑协

会的可以由体育总会代行职能，下同）协助本级体育行政部门做好相关

工作。

第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作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加入轮滑协会，可

以在参加轮滑活动方面享受优待。

第六条�中国轮滑协会负责实施对轮滑活动场所（含综合性娱乐设施中

开展轮滑活动的场所）的等级评定 ;�负责实施对轮滑项目从业人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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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健身指导员和管理人员等）的资格认证管理，

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地方各级轮滑协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上述场所和人员实行管理。�

轮滑活动从业人员未经培训、考核和资格认证，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

有偿服务。

第七条� �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国际性轮滑活动以及代表中国参加的国际

性轮滑活动，必须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统一组织，并报经有

关部门批准后进行。�

举办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轮滑活动，必须报国家体育总

局审批。�

在各级行政区域内举办的轮滑活动，由相应地方体育行政部门自行审

批、管理。

第八条� �承办轮滑活动的单位，其广告、赞助、资金、物品的管理和

使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并自觉接受审计、税务等部门的管理

和监督。

第九条� �在从事轮滑活动过程中，违反本规定的，由各级轮滑协会根

据有关法规予以处罚。

第十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从事轮滑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在本办法颁

布之日起一年内，前往本级体育行政部门或轮滑协会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的轮滑活动，在遵

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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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一

全国轮滑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 试行 )

����������������(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2004 年 3 月 25 日颁布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轮滑运动员管理，促进运动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推动

中国轮滑运动的健康发展，依据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

理办法（试行）》（体竞字〔2003〕82 号），并结合本项目实际，制定本

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运动员，是指参加全国（区域）综合性运动会、

全国（区域）性轮滑比赛的运动员。

第三条� �轮滑运动员注册与交流本着自愿、公开、合法、有序的原则

进行。

第四条��中国轮滑协会负责全国轮滑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的管理。

第二章  注册

第五条��轮滑运动员参加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轮滑协会主办的全国（区

域）性比赛应代表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进行注册。

第六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行业体协、

中国轮滑协会团体会员及经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轮滑协会批准认可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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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比赛的单位是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

第七条� �运动员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应与拟代表的注册单位签定代表

资格协议，代表资格协议书按国家体育总局印制的统一格式签定。

第八条� �注册单位与运动员签定的代表资格协议期限为 2至 9 年。由

运动员法定监护人签定的代表资格协议的终止日期不得超过运动员年满 16

周岁的日期。

第九条� �所有需要进行注册的运动员须填写运动员注册登记表并加盖

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公章。在申请注册时同时交纳运动员注册登记表的电

子文档（软盘）。

第十条� �首次注册的运动员须出示当地县级以上公安部门提供的户籍

证明原件，并提供五张 2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年满 16 周岁的运动员还

须出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运动员的注册年龄以首次注册时户籍原件和本

人身份证原件为准。

第十一条� �注册证是运动员注册的凭证，用于确定运动员的代表单位

和参赛资格。注册证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印制，由注册单位负责管理和

使用。

第十二条� �注册单位必须保证本单位注册的轮滑运动员每两个注册年

度之内至少参加一次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轮滑协会举办的全国性比赛，或

经批准举办的有4个以上（含4个）的省（区、市）级单位参加的区域性比赛。

否则，运动员有权终止原代表资格协议，并可自主选择新注册单位。

运动员确因伤病不能参赛或注册单位已报名参赛，但该运动员无故不

参赛的除外。

第十三条� �轮滑运动员在代表资格协议期和优先权期限内，未经原注

册单位同意，不得与其它任何单位再次签定代表资格协议。否则，对当事

人予以处罚。处罚期满后，运动员只能由原注册代表单位进行注册。双重

注册的运动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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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进行双重注册时应出具双重注册协议。双重注册协议由已

注册方、新注册方和运动员本人或法定监护人签定。

第十五条��每年 12月 1日至次年1月 31日为年度注册期和年度确认期。

年度确认是指已注册运动员在代表资格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下一年度

的注册。

第十六条� �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每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持有效的代表

资格协议到中国轮滑协会为运动员办理注册或确认手续。

第十七条� �注册单位应当自代表协议签定之日起 12 个月内为运动员进

行注册。逾期不注册，代表资格协议自动失效。

第十八条� �注册单位未在年度确认期内为运动员办理确认手续，代表

资格协议自动终止，运动员有权向中国轮滑协会提出申诉，并可自主选择

新注册单位。

第十九条� �运动员注册的费用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经济字〔2002〕479

号转发的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运动员注册费等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

通知》的通知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代表资格协议期满后，注册单位拥有对该运动员的注册优

先权。注册优先权期限根据所签定的代表资格协议期限确定：

1至 3 年（含 3年），注册优先权期限为 12 个月；

4至 6 年（含 6年），注册优先权期限为 24 个月；

7至 9 年，注册优先权期限为 36 个月。

注册优先权期限内，如原注册单位需要，运动员只能与原注册单位签

定代表资格协议。

第二十一条� �运动员在注册优先权期限内重新与原注册单位签定代表

资格协议的，注册优先权期限按续签代表资格协议的时间确定。

第二十二条� �代表资格协议期满后的第一个年度注册期，如原注册单

位愿意继续留用运动员，但未能签定代表资格协议的，必须在该注册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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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轮滑协会提交保留注册优先权的报告。否则，该注册优先权自该年

度注册期截止之日起终止。

第二十三条� �注册优先权期限已满，如原注册单位未能与运动员重新

签定代表资格协议，运动员可自主选择新注册单位。

第三章  学生注册

第二十四条� �学生入校前已代表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注册的，也可代

表学校进行注册。此类运动员注册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原注册单位。

第二十五条� �学生入校前未注册、代表资格协议或注册优先权期限终

止的，代表学校注册后，也可代表其它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进行注册。此

类运动员注册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学校。

第二十六条� �学生终止学业时，代表学校的注册自然终止，运动员可

自主选择新注册单位。如为双重注册运动员，其注册的最终决定权自然归

属另一注册方。

第四章  解放军运动员注册

第二十七条� �解放军体育部门在地方招收未注册、代表资格协议或注

册优先权期限终止的运动员，凭军队专业体工队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入伍

证明进行注册。此类运动员退伍后可以凭退伍证明自主选择新注册单位。

第二十八条� �解放军体育部门在地方招收已注册或在注册优先权期限

内的运动员，凭军队专业体工队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入伍证明与运动员注

册单位的输送协议进行注册。输送协议须由运动员所属的省级体育行政部

门和军队专业体工队上级主管部门及运动员本人三方共同签定。此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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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解放军服役满48个月，退伍后可以凭退伍证明自主选择新注册单位。

服役不满 48 个月，如没有得到原注册单位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许可，

退伍后 24 个月内只能代表入伍前注册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注册。

第五章  俱乐部注册

第二十九条� �已代表具有注册资格单位注册的运动员，也可代表轮滑

俱乐部进行注册。

此类运动员参加俱乐部比赛以外的全国（区域）性正式比赛和全国（区

域）综合性运动会时，必须代表原注册单位（原注册单位放弃的除外）。

第三十条� �首次代表俱乐部注册的运动员，也可代表省、自治区、直

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等进行注册。此类运动员注册的最终

决定权属于俱乐部。

第六章  外籍运动员注册

第三十一条� �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可以申请注册外籍运动员。申请注

册时，须提交外籍运动员所属国家（地区）轮滑协会的转会证明、双方单

位的签定的协议书及运动员与注册单位签定的代表资格协议书。�

第三十二条� �外籍运动员参加全国轮滑比赛，应符合中国轮滑协会的

有关规定。

第七章  交流

第三十三条��在代表资格协议期或注册优先权期限内的运动员，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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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行业体协同意并签署交流协议后，

可变更注册单位。

第三十四条� �交流协议由运动员原注册单位和新注册单位的法人代表

及年满 16 周岁运动员本人或未满 16 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三方共同

签定。

第三十五条��交流协议书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印制。

第三十六条� �交流协议须经中国轮滑协会审核，并报国家体育总局批

准后生效。

第三十七条� �新注册单位凭交流协议与年满 16 周岁运动员本人或未满

16 周岁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签定代表资格协议，并到中国轮滑协会办理交

流注册手续。

第三十八条� �运动员交流到新单位须注册满 24 个月，方可再次进行

交流。

第三十九条� �进行双重注册的运动员，交流权属于拥有注册最终决定

权的单位。

第八章  参加比赛

第四十条� �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行业体协

注册的运动员，可代表本行政区域或系统内下一级单位参加全国比赛。

第四十一条� �运动员参加全国（区域）综合性运动会，其代表资格按

照全国（区域）综合性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其相关规定确定。

第四十二条� �注册运动员不得参加未经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轮滑协会

批准或认可的国内各类轮滑比赛。未经批准不得到境外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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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处罚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细则规定的运动员，视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停

止比赛、停止 1至 4 年注册资格直至取消终身注册资格的处罚。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细则规定的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

罚款、停止该项目队伍参加全国比赛、停止 1至 4 年注册资格直至取消注

册资格的处罚。

第四十五条���触犯刑法的运动员，自动取消其注册资格。

第十章  裁决

第四十六条� �运动员注册和交流过程中发生争议问题或出现违规行为，

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书面形式向中国轮滑协会提出申诉或进行举报。

第四十七条��中国轮滑协会在接到申诉或举报 30 天内做出裁决。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中国轮滑协会的裁决或处罚有异议，可在裁决

公布之日起 20 天内，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书面复议申请，国家体育总局

须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 30 天内做出裁决。

第四十九条��国家体育总局做出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五十条��本细则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于中国轮滑协会。

第五十一条��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第五十二条��凡是本细则与《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

不相符的，按《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