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速度滑冰冠军赛暨第十三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资格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5年 10月22日—25日在吉林省长春冰上训练基地举行。

二、竞赛项目

（一）男子：500 米、1000 米、1500 米、5000 米、团体追

逐（8圈）；

（二）青年男子：500 米、1500 米、5000 米；

（三）女子：500 米、1000 米、1500 米、3000 米、团体追

逐（6圈）；

（四）青年女子：500 米、1500 米、3000 米。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

解放军、张家口市、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

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辽宁省、长春市、吉林市、

四平市、通化市、白山市、白城市、延边自治州、哈尔滨市、齐

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鸡西市、双鸭山市、

伊春市、鹤岗市、黑河市、绥化市、大兴安岭地区、黑龙江省农

垦总局、黑龙江省森工总局、江苏省、乌鲁木齐市、伊犁自治州、

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自治州、昌吉自治州、哈密地

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赤峰市。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

1、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5-2016 年度注册

合格的 2001 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生的速度滑冰运动员，持本人二

代身份证参赛。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总

则》的要求。其中，青年组运动员必须是 1996 年 7 月 1 日至 199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出生。

3、运动员须达到以下成绩标准方可报名参赛（2013 年 9 月

1 日-2015 年 9 月 22 日期间，取得的全国正式比赛或国际认可比

赛的成绩）：

项目 女子 男子

500 米 44,00 40,00

1000 米 1.32,00 1.23,00

1500 米 2.24,00 2.03,00

3000 米 4.53,00 ——

5000 米 —— 7.23,00

4、除通过达标成绩的运动员外，各队可报基数运动员 2名，

男女不限，每个基数运动员最多可报两项比赛。

5、2015-2016 年度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事的运动员，经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批准后，可不参加预赛，直接参加

决赛，且不占已获决赛资格运动员名额。

（三）报名方式：



各参赛单位须于赛前 30 天,登陆中国滑冰协会网站

(http://skating.sport.org.cn),点击速度滑冰项目网页,进行

网上报名及报名表下载，并将报名表传真报送主办和承办单位，

截止于赛前 10 天,逾期不予受理。联系方式如下：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速度滑冰部

联系人：王丰

电话/传真：010-8831 8262

2、吉林省长春冰上训练基地

地址：长春南关区吉顺街 1202 号

联系人：邸羽阳

电话/传真：0431 8863 5843

邮政编码：130022

（四）各参赛单位于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人员经

费自理。

（五）赛前 3天免收参赛运动员上冰费。

（六）不收报名费，各项目（团体项目除外）获得前 16 名

的运动员的住宿费由组委会负担，其他费用由参赛队自理。

四、竞赛办法

（一）检录时查验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并进行指纹验证。

（二）竞赛日程

第一天：青年男子 500 米（1）、青年女子 1500 米、女子 1500

米、青年男子 500 米（2）、男子 5000 米；



第二天：青年女子 500 米（1）、青年男子 1500 米、男子 1500

米、青年女子 500 米（2）、女子 3000 米；

第三天：女子 1000 米、男子 1000 米、青年女子 3000 米、

青年男子 5000 米；

第四天：女子 500 米（1）、男子 500 米（1）、女子 500 米（2）、

男子 500 米（2）、女子团体追逐、男子团体追逐。

（三）按照近两年单项最好成绩顺序排出参赛的运动员，八

人一段，段内抽签。第一段运动员作为倒数第一组至第四组出发，

第二段运动员作为倒数第五组至第八组出发，依此类推。

500 米比赛均滑两次，两次成绩之和作为最终成绩。男、女

500 米第二次比赛的编组按《规则》执行。若运动员在第一次比

赛中既同道次又成绩相等，则按参赛资格排名进行编组。

（四）团体追逐比赛上场的三名运动员可在报名的四名运动

员中选派。各参赛队按照本队上场三名运动员中 1500 米比赛第

二名运动员成绩进行编组，成绩第一的队伍和成绩第二的队伍为

一组，最后出发；成绩第三的队伍和成绩第四的队伍为一组，倒

数第二出发；依此类推。按照比赛成绩排出名次，前 8名获得冬

运会决赛资格。

（五）采用国际滑联最新竞赛规则。

五、录取名次与奖惩

（一）各项比赛前三名颁发奖牌,前八名颁发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三）如在比赛中发现冒名顶替或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

给予相关单位及相关教练员全国通报批评的处罚，相关运动员将

取消本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各项赛事参赛资格并停止下两个年度

注册参赛资格，运动员所代表单位将取消本赛季所有评选“体育

道德风尚奖”的资格。国家体育总局将视违纪情节，保留对上述

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出进一步处罚的权力。

（四）如有运动员在某一项比赛中无故弃权，将对其给予赛

区通报批评的处罚，同时禁止该运动员参加 2015/2016 和

2016/2017 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各项赛事，并取消本项赛事已取得

的比赛成绩。

（五）取得各项目前 8名的运动员有入选下一年度国家集训

队和国家青年集训队的资格。

六、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监督、正、副裁判长、发令员、记录长、电动、手工计

时长、终点裁判员等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裁

判员总人数不得超过 40 人，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选派一级以上

裁判员。

裁判员于赛前 2天，裁判监督、正、副裁判长、记录长于赛

前 3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人员经费自理。

仲裁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全国青年速度滑冰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5 年 12 月 25 日—27 日在解放军冰上训练基地举行。

二、竞赛项目

女子：小全能:(500 米、1000 米、1500 米、3000 米);

单项：500 米×2、1000 米、1500 米、3000 米；团体追逐（6

圈）；集体出发（10 圈）。

男子：小全能：(500 米、1000 米、1500 米、5000 米)；

单项：500 米×2、1000 米、1500 米、5000 米；团体追逐（8

圈）；集体出发(10 圈)。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

经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批准的参赛单位。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

1、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5-2016 年度

注册合格的速度滑冰运动员，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参赛。

2、上年度获得青年锦标赛男子全能前 12 名的运动员具

有报名参赛资格，且可带本单位一名男子运动员参赛；上年

度获得青年锦标赛女子全能前 12 名的运动员具有报名参赛

资格，且可带本单位一名女子运动员参赛；如运动员交流到

其他单位，所带名额留原单位使用。



3、上年度获得少年锦标赛甲组男、女全能前 12 名的运

动员可以报名参赛。

4、每个单位参赛基数为男、女各 3 人（江苏省为男、

女各 4人）。各单位参赛基数不能转让。

5、年龄规定：1996 年 7 月 1 日至 2001 年 6 月 30 日之

间出生者。

（三）报名方式：

各参赛单位须于赛前 20 天,登陆中国滑冰协会网站

(http://skating.sport.org.cn),点击速度滑冰项目网页,

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于赛前 5 天,逾期不予受理。比赛

相关信息将在该网上公布。联系方式如下：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速度滑冰部

联系人：王丰

电话：010-8831 8262

2、解放军冰上训练基地

联系人：白锐

电话：024 28861009 传真：024 86624641

（四）各参赛队于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人员

经费自理。

（五）赛前 3天免收参赛运动员上冰费。

（六）不收报名费，各单项（团体项目除外）前 16 名、

全能前 20 名的运动员住宿费由组委会负担，其他费用自理。



四、竞赛办法

（一）比赛检录时查验运二代身份证，并进行指纹验证。

（二）竞赛日程：第一天：女子 500 米 1、男子 500 米

1、女子 500 米 2（单项）、男子 500 米 2（单项）、女子 1500

米、男子 1500 米；

第二天：女子 1000 米、男子 1000 米、女子 3000 米、

男子 5000 米；

第三天：女子团体追逐（6圈）、男子团体追逐（8圈）；

女子集体出发（10 圈）、男子集体出发（10 圈）。

（三）各项比赛按 2015--2016 年度全国联赛最好成绩

进行分段抽签，无成绩者在最后一段。

（四）比赛可采用双发形式进行，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速滑部在赛前决定。

（五）采用国际滑联最新规则。

五、录取名次与奖惩

（一）男女各项前三名颁发奖牌，前八名颁发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三）如在比赛中发现冒名顶替或违反体育道德的行

为，将给予相关单位及相关教练员全国通报批评的处罚，相

关运动员将取消本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各项赛事参赛资格并

停止下两个年度注册参赛资格，运动员所代表单位将取消本

赛季所有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资格。国家体育总局将



视违纪情节，保留对上述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出进一步处罚的

权力。

（四）如有运动员在某一项比赛中无故弃权，将给予其

赛区通报批评的处罚，同时禁止该运动员参加 2015/2016 和

2016/2017 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各项赛事，并取消本项赛事已

取得的成绩。

（五）取得各项目前 8名的运动员有入选下一年度国家

集训队和国家青年集训队的资格。

六、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监督、正、副裁判长、发令员、记录长、终点裁判、

电计时长、手计时长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

派。裁判员总人数不得超过 40 人，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选

派一级以上裁判员。

裁判员于赛前 2天，裁判监督、正、副裁判长、记录长

于赛前 3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及超编人员经费自理。

仲裁委员会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全国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6 年 2 月 24 日—27 日在解放军冰上训练基地举行。

二、竞赛项目

女子甲组：全能（500 米、1000 米、1500 米、3000 米）；

短距离团体追逐（3圈）。

女子乙组：全能（500 米、1000 米、 500 米、1500 米）；

短距离团体追逐（3圈）。

男子（甲、乙组）：全能（500 米、1000 米、1500 米、

3000 米）；短距离团体追逐（3圈）。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

经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批准的参赛单位。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

1、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5-2016 年度

注册合格的速度滑冰运动员，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参赛。

2、上年度获得少年锦标赛男女甲、乙组全能总成绩前

12 名的运动员具有参赛资格，且可带本单位相应组别的 1名

运动员参赛，如运动员交流到其他单位，所带名额留原单位

使用。

3、每个单位参赛基数为甲组男、女各 3 人，乙组男、



女各 3人。其中，黑龙江省后备人才中心、吉林省体校、新

疆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沈阳体院、解放军冰上训练基地、长

春市、齐齐哈尔市、吉林市、哈尔滨市体校、江苏省，每单

位参赛基数为甲组男、女各 4人，乙组男、女各 4人，各单

位参赛基数不能转让。

4、男女团体追逐可由不同单位的三名运动员组队参赛。

5、年龄规定：甲组：2001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期间出生者；乙组：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出生者。

（三）报名方式：

各参赛单位须于赛前 30 天,登陆中国滑冰协会网站

(http://skating.sport.org.cn),点击速度滑冰项目网页,

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于赛前 15 天,逾期不予受理。各参

赛单位必须在报名参赛的同时提供参赛运动员的真实年级

证明，并做好赛前组委会要求的文化测试准备工作。比赛相

关信息将在该网上公布。联系方式如下：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速度滑冰部

联系人：王丰

电话：010-8831 8262

2、解放军冰上训练基地

联系人：白锐

电话：024 28861009 传真：024 86624641



（四）各参赛队于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人员

经费自理。

（五）赛前 3天免收参赛运动员上冰费。

（六）不收报名费，获得全能项目前 20 名的运动员住

宿费由组委会负担，其他费用自理。

四、竞赛办法

（一）比赛检录时查验二代身份证，并进行指纹验证。

（二）竞赛日程：

第一天:文化测试。

测试科目：语文（40 分）、数学（30 分）、英语（20 分）、

体育专项常识（10 分）。

测试范围：各年级按照相应的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实验稿）》为依据，以人教版教材为范本。

第二天:进行基本技术测验，甲组男子短距离团体追逐、

甲组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乙组男子短距离团体追逐、乙组

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

第三天：甲组男子 500 米、乙组男子 500 米、甲组女子

500 米、乙组女子 500 米、甲组男子 1500 米、乙组男子 1500

米、甲组女子 1500 米、乙组女子 1000 米；

第四天:乙组女子 500 米、甲组女子 1000 米、甲组男子

1000 米、乙组男子 1000 米、乙组女子 1500 米、甲组女子

3000 米、甲组男子 3000 米、乙组男子 3000 米。



（三）各项比赛按上年度全国少年锦标赛成绩进行分段

抽签，无成绩者在最后一段。

（四）比赛可采用双发形式进行，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速滑部在赛前决定。

（五）采用国际滑联最新规则。

五、录取名次与奖惩

（一）由四项积分的 55%的比赛成绩、35%的基本技术测

验成绩和 10%的文化测试成绩（文化测试成绩计入总成绩时，

按照扣除分数计入）相加的总成绩决定名次。甲、乙组男、

女全能总成绩前三名颁发奖牌,全能前八名颁发证书。如总

成绩相等，则以比赛全能成绩靠前者为先。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三）严禁文化测试弄虚作假和考场舞弊行为，违规及

处罚办法参照《全国青少年比赛赛前运动员文化测试工作管

理办法》执行。

（四）如在比赛中发现冒名顶替或违反体育道德的行

为，将给予相关单位及相关教练员全国通报批评的处罚，相

关运动员将取消本赛季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各项赛事参赛资

格并停止两个年度注册参赛资格，运动员所代表单位将取消

本赛季所有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资格。国家体育总局

将视违纪情节，保留对上述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出进一步处罚

的权力。



（五）如有运动员在某一项比赛中无故弃权，将给予其

赛区通报批评的处罚，同时禁止该运动员参加 2015/2016 和

2016/2017 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各项赛事，并取消本项赛事已

取得的成绩。

（六）取得各项目前 8名的运动员有入选下一年度国家

青年集训队的资格。

六、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监督、正、副裁判长、发令员、记录长、终点裁判、

电计时长、手计时长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

派。裁判员总人数不得超过 40 人，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选

派一级以上裁判员。

裁判员于赛前 2天，裁判监督、正、副裁判长、记录长

于赛前 3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及超编人员经费自理。

仲裁委员会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6 年 3 月 17 日—20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冰上训练基

地举行。

二、竞赛项目

女子全能：500 米、1500 米、3000 米、5000 米；

女子短距离全能：500 米、1000 米、500 米、1000 米；

男子全能：5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

男子短距离全能：500 米、1000 米、500 米、1000 米。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

经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批准的参赛单位。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

1、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5-2016 年度

注册合格的速滑运动员，持二代身份证参赛。

2、本赛季全国联赛长距离项目（女子 1500 米、3000 米

/5000 米，男子 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积分和）名次积

分前 24 名运动员。

3、本赛季全国联赛短距离项目（500 米、1000 米积分

和）名次积分前 32 名运动员。

4、本年度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滑联赛事的运动员可直接



参赛。不占已获参赛资格运动员的名额。

5、各队可报基数 1 名，必须是参加过 2015-2016 年度

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的运动员。

（三）报名方式：

各参赛单位须于赛前 20 天,登陆中国滑冰协会网站

(http://skating.sport.org.cn),点击速度滑冰项目网页,

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于赛前 5 天,逾期不予受理。比赛

相关信息将在该网上公布。联系方式如下：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速度滑冰部

联系人：王丰

电话：010-8831 8262

2、黑龙江省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联系人：陈阿娟

电话：0451 82591257

传真：0451 82591250

（四）各参赛队与赛前 2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人员

经费自理。

（五）赛前 3天免收参赛运动员上冰费。

（六）不收报名费，获得全能前 20 名的运动员住宿费

由组委会负担，其他费用自理。

四、竞赛办法

（一）比赛检录时查验二代身份证，并进行指纹验证。



（二）竞赛日程：

第一天：女全 500 米、男全 500 米、女全 3000 米、男全

5000 米；

第二天：女全 1500 米、男全 1500 米、女全 5000 米、男

全 10000 米；

第三天：女短 500 米、男短 500 米、女短 1000 米、男短

1000 米；

第四天：女短 500 米、男短 500 米、女短 1000 米、男短

1000 米。

（三）参加男、女全能第四项比赛的运动员人数为 24

人，男、女短距离全能第四项比赛的人数为 24 人。

（四）各项比赛按 2015-2016 赛季全国联赛中的单项最

好成绩进行分段抽签，无成绩者排在最后一段。

（五）参加男、女全能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滑完前三项

比赛，取得有效成绩，其在比赛中取得的名次方为有效。

（六）比赛可采用双发形式进行，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速滑部在赛前决定。

（七）采用国际滑联最新规则。

五、录取名次与奖惩

（一）男女各项全能成绩前三名颁发奖牌，前八名颁发

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三）如在比赛中发现冒名顶替或违反体育道德的行

为，将给予相关单位及相关教练员全国通报批评的处罚，相

关运动员将取消本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各项赛事参赛资格并

停止下两个年度注册参赛资格，运动员所代表单位将取消本

赛季所有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资格。国家体育总局将

视违纪情节，保留对上述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出进一步处罚的

权力。

（四）如有运动员在某一项比赛中无故弃权，将给予其

赛区通报批评的处罚，同时禁止该运动员参加 2015/2016 和

2016/2017 赛季全国速度滑冰各项赛事，并取消本项赛事已

取得的比赛成绩。

（五）取得各项目前 8名的运动员有入选下一年度国家

集训队和国家青年集训队的资格。

六、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监督、正、副裁判长、发令员、记录长、终点裁判、

电计时长、手计时长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

派。裁判员总人数不得超过 40 人，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选

派一级以上裁判员。

裁判员于赛前 2天，裁判监督、正、副裁判长、记录长

于赛前 3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及超编人员经费自理。

仲裁委员会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