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广州站） 

竞赛规程 

 

    为丰富和活跃青少年儿童业余文体生活，促进文化建设

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更好地规范、扶持、推动全国快乐体

操运动的开展，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

协会将于 2017年举办全国快乐体操比赛（广州站），并委托

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心推广和运营。广州站比赛将

以《全国快乐体操等级锻炼标准》（2016 版） 中二级至五

级的规定动作为正式比赛内容。本次比赛规则以中国体操协

会于 2017 年公布的《快乐体操评分规则（2017 年试行版）》

执行。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体操协会 

（二）赛事运营单位: 

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心 

（三）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全国快乐体操协会广东省快乐体操委员会 

（四）协办单位：  

西安快乐优能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育爱基金 

深圳市达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杨威 Happy Gym 

清德智体（北京）科技有限中心 

二、竞赛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10月 20日（周五） 19:30-21:30 报道 

10月 21日（周六） 

8:00-9:30 开幕式彩排 

10:00-11:00 开幕式 

11:00-12:00 第一场比赛 

14:00-18:00 第二场比赛 

19:00-21:00 机动场次 

10月 22日（周日） 

9:00-12:00 第三场比赛 

14:00-18:00 第四场比赛 

18:00- 离会 

注:根据实际报名情况，比赛日程可做调整。报名结束后将

公布最终日程。 

三、比赛地点 



广州体育学院东门体育馆 

四、比赛内容 

（一）接力通关赛  

（二）器械比赛 

（三）集体自由体操赛 

（四）创意搭建赛 

（五）健康家庭赛 

五、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  

国内、国际和港澳台地区家庭、幼儿园、小学校、俱乐

部、少年宫等均可参加比赛。 

（二）参赛组别 

   1、接力通关赛按 5个组别划分：幼儿园组、小学一年级

组、小学二年级组、小学三年级组、小学四年级组。 

2、器械比赛和集体自由体操比赛按照 5个组别划分：幼

儿园组、小学一年级组、小学二年级组、小学三年级组、小

学四年级组。幼儿园组可报二、三、四级动作，小学组可报

三、四、五级动作。 

    3、创意搭建赛无组别、级别划分。 

4、健康家庭赛按照 2 个组别划分：幼儿园组、小学组。

无级别划分。          



5、如同一组别相同级别报名队伍不足 3队，则向高一

组别合并。（例：小学一年级组三级报名不足 3队，则与小

学二年级组三级合并为一组，以此类推）。 

    （三）参赛人数   

    1、接力通关赛： 

    分为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项目，男子团体由 4 名男队员

组成，女子团体由 4 名女队员组成。 

    2、器械比赛：  

   团体赛：分为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项目，男子团体由 4

名男队员组成，女子团体由 4名女队员组成。每名参赛队员

限报一个级别。 

    3、集体自由体操赛：  

团体赛：由 6-8人组成，性别不限。每个单位相同组别、

级别限报两队。每名参赛队员限报一个级别。 

4、创意搭建赛： 

搭建赛：每个参赛单位派出 8-10名队员，年龄性别不限。

可有 1名教练参加。每个单位限报两队。 

5、健康家庭赛： 

家庭赛：由参赛队员与父母任意一方组成队伍进行比赛。

每个参赛队伍先报五组家庭赛。 

6、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 1-4名、保育员或队

医 1 名。  



7、如报名参赛队伍过多，组委会有权与各报名单位沟通

并决定最终参赛队伍。          

    六、评分规则  

（一）本次赛事接力通关赛、器械比赛、集体自由体操

赛参照《全国快乐体操评分规则（2017 年试行）》 执行。  

（二）创意搭建赛 

1、比赛内容： 

①在规定时间 1分钟以内将选中的模块自行搬运至指定

区域。在模块搬运过程中，每一名队员一次只能搬运一个模

块，可队员之间相互交替搬运以及分工完成。（教练只参与

指导，不参与实践。第一环节总时长为 1 分钟） 

②在规定时间 1 分钟以内将已选择的模块进行创意搭建，

（教练只参与指导，不参与实践。第二环节总时长为 1分钟） 

③在规定时间 1分钟以内，教练进行解读创意。（主题不

限，要求思想积极向上，传递健康快乐体操精神。） 

注：每次上场 2支队伍，在模块相同、搬运模块距离相

同、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各队进行选择模块以及进行搭建。 

2、评分标准，评分以 0.1 分为最小单位： 

评分因素 评分内容 分值 

创意编排 

主题风格 

巧妙搭建 

突破创新 

5 分 



完成情况 搭建稳定 3 分 

表演 
剧情投入 

团队合作 
2 分 

 

（三）健康家庭赛 

1、比赛内容：  

①宝贝通关赛 

动作要求：由家长带领孩子或孩子独立完成，由赛事组

委会统一搭建专门设计的幼儿往返通关路径{包括-走-跳-

爬-翻滚动作，可参照接力通关赛设置}掉落器械必须从原地

开始，继续完成比赛内容。父亲或母亲随同保护、辅助，宝

贝通关成功要给“爸爸或者妈妈一个大大拥抱”随即马上进

行第二个内容。 

②强壮爸爸：30个俯卧撑 

动作要求：双手按地，略宽于肩，双腿向后伸直。屈臂，

使身体平直下降，肩、肘保持同一平面，躯干、臀部、下肢

挺直，撑起后回到原姿势算一次 

③美丽妈妈：15个仰卧起坐 

动作要求：双腿屈膝仰卧于地面，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臀部～后  腰～背部～肩胛骨～双肩均于地面完全贴合，双

臂交叉放于胸前，收腹坐起后，与对面坐在妈妈脚上的宝贝

双手击掌计数一次。 



2、评分办法：以两项内容加起来所用时长的长短进行评

比。 

    七、晋级 

    本次赛事获得接力通关赛、器械比赛、集体自由体操赛

任意一项前 3名的单位，均可报名参加总决赛。 

    八、成绩与奖励  

    （一）在接力通关赛中分别录取各组别男子团体和女子

团体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二）在器械比赛中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男子团体和

女子团体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团体成绩以四人总分高

者，名次列前。若总分相同，以累计获得 5分多者列前，以

此类推。 

（三）在集体自由体操赛中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一等

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四）在创意搭建赛中分别录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

奖，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五）在健康家庭赛中各组别分别录取一等奖、二等奖

和三等奖，排名数字小者，名次列前。 

（六）所有比赛均将按照 40%、40%、20%的比例确定一

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获得者，颁发获奖证书及奖牌。为

参加健康家庭的运动员颁发“健康家庭”获奖证书。 

（七）特殊奖项 



    1、优秀组织奖： 

     为参赛人数最多的前八个报名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2、最佳团队奖： 

  将评选出在全部比赛中表现最出色的一支队伍颁发最佳

团队奖，最终由赛事组委会评定。 

    3、优秀教练员奖： 

    获得各项目、各组别、各级别第一名的运动队教练，可

获得优秀教练员奖。如同时报名多位教练，将默认报名表上

姓名排列在第一位的教练获得此奖。 

    九、报名方式  

（一）各参赛单位应先登陆网站

Http://www.kuaileticao.com 进行单位和人员注册报名，网

站截止日期 2017年 10 月 12日 12：00。同时请于 2017年

10 月 13 日 18：00 前（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将参赛单位简

介，包含 80 字左右文字叙述以及 4 张照片，发送至邮箱：

(gdskltc@163.com)。 

   （二）每位运动员必须填写《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

书》（附件一），《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 1 份，先由运

动员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将原件扫描件指定邮箱。 

    （三）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报名参赛的运动员、领队、教

练员和工作人员办理参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建

http://www.kuaileticao.com/


议同时购买往返交通意外保险)，并提供原件扫描件，与《告

知书》一起发送至指定邮箱。 

（四）各参赛单位可报 1 名裁判员，须持有快乐体操辅

导员证书（本队教练员如持有辅导员证书，可兼任裁判员）。

裁判员服装自带，要求男子着白衬衫、领带、深色西服套装，

深色色皮鞋；女子着白色衬衫、深色套装，深色皮鞋。（最

终由赛事组委会发确认函统一安排裁判工作）。 

（五）报到前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赛，允许更换(更换

者须符合参赛要求)，但必须在报到前以书面形式上报组委

会批准，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 

    （六）报名后如需退出比赛，务必在赛前一周告知组委

会。  

   十、参赛队资格 

   （一）参赛资格参赛队必须符合竞赛规程的规定；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竞赛规程资格的规定； 

   （三）参赛运动员不能同时代表两个及以上单位参加比

赛。     

    十一、联系方式 

   网站报名联系人：程相龙 18639352721 

                   贡  华 18552188280 

   规程解答联系人：田  坤 13926485116 

                   李  萌 1390115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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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指南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请于 10 月 20 日中午 17:00-19:00 前往广州大道中

1268号，广州体育学院东门体育馆处报道。 

（二）交通指南 

（1）广州火车东站——广州体育学院东门体育馆，步

行 5 分钟即到。 

（2）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转乘 3 号线（或 

1 号线）到广州火车东站 G 出口，步行 8 分钟即到。 

（3）广州火车南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转乘 1 号线

到广州火车东站 G 出口，步行 8 分钟即到。 



（三）酒店介绍 

大荣酒店  ——  020-87014488 

莫泰 168  ——  020-66852999 

联系人：田 坤   13926485116 

（本次大赛食宿自理，需要入住酒店的各代表队，可与

酒店联系人联系确认。） 

（四）费用 

赛事场地管理费：200 元/人 

请于 10 月 13 日前将赛事场地管理费汇款至以下账

号： 

账户名称：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账 号：4403 6201 0400 04444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越秀区东华西支行 

（五）开幕式 

组委会将于比赛前一周将开幕式所需素材以 MP4 格式

发放各参赛队，届时请各参赛队务必认真学习。 

（六）组委会联系人 

田  坤 13926485116 

杜永祥 15521091051 

十四、未尽事宜 

（一） 本规程未尽事宜，解释权隶属中国体操协会所有。  

（二） 竞赛其他信息将在补充通知中说明。    



                           

广东省体操技巧协会       全国快乐体操推广委员会 

 

 

 

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心 

 

 

2017 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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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自愿报名参加 2017 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广州站）并签署

本责任书。 

二、本人愿意遵守大会的所有规则规定及采取的措施。 

三、本人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

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 

四、本人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

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

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

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 

八、本人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

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运动员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家长（监护人）签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2017 年  月 日 

 

参赛单位名称及盖章: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 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及其监

护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单位公章，与报名表一起发送至报名邮

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