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

竞 赛 规 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中国龙舟协会

政协厦门市委员会

福建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

厦门市体育局

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会

厦门广电集团

三、协办单位

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

四、竞赛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6 月 3 日下午

地点：中国福建省厦门市集美龙舟池

五、参加单位

以发邀请函的形式邀请 12支队伍参加比赛

六、竞赛项目

22人龙舟拔河公开赛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龙舟协会审订的 2014 年版《龙舟竞赛规则》和本



次赛事特定的办法。

（二）参赛队人数。各队限报 29人，其中领队 1人、教练 1 人，鼓手

1 人、舵手 1 人、牵引员 1 人（体重限制 75kg 以下）、划手 20人、替补队

员 4 人。

（三）比赛龙舟由大会提供。各队可自带划桨，划桨规格须符合中国

龙舟协会竞赛规则要求，颜色一致；舵采用固定式舵。

（四）比赛采用坐姿。

（五）各参赛队报名时需提供电子版个人免冠白底证件照，照片要注

明本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或有效证件号（范本参照附件 4），以电子邮件形式

发送至中国龙舟协会和赛事组委会，用以制作运动员证及检录卡。

（六）参赛队报名确认后，不再受理更换运动员名单。

（七）比赛方法：

1、比赛分为上、下半区。根据 2017 年第四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的

成绩，前四名设为种子队（如有队伍缺席，由第五名队伍递补，依此类推），

一号种子安排在上半区的顶部；二号种子安排在下半区的底部；三号种子

安排在下半区的顶部；四号种子安排在上半区的底部，其它 8 支队伍抽签

进入各区对应的编号（详见分组对阵表）。

第一轮：种子队轮空，其它队伍根据拔河比赛分组对阵表进行单淘汰

赛，获胜的队伍进入第二轮 1-8 名、落败的队伍进入 9-12 名的比赛；

第二轮：种子队与第一轮获胜的队进行比赛，胜队进入第三轮 1-4 名

的比赛、负队进入 5-8 名的比赛；其他场次依此类推；

第三轮：胜队获得 1-2 名比赛资格、负队获得 3-4 名比赛资格；其他

场次依此类推；



第四轮：分别决出第 1-12 名。

（1）拔河比赛分组对阵表：

（2）每场比赛采用 3局 2胜制，每局限时 1 分钟。

（3）4 支参赛队同时入场，2场比赛交替进行。

（4）每场比赛中局与局之间不允许换人。

（5）参赛减员：当教练员（队长）声明减员时，最多可减少 2名划手。

（6）抽签：



a.第一轮分组在领队、教练、裁判长联席会议上抽签决定。

b.第一局比赛的场地选边（舟号）于赛前在检录处抽签决定。

c.第二局比赛的场地（舟号）交换。

d.第三局重新抽签决定场地（舟号）。

（7）比赛胜负：

a.在限定时间内将中央红色标志带拉至本方白色胜负标志线的队

获胜。

b.在限定时间内任何一方均未将中央红色标志带拉至本方白色胜

负标志线，则以中央红色标志带更靠近白色胜负标志线的一方获胜。

c.每场比赛先胜两局的队为该场比赛的获胜者。

八、参赛资格

（一）参赛人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当年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具有着衣

无协助游水 200 米以上能力。

（二）参赛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自行办理本年度或本次比赛人身意外保险，保

险金额不得少于 60 万元/人，并提供保险单复印件；运动员必须穿救生衣

参加比赛。

（四）每个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奖励前六名，颁发奖杯、奖金。

（二）名次奖金（人民币，实发金额）分配如下（单位：元）

名 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男 子 40000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三）台湾每支参赛队伍给予 1万元人民币鼓励奖。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请受邀请参赛单位于 2018 年 5月 15 日前将确认函传真至赛事组委

会；报名表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前将电子版以电子邮件形式（不接受传真）

报送中国龙舟协会和赛事组委会。

2．中国龙舟协会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系人：李汉杰、吕 冉

联系电话：+86-10-67128832

电子邮箱：zglzxh@126.com

3．赛事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 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石鼓路 8号

邮 编：361021

联系电话：+86-592-6192198

传 真：+86-592-6192197

电子邮箱：jmdragonboat@sina.com

（二）报到

参赛队请于 2018 年 5月 31 日致电赛事组委会确认报到。

十一、日程安排

（一）5月 31 日：报到。

（二）6 月 1日：适应场地训练；下午 16:00 召开领队、教练、裁判长

联席会议。

（三）6月 3 日：下午进行拔河比赛及拔河比赛颁奖仪式。

mailto:jmdragonboat@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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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月 4 日上午离会。

十二、仲裁、裁判

（一）大会设仲裁委员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和承办单

位有关人员担任。

（二）本次比赛的裁判长、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和中国龙舟协会选派，工作人员由承办地选派。

十三、未尽事项另行通知，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龙舟协会。

附件：1.第五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确认函

2.第五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报名表

3.参赛队伍简介

4.参赛队队员电子版个人证件照参照范本



第五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

确 认 函

（2018 年 5月 15 日前提交）

我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队伍名称）确认报名参加

2018 年 6月 3 日下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厦门集美站）”

的比赛。

本参赛队郑重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如有违反，由本

参赛队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证身体健康，能够着装游泳 200 米以

上，比赛期间将严格遵守赛会章程，服从裁判判罚,若有违反，同意接受组

委会按赛会组织章程及相关规定处罚；在参赛期间发生的各种人身意外伤

亡，除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外，其他均由本参赛队或参赛队员自行负

责，与主办方无关。

领队/教练：

地 址：

电 话： / / （办公室）

（国家代码）（地区代码） （电话号码）

/ / （手机）

传 真：

电子邮件：

日 期：



第五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

报 名 表
（截止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

领队签名：

职务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性别 证件号码 国籍 职业

领队

教练

鼓手

舵手

拉绳

员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划手

替补

替补

替补

替补



参 赛 队 伍 简 介

（请与报名表同时提供）

1、队伍名称（如果可能，提供中文名称）

2、队伍简介

3、主要比赛成绩

5、队伍集体相片



参赛队队员电子版个人证件照参照范本

姓名： XXX

证件号：XXXXXXXXXXXXXXXX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