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国际马联（FEI）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际马术联合会
中国马术协会
北京市体育总会
二、承办单位
华夏新国际体育娱乐（北京）有限公司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 年 8 月 24 日－8 月 26 日，北京朝阳公园马术场地
四、参赛单位
（一）2018 年度国家体育总局马术项目注册代表单位及中国马术
协会注册会员。
（二）受邀国家和地区协会代表单位。
（三）省、市、自治区协会代表单位。
五、竞赛项目
（一）0.80 米少年组记分赛
（二）1.05 米少年组分段赛
（三）1.10 米少年组菁英杯赛
（四）1.10 米少年组国家杯
（五）0.90 米青年组记分赛
（六）1.15 米青年组分段赛
（七）1.20 米青年组菁英杯赛
（八）1.20 米青年组国家杯
（九）0.60 米 U25 青少年争先赛（国家级）

六、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如下： 14－18 周岁为少
年组，16－21 周岁为青年组（注：16 至 18 周岁的运动员只可选择其
中一个组别参加比赛）
。U25 青少年争先赛参赛年龄段为 7－25 周岁，
运动员和马主均可参赛。运动员需具有国际马术联合会批准的注册号。
中国运动员须完成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马术协会或省、市、自治区协
会代表单位 2018 年度注册手续，且符合马术项目骑手分级管理实施
细则。国际运动员由所属国家或地区协会推荐并报名。
（二）各单位自带马匹参赛。参赛马匹须有国际马术联合会颁发
的马匹护照和中国马术协会颁发的马匹护照，参加少年组比赛的马
匹马龄须为 6 岁及以上（2012 年及以前出生）。参加青年组比赛的
马匹马龄须为 7 岁及以上（2011 年及以前出生）。同一级别，每名
运动员最多可报两匹马参赛，同一匹参赛马匹同一天出赛不得超过
两次且为同一运动员所骑乘。
（三）参赛马匹赴赛区前须办理相关检疫手续，并由所在地、县
级兽医站出具检疫合格证明，随马匹到赛区时递交赛事组委会。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下列规则：
国际马联章程 23 版，2014 年更新。
国际马联总规 23 版，2017 年 1 月 1 日更新。
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5 版，2017 年 1 月 1 日更新。
国际马联兽医规则 13 版，2017 年 1 月 1 日更新。
特殊修订条款的执行，以国际马术联合会和主办单位下发通知为
准。
（二）0.80 米少年组记分赛为一轮制，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障
碍数量为 10-12 道，障碍高度为 0.60-0.80 米，宽度为 0.70-0.90
米，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50 米，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
269.1.2.3.5 执行。以 1-10 分分别记分，每完成相应分数障碍则获

得相应积分，违规不记分。最后一道障碍设为魔鬼障碍，成功完成魔
鬼障碍获得 20 分，若失败则扣掉 20 分。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
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
（三）1.05 米少年组分段赛为一轮制，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障
碍数量为 10-12 道，
障碍高度为 1.00 米-1.05 米，
宽度为 1.10 米-1.15
米，行进速度每分钟 350 米，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 274.5.3
执行。若零罚分完成第一段比赛，则自动进入第二段比赛，若发生障
碍或时间罚分完成第一段比赛，则无法进入第二段比赛。根据国际马
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
（四）1.10 米少年组菁英杯赛为一轮制，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障碍数量为 10-12 道，障碍高度为 1.00 米-1.10 米，宽度为 1.10 米
-1.20 米，行进速度每分钟 350 米，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
238.2.2 执行。如果第一名的运动员出现罚分相同，则进行争时附加
赛。若附加赛罚分相同，附加赛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五）1.10 米少年组国家杯为两轮团体赛，第一轮团体出场顺序
由抽签决定，团体成绩排名前四的代表队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团体出
场顺序为第一轮团体成绩倒序，若出现成绩并列，保持第一轮顺序。
比赛障碍数量为 10-12 道，障碍高度为 1.00 米-1.10 米，宽度为 1.10
米-1.20 米，行进速度每分钟 350 米。比赛不争时，设允许时间，根
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每轮比赛取前三名
最好成绩作为团体成绩，团体名次按两轮团体成绩相加最终排名。若
团体第一名出现罚分相同的代表队，则由各队选派一名骑手进行争时
附加赛。若附加赛罚分相同，附加赛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其他名
次出现罚分相同，则名次并列。
国家杯是唯一由官方代表队代表其国家马术协会的比赛，为保持
其特殊性，不设个人排名。
（六）0.90 米青年组记分赛为一轮制，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障
碍数量为 10-12 道，障碍高度为 0.70-0.90 米，宽度为 0.80-1.00
米，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50 米，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
269.1.2.3.5 执行。以 1-10 分分别记分，每完成相应分数障碍则获

得相应积分，违规不记分。最后一道障碍设为魔鬼障碍，成功完成魔
鬼障碍获得 20 分，若失败则扣掉 20 分。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
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
（七）1.15 米青年组分段赛为一轮制，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障
碍数量为 12 道，障碍高度为 1.05 米-1.15 米，宽度为 1.15 米-1.25
米，行进速度每分钟 350 米，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 274.5.3
执行。若以零罚分完成第一段比赛，则自动进入第二段比赛，若发生
障碍或时间罚分完成第一段比赛，则无法进入第二段比赛。根据国际
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
（八）1.20 米青年组菁英杯赛为一轮制，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障碍数量为 12 道，
障碍高度为 1.10 米-1.20 米，宽度为 1.20 米-1.30
米，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50 米，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
238.2.2 执行。如果第一名的运动员出现罚分相同，则进行争时附
加赛。若附加赛罚分相同，附加赛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九）1.20 米青年组国家杯为两轮团体赛，第一轮团体出场顺序
由抽签决定，团体成绩排名前四的代表队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团体出
场顺序为第一轮团体成绩倒序，若出现成绩并列，保持第一轮顺序。
比赛障碍数量为 12 道，障碍高度为 1.10 米-1.20 米，宽度为 1.20
米-1.30 米，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50 米。比赛不争时，设允许时间，
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每轮比赛取前三
名最好成绩作为团体成绩，团体名次按两轮团体成绩相加最终排名。
若团体第一名出现罚分相同的代表队，则由各队选派一名骑手进行争
时附加赛。若附加赛罚分相同，附加赛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其他
名次出现罚分相同，则名次并列。
国家杯是唯一由官方代表队代表其国家马术协会的比赛，为保持其特
殊性，不设个人排名。
（十）U25 青少年争先赛 60cm 级别（国家级）为一轮制，出场顺
序由抽签决定。障碍数量为 10-12 道，障碍高度为 0.50-0.60 米,
宽度为 0.60 米-0.70 米，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50 米，按照国际马联
场地障碍竞赛规则 239&263 执行。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

罚 C 表进行评判，每碰落一道障碍四秒罚分，加上比赛所用时间，取
得的分数以秒计算，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八、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人选由国际马联和主办单位指定，
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选派。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相关仲裁办法执行。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比赛各级别前 3 名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前 6 名马
匹佩戴马花。
（二）除青年组、少年组国家杯级别前 4 名各颁发团体奖金
外，其他各级别比赛前 12 名颁发奖金。
十、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运动队通过网站登陆完成相关报名事宜，联系
人 :

逄 云 龙 ， 联 系 电 话 :15726601677 ， 邮 箱 :

pangyunlong@chinacnsi.com，报名完成后进行资格审核。逾期报名,
按不参加论。截至比赛验马前,各参赛单位可按照规则规定在报名的
替补运动员和马匹范围内更换运动员或马匹,替补马匹必须参加赛前
验马。
（二）参赛运动员、工作人员、大会指定裁判员和参赛马匹于赛
前 2 天到赛区报到。
十一、相关费用
（一）报名费：500元／人马组合／级别。马厩费：500元/马（含
垫料费）。
（二）请参照赛事报名通知中的缴费流程付款。请注明汇款单位
或个人，以便进行报名核证和开具合法发票。
（三）马厩费信息详见赛事报名通知。

（四）各参赛单位/运动队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赛运动员和马匹在比赛期间的意外保险由各参赛单位/
运动队自行办理。参赛运动员和马匹在比赛期间所发生的伤害与意外
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二、其他
（一）参赛马匹须按规定注射马流感疫苗。
（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