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 赛 细 则（试行） 
 

本细则是参考国际雪联《越野滑雪竞赛细则》2012中英对照版（滑轮竞赛部分），并根据

越野滑雪（滑轮）项目的实际需求，以及主办方能提供的场地和技术条件拟定的。本细则将在

全国赛艇锦标赛越野滑雪（滑轮）比赛项目中采用。 

一、比赛场地 

滑轮比赛可以在沥青路面、塑胶跑道的田径场或相似的人工路面上进行。线路设计必须考

虑运动员安全，线路上的障碍物或危险物体必须重新移动，如果不能移动，必须清楚标记，必

要时加护垫加以保护。 

必须设有热身赛道和准备区，并且安全保护措施要和比赛场地一样。 

比赛的具体线路，参见赛会秩序册或组委会在场地布放的《比赛路线示意图》。 

比赛形式 自由技术 

间隔出发（1.2 公里） 

线路 

线路宽度 10米 

起点 

出发道数 1条 

终点 

总宽度（最小） 9米 

冲刺道数 3条 

间隔 

每人间隔秒数 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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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出发（5 公里） 

线路 

线路宽度（最小） 7米 

起点 

出发道数 1条 

终点 

总宽度 9米 

冲刺道数 3条 

间隔 

每人间隔秒数 30秒 

集体出发（4x1.2 公里接力） 

线路 

线路宽度（最小） 10米 

起点 

组织/准备 平行式出发 

起点区宽度（最小） 10米 

出发道数 4条 

终点 

总宽度（最小） 9米 

冲刺道数 3条 

接力区 

长度 30米 

宽度 10米 

间隔出发（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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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线路宽度（最小） 8米 

起点 

出发道数 1条 

终点 

总宽度 9米 

冲刺道数 3条 

间隔 

每人间隔秒数 30秒 

二、比赛装备 

（一） 比赛采用的滑轮装备必须使用已经商用化的产品。本次比赛则由赛事组委会统一提供

滑轮装备（包括：滑轮、固定器、雪靴、雪杖），头盔、护具、护目镜由参赛者自备。 

（二）滑轮的直径不能超过 100mm；轮轴之间的距离不少于 530mm。 

（三）越野滑雪（滑轮）比赛时必须使用雪杖。 

（四）在正式训练和比赛期间，运动员必须佩戴头盔和护目镜。 

（五）必须用标记过的滑雪板（滑轮）和用自身的力量滑完全程。不允许有领滑人或有他人的

推力帮助。 

（六）在越野滑雪（滑轮）竞赛中，运动员可以在比赛期间更换或修理器材。（若一支滑板

（轮）或固定器折断或损坏，则可以更换。器材的损坏须在赛后交予仲裁委员会确认。）进行

滑轮更换。运动员必须在赛道外进行器材更换，并且不可有他人帮助。 

（七）如果比赛组织者提供官方滑轮设备，在正式训练期间或比赛前的滑轮修理只能在主办方

提供的官方服务点进行。 

三、出发号码 

（一）出发号码必须在运动员的前胸、后背都能看见。出发号码不得对运动员的比赛有任何阻



 

4 

碍。 

（二）号码布规格与形状以及佩戴方式不得任意改动。组委会负责准备实用的出发号码。短距

离和追逐比赛以及集体出发比赛的出发号码还须在手臂下方的两侧印号码。 

四、竞赛细则 

（一）竞赛形式 

    可以使用以下比赛形式和推荐距离，比赛可以采用传统或自由技术进行： 

比赛形式 比赛距离（公里） 比赛场地赛道长度（公里） 

1.2 公里间隔出发比赛 1.2 0.6 

5 公里间隔出发比赛 5 2.5 

10 公里间隔出发比赛 10 2.5 

1.2×4公里集体出发比赛 4.8 0.6 

 

（二）出发准备区 

    在比赛起点线附近将划定一个热身区，比赛前运动员可以在此区域内进行热身，等待出发。 

（三）比赛出发 

1. 间隔出发 

在出发前10 秒钟，发令员对每名运动员发出“注意（Attention）”的提示。在

出发前5 秒钟开始倒数“5-4-3-2-1”，接着发出“出发”信号。如果采用电子计时，

应在下达出发命令的同时，发出声音电子信号。 

在发令员发出出发命令之前，运动员必须将双脚静止放置在起点线后，雪杖要静

止地放在出发线和/或出发门上。 

运动员可在出发信号前3 秒或之后3 秒内的任何时间出发。如果他在超出出发信

号3 秒钟之前出发，应视为出发失败。若在出发信号后3 秒钟之后出发，将按出发顺

序表上的时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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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力出发 

在起点处设置一条出发线和预备出发线，二者间隔一米。运动员被召集到预备出

发线处并作指导，出发线应该明显标记。发令员发出“到你出发的位置”，运动员到

出发线。当所有运动员做好准备，发令员发出“预备”，所有运动员保持静止状态直

到发令员给出出发信号。 

（四）途中超越细则 

1. 在间隔出发比赛中，如果某一名运动员被超越，第一时间内让出赛道。 

2. 在所有比赛中，如果发生被超越，运动员彼此不能发生阻挡。纠正线路责任在无阻挡

运动员。超越运动员必须将其雪板置于被超越运动员最佳线位置。 

3. 运动员务必对信号牌、指示牌和指示物、障碍物保持足够的重视。 

4. 运动员不得在赛道上停止滑行，如欲退出比赛，在不影响身后的参赛选手正常比赛的

前提下，必须迅速从赛道一侧离开赛道。 

5. 前方运动员无意摔倒而阻挡赛道时，后方运动员必须绕行或停止划行，保证人身安全。 

6. 在长距离比赛进行中，允许参赛队为运动员提供补给，但必须在官方规划的固定地点

（补给站）递送，不得以跟跑（跟滑）方式递送补给，违者将予以处罚。 

（五）终点区细则 

1. 运动员通过终点时，必须装备齐全成绩方为有效。包括：滑轮、雪靴、雪杖、头盔、护

目镜。 

2. 若运动员在冲刺阶段跌倒，其不能借助任何外力，必须独立地通过终点线，成绩方为有

效。 

3. 无论是在途中还是在通过终点线前，运动员不得丢弃手中的雪杖。 

（六）终点计时细则 

1. 比赛将采用电子计时装置，人工计时将作为电子计时的备份系统，在电子计时系统正

常工作情况下，成绩以电子计时系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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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在比赛期间电子计时经常或全部失效，则对所有运动员使用人工计时。使用人工

计时，以运动员的前脚尖通过终点线为计时点。 

3. 涉及到运动员排名的摄影定格判断，是根据他们前脚尖越过终点线垂直面的顺序来确

定。 

4. 若运动员在通过终点线时跌倒，且其身体的任何部分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情况下穿

过终点线，则将按照前轮越过终点线垂直面来确定其结束时间。 

5. 对所有成绩的记录和计算要精确到 1/100秒。 

（七）团体接力细则 

1. 在团体接力中，当两名运动员都在接力交接区内时，由到达运动员用手拍击下一棒接

力运动员身体的任意部分，完成交接。 

2. 下一棒接力运动员只有在被召集时，方可进入接力交接区。 

3. 禁止用任何方式推送将出发的运动员。 

（八）官员和其它人员责任 

1. 在需要时，技术代表可对官员、新闻媒体人员、服务人员和其他非运动员人员做出特

殊规定，以保证赛前、赛中和赛后,赛道上、场地内和各队准备区内的秩序。 

2. 为了保证线路的秩序和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从出发前5分钟到线路关闭员已通过前，任何官员、教练、非运动员和其他持证

人员一律不得穿滑雪板（轮）在线路上移动。此时，上述人员须在线路旁固定的位

置，且不得穿滑雪板（轮）而立。 

（2）在通知运动员分段时间和其它信息时，官员、教练和其他人员不得在运动员身旁

跟跑超过30米距离。 

（3）在做此项工作时，官员和其他人员必须确保不阻碍运动员。 

（4）在给运动员提供补给时，教练员不能阻碍运动员，必须保持固定位置。 

（九）赞助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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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比赛场地范围内，不得出现利用参赛运动员、教练员或运动队成员照片或照片相似物，

以及姓名制作的广告； 

2. 禁止利用参赛运动员或在参赛运动员身上为香烟、酒类产品或药品（麻醉药）做广告运

动员不得携带雪具（滑雪板/单板、滑雪杖、雪靴、头盔、风镜等）参加包括奏国歌和/或升

国旗的正式仪式。但允许在正式仪式结束后（颁发奖杯、奖牌，奏国歌），携带雪具站在领

奖台上进行拍照等活动； 

3. 获奖者在颁奖台上可携带设备的要求滑雪板（滑轮）或单板 

（1）雪靴：运动员可以穿滑雪靴，但不得以任何其它方式携带滑雪靴（如将其挂在脖子上） 

在领奖台上运动员不得携带其它鞋出席颁奖仪式，除非穿在脚上； 

（2）雪杖：手持雪杖是准许的，不能放在雪板上； 

（3）护目镜：可佩戴护目镜或绕在脖子上； 

（4）头盔：必须戴在头上，不得挂在设备上，如，挂在雪板，雪杖上； 

（5）滑雪带：上面最多有两个雪板制造商的牌子，有一个制造商的牌子； 

所有其他被禁止的物品：系在腰间的包，绕在脖子上的耳机，瓶子，背包或后背包等。 

五、比赛裁决 

（一）裁判委员会构成 

技术代表、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2人）、竞赛长。 

（二）仲裁委员会 

组成： 

由中国赛艇协会官员、技术代表、总裁判长、竞赛长。 

职责： 

1. 比赛是否需延期、中断或取消； 

2. 比赛线路是否需要出于安全的原因进行项目或距离调整，或沿线路安装额外的安全措

施（围栏、防护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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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接受迟到运动员和替补运动员的报名； 

4. 是否接受抗议及宣布处罚或取消资格； 

5. 是否要对某一运动员或教练员进行处罚； 

6. 在特殊情况下，是否改变出发顺序及出发方法； 

7. 任何国际雪联细则的未尽事宜。 

赛前仲裁委责任： 

1. 视察场地 

2. 注册和资格问题 

3. 竞赛和场地计划 

4. 路面的条件和应急预案 

竞赛前，仲裁委视察竞赛场地的责任 

1. 保险 

2. 竞赛：竞赛许可，准备，（路面状况，训练，训练器材，试滑员，赛道巡查，如遇特

殊天气应急预案）赛道标志，安全检查，教练员区/非教练员区，饮食条件，出入赛道

通道。 

3. 参赛队区：训练区，热身区。 

4. 场地：详尽方案，标志，隔离设备，后勤保障，信息宣传处，低音扩音器。 

5. 医疗服务：急救地点，补救方案，反兴奋剂。 

6. 竞赛官员：地点，组织，设备，工作时间，参赛队信息，表格，名单，注册。 

7. 领队会议：地点，流程，房间设备，抽签，指导会议。 

8. 计时：出发和终点计时程序，图像终止，手动计时，复制计时，数据传输，出发名单

内容和设计，成绩内容和设计。 

9. 竞赛监控：技术监控，设备，程序，雪具标记（如果应用） 

10.  安保：认证体系，确认，获取点和获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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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及停车 

竞赛中，仲裁委责任： 

1. 在第一次比赛开始前2小时到达比赛场地。若天气情况较好； 

2. 能否按计划开赛（场地和线路准备情况，天气状况，参赛队赛场距驻地距离） 

3. 替补和晚报到 

4. 改变热身和器材测试，在赛道上。 

5. 决定重新训练和重新安排试滑员，必要时使用巡逻车。 

6. 控制竞赛执行 

7. 对于有效投诉的决定 

8. 处理投诉的证据文件 

9. 检查计时和成绩，计算判罚金额，宣布官方成绩 

10.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六、细则释义 

本竞赛细则由中国赛艇协会组织相关专家制定，解释权归中国赛艇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