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车智汇”中国飞镖公开赛（舟山站）

赛事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飞镖协会

浙江省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体育局）

浙江省飞镖协会

（二）承办单位：北京夺镖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舟山市飞镖协会

舟山市体育中心（市全民健身中心）

（三）协办单位：广州亚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舟山市星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四）首席战略合作媒体：CCTV 体育频道

二、比赛时间、地点

（一）比赛时间：2018 年 11 月 23—25 日（周五一周日）

（二）比赛地点：浙江省舟山市体育中心（市全民健身

中心）（舟山市定海区东海东路海洲新天地内街 1 号舟山市

全民健身中心三楼篮球馆）

三、竞赛项目

（一）市民飞镖嘉年华

（二）专业组：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双人赛

（三）中小学学生组：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男子

团体赛、女子团体赛。

四、报名方式



（一）报名时间：2018 年 11 月 1—20 日。

（二）赛事服务费

1、男子个人赛赛事服务费：人民币 300 元/人（残疾人

选手人民币 150 元/人）；

2、女子个人赛赛事服务费：人民币 150 元/人（残疾人

选手人民币 100 元/人）；

3、中小学学生和飞镖嘉年华选手免收赛事服务费。

（三）提交报名信息

报名时请详细填写：参赛组别、姓名、性别、身份证/

护照号码、国籍/地区等。

（四）报名渠道与费用支付

请认准夺镖体育官方微信账号：duobiao2018 统一通过

此微信公众号报名并支付参赛费用

（五）报名咨询电话：0580-8959000、 13575611246

（六）电子邮件：match@duobiao.tv

（七）报名截止日期

选手请于 11 月 20 日 17: 00 前报名并交纳赛事服 务费

（海外选手可以在比赛现场交纳赛事服务费），因个人原因

未能参赛，费用不予退还，逾期报名无效。

（八）分组抽签时间：11 月 23 日（由组委会进行）

（九）现场签到地点：舟山市全民健身中心三楼篮球馆

（十）现场签到时间：10 月 23 日 13:00-18:00

10 月 24 日 08:00-09:00

五、参赛须知



（一）凡具有一定飞镖运动基础的飞镖爱好者均可报名

参加 比赛，参赛选手需自备软式飞镖。市民飞镖嘉年华参

赛人员只有舟山市民或在舟山工作或居住超过一年的人员，

方能参赛，参加专业组和学生组的选手不得参赛。学生组参

赛人员限中小学生，并由学校出具证明方可参加。

（二）选手须以个人真实身份报名参加比赛。

（三）参赛选手仅可通过组委会提供的报名方式报名。

参赛选手须持本人身份证（护照）到比赛地点报到；男子个

人 赛赛事服务费人民币 300 元/人（残疾人选手赛事服务费

人民 币 150 元/人）；女子个人赛赛事服务费人民币 150 元

/人（残疾人选手赛事服务费人民币 100 元/人）。

（四）参赛选手费用自理。

（五）参赛选手请自行办理比赛期间个人伤病、意外事

故保险，如在比赛期间发生伤病、意外事故，责任自负。

（六）参赛选手请提前自行预定到达比赛城市的往、返

程车票。

（七）主办方可使用参赛选手肖像进行赛事宣传推广，

不涉及肖像权侵犯。

（八）选手衣着品牌信息由主办方指定，如选手已代言

相关品牌，则该品牌 logo 尺寸不得大于 5*5 厘米，数量不

得超 过 2 个，且不得遮档主赞助商品牌信息。

六、比赛规则

（一）比赛规则参考《中国飞镖竞赛规则》

1、小组赛检录时，如 10 分钟内三次检录未到，该场

比赛判负（局分计为 0:2，对方选手局分计为 2: 0），并给



对方选手按规定记分；淘汰赛、复赛时遇到此情况，则判对

方选手直接晋级。

2、全部比赛采用轮先制，争先采用掷硬币猜先及投红

心的方法，小组赛由最接近红心者开始单数局比赛；复赛至

决赛均由最接近红心者开始单数局比赛。

3、每场比赛前选手可以练习 9 镖。

4、对不服从裁判和工作人员安排以及有严重粗鲁行为

而影响比赛进行、造成不良影响的选手，视情节轻重进行处

罚直至取消其比赛资格。

（二）专业组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规则

1、比赛分为预赛、复赛和决赛阶段。预赛阶段采用

小组单循环赛制（单项比赛参赛人数超过 256 人时将采用

单淘汰赛制），复赛和决赛阶段为单淘汰赛制。

2、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小组循环赛，每场比赛

胜方记 2 分，负方记 0 分。小组积分前 2 名选手进入复赛。

3、小组循环赛中，如 2 名选手积分相同，先看双方

净胜局，如相同再比较二者的胜负关系，胜者排名列前；

如有 3 名 以上（含 3 名）选手积分相同，则按照净胜局数

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名次；如 3 名以上（含 3 名）选手积

分和净胜局数都相同，则所有选手进行 9 镙高得分决胜，

即选手按照小组序号轮流出场，每轮各投 3 镙，共投 3 轮，

得分高者排名在前。如选手得分相同，得分相同的选手再

加投一轮 3 镖，直至分出高下。

4、复赛按照小组的排列顺序进行淘汰赛，小组第一

原位置不动，小组第二进行上下半区的交换。



5、男子个人赛复赛阶段采用五局三胜制，1/8、1/4

决赛 阶段采用七局四胜制，半决赛采用九局五胜制，决赛

采用十一 局六胜制；女子个人赛和复赛阶段采用五局三胜

制，半决赛和决赛采用七局四胜制。

（三）专业组双人赛

1、接受个人赛男子前 16 名、女子前 8 名之外选手报名

参加。由组委会安排公开抽取搭档，比赛不分男女。

2、双人赛赛制视报名情况而定。

3、双人赛至 1/4 决赛时采用 5 局 3 胜制，冠亚军决赛

采用 7 局 4 胜制；

（四）中小学学生组男、女四人团体赛

1、比赛分为预赛、复赛和决赛阶段。预赛阶段采用

小组单循环赛制，复赛和决赛阶段为单淘汰赛制。

2、男、女团体赛的小组循环赛，每场比赛胜方记 2

分，负方记 0 分。小组积分前 2 名选手进入复赛。

3、小组循环赛中，如 2 队积分相同，先看双方净胜

局，如相同再比较二者的胜负关系，胜者排名列前；如有 3

队 以上（含 3 名）选手积分相同，则按照净胜局数从高到

低的顺序排列名次；如 3 队以上（含 3 队）选手积分和净

胜局数都相同，则所有选手进行 3 镖高分决胜，即选手按

照小组序号轮流出场，每队每人各投 3 镙，得分高者排名

在前。如有队得分还相同，则得分相同的队每人再投 3 镖，

直至排出名次。

4、复赛按照小组的排列顺序进行淘汰赛，小组第一

原位置不动，小组第二进行上下半区的交换。



5、男、女团体赛复赛阶段采用三局二胜制，男子团

体赛决赛采用五局三胜制；女子团体赛决赛采用三局二胜

制。

（五）中小学学生组男、女个人赛

1、比赛分为预赛、复赛和决赛阶段。预赛阶段采用

小组单循环赛制，复赛和决赛阶段为单淘汰赛制。

2、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小组循环赛，每场比赛

胜方记 2 分，负方记 0 分。小组积分前 2 名选手进入复赛。

3、小组循环赛中，如 2 名选手积分相同，先看双方

净胜局，如相同再比较二者的胜负关系，胜者排名列前；

如有 3 名 以上（含 3 名）选手积分相同，则按照净胜局数

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名次；如 3 名以上（含 3 名）选手积

分和净胜局数都相同，则所有选手进行 9 镖高得分决胜，

即选手按照小组序号轮流出场，每轮各投 3 镙，共投 3 轮，

得分高者排名在前。如选手得分相同，得分相同的选手再

加投一轮 3 镖，直至分出高下。

4、复赛按照小组的排列顺序进行淘汰赛，小组第一

原位置不动，小组第二进行上下半区的交换。

5、男子个人赛复赛阶段采用三局二胜制，半决赛及决

赛采用五局三胜制；女子个人赛复赛、决赛均采用三局二胜

制。

（六）市民嘉年华

1、采用3回合高分赛，三局两胜制；

2、比赛不分男女，具体赛制视报名情况而定。

（七）比赛说明



1、全部比赛单局采用 501 分、15 轮次、红心为 25/50，

直接开始双倍结束规则。单局 15 轮未结束该局的，无论双

方分数高低，均采用投掷红心的方式分出该局胜负；投掷红

心决胜的顺序为本局开始时的投镖顺序，并依据投红心争先

的相关规则进行。

2、争红心时，前一位选手投中 50 分区需取下飞镖；投

中 25 分区及其他分数不需要取下飞镖，距离 50 分区近的选

手先开始奇数局比赛。

3、比赛中飞镖在镖靶上，未显示正确分数，双方可协

商后返回正确分数。若发现比赛机器不正常运作或得分有差

异时，应立刻暂停比赛，不可以移动镖盘上的飞镖，通知工

作人员到场处理。

4、决胜镖出现后，该局立刻结束。机器正确显示出现

决胜镖，以机器数据为准。若决胜镖已经命中镖靶上而机器

没有记分或未显示正确分数，以实际落点为准，由工作人员

调整分数。

5、501 比赛 15 轮未结束，争红心决定比赛胜负，由本

局先投者先争红心。

七、奖励办法

（一）获奖人数

1、专业组男子个人比赛奖励前 16 名选手；女子个人比

赛奖

励前 8 名选手；双人赛奖励前 8 名选手。

2、学生组团体赛和个人赛都奖励前 8 名。

3、市民飞镖嘉年华奖励前 8 名。



（二）奖杯、奖金安排

1、市民飞镖嘉年华
名次 奖金、奖状 人数 总奖金

冠军 400元+奖状 1名
1500元亚军 300元+奖状 1名

并列第三名 200元+奖状 2名
并列第五名 100元+奖状 4名

2、中小学学生组团体赛
名次 男子团体赛 女子团体赛

第 1名 600+证书+奖杯 600+证书+奖杯

第 2名 500+证书+奖杯 500+证书+奖杯

并列第 3名 400x2+证书+奖杯 400x2+证书+奖杯

并列第 5名 300x4+证书 300x4+证书

合计 3100 3100

3、中小学学生组个人赛
名次 男子个人 女子个人

第 1名 400+证书+奖杯 400+证书+奖杯

第 2名 300+证书+奖杯 300+证书+奖杯

并列第 3名 200x2+证书+奖杯 200x2+证书+奖杯

并列第 5名 100x4+证书 100x4+证书

合计 1500 1500

4、专业组个人赛
名次 男子个人赛 名次 女子个人赛

第 1名 20000+证书+奖杯 第 1名 5000+证书+奖杯

第 2名 10000+证书+奖杯 第 2名 2500+证书+奖杯

并列第 3名 5000x2+证书+奖杯 并列第 3名 1500x2+证书+奖杯

并列第 5名 2000x4+证书 并列第 5名 1000x4+证书

并列第 9名 1000x8+证书 / /
合计 56000 / 14500

5、专业组双人赛

名次 双人赛

第 1名 8000×1+证书+奖杯

第 2名 5000×1+证书+奖杯

并列第 3名 2000×2+证书+奖杯

并列第 5名 1000×4+证书+奖杯

合计 21000



奖金总额：人民币 102200 元，上述奖金需征收 20%的个

人所得税，由获奖选手本人承担，由组委会代扣代缴。

八、比赛时间表

日期
内容

上午 下午 晚上

11月 23日 裁判员、运动员报到、熟悉场地 19:00抽签

11月 24日

9:00开幕式 13:00—18:00

待定

9:30—12:00
专业组男子小组赛

专业组女子小组赛

学生组男子小组赛

学生组女子小组赛

市民飞镖嘉年华

专业组男子小组赛；

专业组女子小组赛；

学生组男子复赛-决赛；

学生组女子复赛-决赛；

专业组双人赛抽签；

11月 25日
8:30—12:00
学生组团体赛小组赛

专业组双人赛-决赛

13:00—18:00
学生组团体赛复赛-决赛

专业组男子复赛-决赛

专业组女子复赛-决赛

颁奖仪式

11月 26日 返程

注：具体比赛时间将根据最终参赛人数确定，以赛场公

告栏内的通知和赛场内的广播为准。

九、注意事项

（一）赛场及所在建筑内一律禁止吸烟！如发现选手在

赛 场及建筑内吸烟，则取消该选手所有比赛资格和成绩！

并根据室内禁烟规定进行处罚，不听从劝阻者将交予相关部

门处理！

（二）选手请穿着得体。比赛时上身应着有领上衣，下

身应穿长裤，严禁带帽、穿着背心、短裤、无领衫及拖鞋。



（三）选手须佩戴夺镖中国及主赞助商 logo,选手自身

的赞助商展示不得超过一个。

（四）未参加最后颁奖仪式，则视为放弃获奖权利。

（五）组委会拥有对本规程的最终解释权。

（六）未尽事宜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夺镖体育。

十、住宿安排及交通路线

（一）食宿情况（选手自理）

凯尔登大酒店（舟山市定海区人民南路 111 号），订房

电话：0580-2065867

（二）比赛场地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