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艺术体操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预赛：2019 年 5月 15-27 日，河北迁安 

决赛：总局另行通知 

二、竞赛项目 

（一）体校组： 

1、女子甲组： 

（1）个人项目：绳、球、棒、带、全能、团体 

（2）集体项目：5 圈、5 带、全能 

2、女子乙组： 

个人项目：绳、球、棒、带、全能 

（二）社会俱乐部组： 

1、女子甲组： 

（1）个人项目：圈、棒、纱巾球（一级规定）、全能 

（2）集体项目：3 球 2 绳（一级规定）。 

2、女子乙组： 

个人项目：圈、棒、纱巾球（一级规定）、全能 

三、参加单位 

（一）按照《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

三条有关规定执行；由各省市体育局审核确认后统一向总局



 
 

体操中心提交报名表。 

（二）体校组只接受各级各类体校（体育运动学校、竞

技体校、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单项体育运动学校、体育

中学）报名，不接受地方体操项目管理中心（协会）或体工

队等单位报名； 

（三）社会俱乐部组只接受在县级以上民政或工商部门

注册登记的俱乐部及各类社会组织报名，不接受地方体操项

目管理中心（协会）或体工队等单位报名； 

（四）以上各组别比赛的参赛单位，需经所在省级体育

行政部门登记或备案同意后，方可报名参加比赛。 

（五）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代表团名称参加体校组比赛，如有俱乐部参赛，需按要求通

过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报名参加社会俱乐部组比赛； 

（六）参加单位数量 

1、预赛：体校组、社会俱乐部组每个组别每个省（区、

市）只接受不超过 4 个单位报名（如体校乙组比赛，各省（区、

市）只接受 4所体校报名）。 

2、决赛：体校组、社会俱乐部组每个组别每个省（区、

市）不超过 2 个单位（如体校乙组比赛，各省（区、市）只

接受不超过 2所体校）。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照《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

四条有关规定执行。 

（二）运动员年龄按照《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各项目

小项和年龄设置方案》执行。 

体校组： 

1、女子甲组（13 岁至 15 岁，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集体项目（可含 2007年 1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日出生运动员最多 2人）。 

2、女子乙组（11 岁至 12 岁，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日出生）。 

社会俱乐部组： 

1、女子甲组（13 岁至 15 岁，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集体项目（可含 2007年 1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日出生运动员最多 2人）。 

2、女子乙组（11 岁至 12 岁，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日）。 

（三）各组别具体规定： 

1、体校组：各级各类体校学生，已经输送至专业队等

的适龄运动员，允许其回原输送体校。以预赛报名为准确定

单位。 

2、社会俱乐部组：以预赛报名为准确定单位。凡在



 
 

2016-2019 年期间参加过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冠军赛、集

体锦标赛、个人冠军赛和青少年锦标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青少年组除外）的运动员不得报该组参赛。 

3、一名运动员只能报一个组别参赛（即不能既报体校

组又报社会俱乐部组参赛，同时不能既报甲组又报乙组参

赛），不允许报两个组别参赛。 

（四）运动员代表资格如出现争议，按照《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有关规定处理，如仍有争议，由

相关单位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了，运动员代表个人参赛

或不再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五）运动员年龄资格以二代身份证为准，已在国家体

育总局注册的运动员，注册年龄与二代身份证年龄一致方可

获得参赛资格。 

（六）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做好相关组别的审核报名

工作。 

（七）香港、澳门参赛运动员应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永久性居

民；运动员资格由香港、澳门参赛代表团依照规定审定。 

五、参加办法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

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体校、俱乐部、社会组织统一



 
 

进行管理和审核后报名。 

（二）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艺术体操预赛获得以下名

次，均可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艺术体操决赛。 

1、个人项目： 

1）个人团体：体校组女子甲组个人团体前 12 名的单位。 

2）个人全能：体校组、社会俱乐部组女子甲组、乙组

个人项目个人全能前 18名的运动员。个人全能每单位最多 2

名，每个省（区、市）最多 4名。 

2、集体项目：体校组、社会俱乐部组女子甲组集体（全

能）前 12名的单位。 

（三）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艺术体操决赛个人团

体和集体项目比赛资格的单位，在符合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艺术体操决赛参赛资格规定的条件下，具体参赛名单可以

由参赛单位重新确定。获得个人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参赛名

额属于个人，不得转让给其它运动员。 

（四）参加人数： 

1、预赛：凡参加体校甲组个人项目的单位可报 3-4 运

动员（含个人全能 2 人）、集体项目 5-6 名运动员，各单位

可报领队 1人、个人和集体教练员最多各 2人、队医 1人；

体校乙组、俱乐部甲、乙组各组参加个人全能比赛的可报 1-2

名运动员，教练员最多每名运动员报 1名。 



 
 

人员分配表 

组别 项目 运动员 教练 领队 队医 

体校甲组 个人团体 3-4 2 1 1 

 集体全能 5-6 2 

体校乙组 个人全能 1-2 最多每名运

动员报 1名 

  

俱乐部甲组 个人全能 1-2 最多每名运

动员报 1名 

  

 集体 5-6 2 1 1 

俱乐部乙组 个人全能 1-2 1   

2、决赛：各组别按照预赛中已获得的资格报名。 

凡参加体校甲组个人团体的单位可报 3-4 运动员、集体

项目 5名运动员，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队医

1 人；各组别参加个人全能比赛的可报教练 1 人。超编官员

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另行确定。 

人员分配表 

组别 项目 运动员 教练 领队 队医 

体校甲组 个人团体 3-4 2 1 1 

 个人全能 1-2 1   

 集体全能 5 2 1 1 

体校乙组 个人全能 1-2 1   

俱乐部甲组 个人全能 1-2 1   

 集体 5 2 1 1 

俱乐部乙组 个人全能 1-2 1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参加二青会

艺术体操预赛，直接获得决赛资格。 

六、竞赛办法 

（一）报名参赛单位不足 6个的项目将取消设项；各项

目比赛报名截止后确认报名不足 6 人（队）的小项将取消比



 
 

赛。 

（二）预赛： 

1、个人项目 

进行团体赛、全能赛。 

（1）团体赛（体校甲组） 

每队由 3-4 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 1-4 项动

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 3套动作，共计 12套动

作。 

（2）全能赛 

进行 4个项目的比赛。 

2、集体项目 

体校组女子甲组进行 2套不同动作的比赛，社会俱乐部

组女子甲组进行 1 套动作的比赛。 

（三）决赛： 

1、个人项目 

进行团体赛、全能赛和单项决赛。 

（1）团体赛（体校甲组） 

每队由 3-4 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 1-4 项动

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 3套动作，共计 12套动

作。 

（2）全能赛 



 
 

进行 4个项目的比赛。 

（3）单项决赛 

在全能赛中获得各单项前 8名的运动员参加该项决赛，

若第 8 名成绩相等，则采取打破平分；第 9、10 名为替补

运动员，替补运动员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2、集体项目 

进行全能赛和单项决赛。 

（1）全能赛 

体校组甲组进行 2 套不同动作的比赛，社会俱乐部组甲

组进行 1 套动作的比赛。 

（2）单项决赛 

体校组甲组在全能比赛中获得各单项前 8 名的队参加

该项决赛，若第 8 名成绩相等，则采取打破平分。 

第 9、10 名为替补队，替补队按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

比赛。 

（四）打破平分 

1、团体和全能赛 

如果出现平分，按如下标准确定名次： 

（1）E 分相加，总分高者名次列前。 

（2）ET（技术完成）扣分相加，总分低者名次列前。 

（3）D 分相加，总分高者名次列前。 



 
 

2、单项决赛 

如果出现平分，按如下标准确定名次： 

（1）E 分高者名次列前。 

（2）ET（技术完成）扣分低者名次列前。 

（3）D 分高者名次列前。 

（五）比赛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2017－2020 艺

术体操评分规则》。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预赛：设体校甲组个人团体、各组别个人全能、

集体全能奖。 

1、个人项目 

（1）个人团体 

体校组女子甲组个人运动员 12套动作（每项 3套）中

的 10 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若第

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前 12 名的单位获得第二

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艺术体操决赛个人团体参赛资格，每个省

（区、市）不超过 2 个单位。若第 12 名成绩相等，则采取

打破平分。第 13、14名为替补队。 

（2）个人全能 

全能赛中 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

若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各组别个人全能前 18



 
 

名的运动员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艺术体操决赛个人

全能参赛资格，个人全能每单位最多 2名，每个省（区、市）

最多 4名。若第 18 名成绩并列，则采取打破平分。第 19、

20 名为替补运动员（此项须遵循每个省（区、市）最多 4

名的原则）。 

2、集体项目 

体校组女子甲组集体全能赛中 2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

社会俱乐部组女子甲组 1 项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若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前 12 名的单位获得第二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艺术体操决赛集体项目参赛资格，每个省

（区、市）不超过 2 个单位。若第 12 名成绩相等，则采取

打破平分。第 13、14名为替补队。 

（二）决赛：设体校甲组个人团体、各组别个人全能、

个人单项、集体全能、集体单项奖 

1、个人项目 

（1）个人团体 

体校甲组个人运动员 12 套动作（每项 3 套）中的 10

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录取前八名。

若成绩相等，则采取打破平分。 

（2）个人全能 

全能赛中个人 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录取前八名。若成绩相等，则采取打破平分。 

（3）个人单项 

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各录取

前八名。若成绩相等，则采取打破平分。 

2、集体项目 

（1）集体全能 

体校组女子甲组集体全能赛中 2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

社会俱乐部组女子甲组 1 项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录取

前八名。若成绩相等，则采取打破平分。 

（2）集体单项 

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各录取

前八名。若成绩相等，则采取打破平分。 

3、有 11名（含）以上运动员（队）参加决赛的，奖励

前 8 名；有 8 名至 10 名参加决赛的，奖励前 6 名；有 6 名

至 7 名参加决赛的，奖励前 3名。 

（三）获得各项目比赛前 3名的，颁发金、银、铜牌和

获奖证书；获得其它名次的只颁发获奖证书。 

（四）在颁奖仪式上为获得各项目比赛前 3名的运动员

（队）颁发奖牌时，也为其对应的 1 名主管教练员颁发获奖

证书。 

（五）决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八、报名和报到 

（一）各组别报名需通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行

政部门审核后统一报名。 

（二）报名根据补充通知规定进行网上报名，并遵守《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十条有关规定执行。 

（三）报名表提交以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

项目。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必须在报到前书面形

式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批准并出示有关三甲医院诊断

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四）医生名额不允许其它人员占用，须在报名时提交

医师执业证书或按摩师证书原件扫描件。 

（五）每位参赛运动员必须分别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艺术体操预赛、决赛免责声明》，以单位

身份参赛的，由单位为参赛运动员出具，以个人身份参赛的，

由个人出具，否则将无法完成报名。 

（六）未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

员由个人出具免责声明原件扫描件和身份证明原件扫描件，

否则无法完成报名。 

（七）保险：参赛运动员必须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方可参

赛。具体事项如下： 

保险时间：2019年 1 月 1 日-12月 31 日。 



 
 

保险种类：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范围：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参加比赛过程出现的意

外伤害事故或突发急性病事故。 

各参赛单位和个人须在报名时提及保险单原件扫描件，

否则将无法完成报名。 

（八）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 

（九）比赛音乐：报名后将运动员参赛的自选动作音乐

（Mp3 格式）发送至体育总局体操中心艺术体操部邮箱

ystcb221@126.com。 

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音乐 CD 盘交大会，逾

期未交将按照规则执行，取消比赛资格，经费自理。 

九、技术官员 

预赛技术官员（仲裁和裁判员等）由总局体操中心进行

选派，决赛技术官员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选派；执裁技术官

员应参加过 2017-2020周期全国裁判员培训班，获得本周期

执裁资格。 

十、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反兴

奋剂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规定另行通知。 

十一、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按《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标识元素及冠名广告规定》



 
 

以及《关于中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

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有关的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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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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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