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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天星调良国际马术公开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马术协会 

二、承办单位 

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9 年 9月 19-22日 

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 

四、参赛单位 

（一） 2019年度国家体育总局马术项目注册代表单位以及

中国马术协会注册会员。 

（二）中国马术协会邀请的有关国家和地区协会。 

五、竞赛项目 

（一） 1.45米级别个人赛（国际马联组别） 

（二） 1.30米级别个人赛（国际马联组别） 

（三） 1.20米级别个人赛（国际马联组别） 

（四） 1.20米级别团体赛（国际马联组别） 

（五） 1.10米级别个人赛 

（六） 1.00米级别个人赛 

（七） 0.90米级别个人赛 

（八） 0.50米级别个人赛 

（九）爱马仕卓越青年骑手奖 

六、参赛资格 

（一）每位骑手限报 3 匹马参赛。每匹参赛马限报 1个级别

（备注: 1.20 米级别个人赛参赛马可同时参加 1.20米级别团体

赛）。每位骑手每个级别限报 2匹马参赛（例外: 1.20 米级别团

体赛以及 1.45 米级别第三场天星调良马术大奖赛限报 1 匹马参

赛）。随队人员限报领队 1 人，教练 1 人，工作人员 3 人，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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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不超过参赛马匹数。  

（二）参赛骑手不分性别。1.45 米级别参赛骑手须年满 18

岁（2001 年及以前出生）；1.30 米、1.20 米级别参赛骑手须年

满 12 岁（2007 年及以前出生）；参赛骑手须具有国际马术联合

会批准的注册号。中国骑手须完成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马术协会

2019 年度注册手续，且符合马术项目骑手分级管理实施细则。

国际骑手由所属国家或地区协会报名。 

（三）各单位自带马匹参赛，马龄须为 6 岁及以上（2013

年及以前出生）。1.45 米、1.30 米、1.20 米级别参赛马匹须具

有国际马术联合会颁发的马匹护照（含 FEI ID 号），其他级别参

赛马匹须具有中国马术协会颁发的马匹护照，到达赛区后及时向

赛会兽医提交。参赛马匹在赛前按规则要求进行验马，未参加验

马的马匹不得参加比赛。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下列规则:  

国际马联章程 24版，2018 年 11 月 20日更新。 

国际马联总规 23版，2019年 1月 1日更新。 

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6版，2019年 1月 1日更新。 

国际马联兽医规则 14版，2019年 1月 1日更新。 

特殊修订条款的执行，以中国马术协会下发通知为准。 

（二）1.45 米级别比赛分为三场进行，每场比赛出场顺序

由电脑抽签决定，三场单独记取成绩并分别颁发奖项。第一、二

场比赛，均为第三场大奖赛的资格赛，各人马组合完赛任意其中

一场资格赛即可获得大奖赛参赛资格，每场比赛每位骑手限报 2

匹马参赛，2匹马均记取成绩。第三场比赛，为大奖赛，若参赛

骑手不足 50 人，则每位骑手可报名 2 匹已取得大奖赛参赛资格

的马匹参赛；若参赛骑手超过 50 人，则每位骑手限报 1 匹已取

得大奖赛参赛资格的马匹参赛。 

第一场比赛为两段赛，为大奖赛的资格赛，行进速度为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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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350米，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表 274.1.5.2

进行评判。比赛分两段进行，若参赛者在第一阶段有罚分，则请

在裁判响铃后自动离场。若参赛者在第一阶段零罚分，则直接进

入第二段争时赛。若第二段罚分相同，第二段用时少者，名次列

前。没有取得第二段参赛资格的选手，根据第一段的罚分排名，

罚分少者，名次列前。参赛者在第一阶段完赛（未被淘汰或者退

赛者）即获得大奖赛的参赛资格。 

第二场比赛为一轮争时赛，为大奖赛的资格赛，行进速度为

每分钟350米，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A表238.2.1

进行评判，无附加赛，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相同，则用

时少者，名次列前。参赛者完赛（未被淘汰或者退赛者）即获得

大奖赛的参赛资格。 

第三场比赛为一轮+附加赛，为大奖赛，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75米，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表 238.2.2执行，

如果第一名的选手出现罚分相同，则进行争时附加赛，附加赛罚

分少者，名次列前，若附加赛罚分相同，则附加赛用时少者，名

次列前。 

（三） 1.30 米级别比赛分两场进行，每场比赛出场顺序由

电脑抽签决定，两场单独记取成绩并分别颁发奖项。每场比赛每

位骑手限报 2匹马参赛，2匹马均记取成绩。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50米，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表进行评判。 

第一场比赛为一轮争时赛，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38.2.1执行，无附加赛，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相同，

则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第二场比赛一轮+附加赛，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38.2.2执行，如果第一名的选手出现罚分相同，则进行争时附

加赛，附加赛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附加赛罚分相同，则附加

赛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四）1.20米级别个人赛每位骑手限报 2 匹马参赛，2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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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记取成绩。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50 米，根据国际马术规则处罚

A表进行评判。 

比赛出场顺序由电脑抽签决定。比赛为一轮+即时附加赛，

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38.2.2 + 245.3 执行。若参赛者第

一轮零罚分，裁判将再次敲铃，选手在 45 秒之内直接进入即时

附加赛，凡离开场地者视为放弃附加赛。附加赛争取时间，附加

赛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附加赛罚分相同，则附加赛用时少者，

名次列前。若第一轮无零罚分骑手，则无选手需进入即时附加赛，

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38.2.1 执行，罚分少者，名次列

前，若罚分相同，则用时少者，名次列前。骑手看路线时，需同

时看附加赛路线，赛事组委会不另安排时间走附加赛路线。 

（五）1.20 米级别团体赛行进速度为每分钟 350 米，根据

国际马术规则处罚 A表进行评判。  

比赛出场顺序由电脑抽签决定，电脑抽签确定团体赛队伍顺

序，各队个人顺序由领队于电脑抽签前申报至赛事秘书。每队限

报 3-4位骑手参赛，每位骑手限报 1 匹马参赛。比赛为一轮争时

赛，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65.2 执行，无附加赛。赛中被

淘汰或者退赛的选手成绩以该场最差选手成绩加 20 分记取。成

绩取同队选手 3个最好成绩总和，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

相同，则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时间均相同，则名次并列。  

（六）1.10 米级别比赛分两场进行，每场比赛出场顺序由

电脑抽签决定，两场单独记取成绩并分别颁发奖项。每场比赛每

位骑手限报 2匹马参赛，2匹马均记取成绩。行进速度每分钟 350

米，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表进行评判。 

第一场比赛为两段赛，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表 274.1.5.2 进行评判。比赛分两段进行，若参赛者在第一阶

段有罚分，则请在裁判响铃后自动离场。若参赛者在第一阶段零

罚分，则直接进入第二段争时赛。若第二段罚分相同，第二段用

时少者，名次列前。没有取得第二段参赛资格的选手，根据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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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罚分排名，罚分少者，名次列前。 

第二场比赛为一轮争时赛，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38.2.1执行，无附加赛，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相同，

则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七）1.00 米级别比赛分两场进行，每场比赛出场顺序由

电脑抽签决定，两场单独记取成绩并分别颁发奖项。每场比赛每

位骑手限报 2匹马参赛，2匹马均记取成绩。行进速度每分钟 350

米，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表进行评判。 

第一场比赛为两段赛，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表 274.1.5.2 进行评判。比赛分两段进行，若参赛者在第一阶

段有罚分，则请在裁判响铃后自动离场。若参赛者在第一阶段零

罚分，则直接进入第二段争时赛。若第二段罚分相同，第二段用

时少者，名次列前。没有取得第二段参赛资格的选手，根据第一

段的罚分排名，罚分少者，名次列前。 

第二场比赛为一轮争时赛，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38.2.1执行，无附加赛，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相同，

则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八）0.90米级别比赛为一轮+即时附加赛。该级别每位骑

手限报 2 匹马参赛，2匹马均记取成绩。行进速度每分钟 350米，

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比赛出场

顺序由电脑抽签决定。 

比赛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38.2.2 + 245.3 执行。若

参赛者第一轮零罚分，裁判将再次敲铃，选手在 45 秒之内直接

进入即时附加赛，凡离开场地者视为放弃附加赛。附加赛争取时

间，若罚分相同，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第一轮无零罚分骑手，

则无选手需进入即时附加赛，按照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 

238.2.1 执行，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相同，则用时少者，

名次列前。骑手看路线时，需同时看附加赛路线，赛事组委会不

另安排时间走附加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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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0.50米级别为贴时赛（贴近最佳时间），比赛分两轮

进行。该级别每位骑手限报 2匹马参赛，2匹马均记取成绩。行

进速度每分钟 325 米，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处罚 A表

进行评判。该比赛第一轮出场顺序由电脑抽签决定，第二轮出场

顺序与第一轮相同。最佳时间比允许时间少 4秒。超过允许时间，

每 4秒罚 1分；超过限定时间，选手被淘汰。两轮成绩相加，罚

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相同，则以第二轮比赛用时贴近最佳

时间者，名次列前。 

（十）爱马仕卓越青年骑手奖 Hermes Talented Young 

Riders Award 

“爱马仕卓越青年骑手奖”针对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年轻骑

手。每位参加天星调良国际马术公开赛 1.10M、1.30M、1.45M级

别场地障碍赛的骑手且年龄在 25 岁以下，自动注册，无需另缴

其他费用。在为期 3天的比赛中，此奖项将根据成绩排名累计分

数。根据骑手的级别，竞争将在 3 个类别中展开。将在 9 月 22

日（周日）特别颁奖仪式上，为每个类别中的最佳骑手颁奖。 

杰出人才：1.10M 级别比赛（第一、二场比赛） 

潜力人才：1.30M 级别比赛（第一、二场比赛） 

卓越人才：1.45M级别比赛（第二、三场比赛） 

每个类别需要至少 3名注册骑手参赛。 

1、竞赛规则 

1）参加“爱马仕卓越青年骑手奖”的骑手年龄需在 25岁以

下，即 199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年龄符合标准自动报名，无需另缴报名费。 

3）每名骑手仅可选择一匹参赛马参加奖项角逐，并在报名

表中标明。 

2、积分累计体系 

1）骑手在其选择参赛类别进行累积积分。 

2）每个类别的最佳骑手是该类别累积分数最高的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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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事积分榜将展示于放置在爱马仕马具装备展售空间旁的

爱马仕公告板上，每天更新榜单。 

 

八、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人选由国际马联和中国马术协

会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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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项目实际参赛队不足 6个队伍，个人项目实际参

赛人马组合不足 6 个人马组合，取消该项目。 

（二）比赛 1.20 米级别录取团体前 3名给予奖励。 

（三）比赛 1.20 米、1.30 米、1.45 米级别录取个人前 12

名给予奖励，实际参赛人马组合不足 11 个，按完赛人马组合数

录取。 

（四）比赛 0.50 米、0.90 米、1.00 米、1.10 米级别录取

个人前 12 名给予奖励；若实际参赛人马组合不足 9 个，按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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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组合数减一录取。 

（五）团体比赛前三名参加颁奖，个人比赛前六名参加颁奖。

前 3名颁发奖杯 / 奖牌、马花、绶带等奖品。 

（六）比赛设“最佳马主奖”。以马匹获得大奖赛最高名次

为主要参评依据，颁发奖杯一座。 

（七）各级别奖金分配详见奖金表。 

十、器材和经费 

（一）各参赛代表队一切费用自理。 

（二）参赛骑手和马匹在比赛期间的意外保险由各代表队自

行办理。参赛骑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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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其他 

（一）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二）参赛马匹须按规定注射马流感疫苗。 

（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