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总决赛 

男子赛区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保龄球协会、合肥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安徽省保龄球协会、合肥市包河区教育体育局、合肥中安保龄球俱乐部、 

三、协办单位： 

    安徽省美佳厨饰有限公司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8 日  合肥中安保龄球馆（地址：合肥市马鞍山

路 69号，省体育馆院内） 

五、参赛单位： 

（一）2019年全国男子保龄球锦标赛北方赛区团体成绩前六名 

（二）2019 年全国男子保龄球锦标赛南方赛区团体成绩前七名 

（三）承办单位选派一支队 

以上十四支队有资格参加男子赛区总决赛。 

六、竞赛项目： 

团体：男子团体 

单项：单人赛、双人赛、三人赛、五人队际贝克赛、全能、精英赛。 

七、竞赛办法： 

1、单项比赛：  

（1）单人赛、双人赛、三人赛每人各打 6 局，分别以单人、双人、三人参

赛选手 6局得分之和，按得分高低排列名次。 

（2）三人赛分为两节进行，比赛分别用两种油型两天完成。两节比赛之间

两组选手不可换人，但可以调换投球顺序。 

（3）五人队际贝克赛采用贝克式打法，进行两节（每节 9局）共 18局比赛，

两节比赛分别用两种油型两天完成。五人队际贝克赛每一节各队均派出五名选手

参赛，一名选手轮空，两节比赛之间必须换人，允许调换投球顺序。按 18 局总



 

 

分高低排列名次。 

（4）贝克式打法指本队参赛成员按照每人一格的投球顺序完成一局比赛，

比赛期间不允许更换投球顺序。 

2、男子全能成绩： 

各参赛选手单人、双人、三人赛共 18 局比赛合计分计算全能分数，按得分

高低排列全能名次。 

3、同分裁决： 

（1）单人赛、五人队际赛总分相同需要区分名次时，以最后一局（第六局）

分数高低排列名次，分数高者列前。若最后一局分数仍相同，则以倒数第二局分

数高低排列名次，以此类推。 

（2）双人赛、三人赛总分相同需要区分名次时，以最后一局（第六局）两

名选手或三名选手分数之和高低排列名次，分数高者列前。若最后一局分数之和

仍相同，则以倒数第二局分数之和高低排列名次，以此类推。 

（3）全能总分相同需要区分名次时，采用突然死亡法，即双方进行 1 次投

球，击倒瓶数多的获得比赛胜利，若击倒瓶数相同则按照投球顺序继续投球，直

至分出胜负。 

4、男子精英赛： 

（1）获得个人全能 18局总分前 16名选手参加精英赛（每队最多进入 2人）。

进入精英赛的运动员，于三人赛结束后检录并确认是否参加精英赛比赛。凡未确

认者其名次位置由相邻名次依次递补，最终确认 16名运动员参加精英赛比赛。 

（2）16名运动员按照全能成绩排名进行交叉对抗赛，即第 1名对抗第 16名，

第 2名对抗第 15名，以此类推。比赛采用 3局 2胜决胜负，胜者晋级。 

（3）晋级的 8 名运动员按照全能成绩排名进行交叉对抗，胜者进入半决赛，

负者按全能成绩排列名次，比赛采用 3局 2胜制。 

（4）晋级的 4 名运动员按照全能成绩排名进行交叉对抗，胜者进入决赛，负

者并列第三名，比赛采用 3局 2胜制。 

（5）进入决赛的 2 名运动员采用 3局 2胜制决出最终的冠亚军。 

（6）精英对抗赛出现同分需要决定胜负时，采用“突然死亡法”，双方在同一

条球道上各投一球，击倒瓶数多者获胜，若击倒瓶数仍相同，继续投球直至决出



 

 

胜负。 

    5、男子团体总分计算办法： 

男子团体成绩：男子报名须报满 6人。男子团体成绩由下述 2项成绩之和构

成（全部为同分裁决之前，也就是说可能产生并列名次），按由高至低排列名次。 

（1）最好的 5名选手的全能成绩 

（2）五人队际赛成绩 

如出现成绩相同需要区分名次，按各类别单项获得金牌数区分，如所获金牌

数相同，则按照所获得银牌数区分，以此类推。 

6、最高局分出现同分时，以最早出现的最高局分为准。 

八、规则、裁判员及仲裁： 

（一）比赛采用 2019 年中国保龄球协会审定的世界保龄竞赛规则。由三人组

成技术委员会主持比赛，由三人组成仲裁委员会依据世界保龄相关规定执行仲裁

职责。裁判及仲裁人选另行通知。 

（二）球检：所有参赛者必须参加球检，以确保其比赛用球符合世界保龄竞赛

规则关于保龄球的数量、球的表面，球的重量及其他方面的有关规定。 

1、每名运动员在全部比赛中最多使用六颗经过球检的球。 

2、球表面的品牌、名称、序列号清晰可见。 

3、必须刻有 USBC标记并在 USBC目录中的球 

（三）比赛场馆内全面禁烟。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 

（一）单人赛、双人赛、三人赛、队际赛、个人全能各奖励前六名。 

（二）精英赛奖励前八名。 

（三）设最高局分奖。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五）男子前三名获团体奖杯。 

十、注册、报名、报到及相关处罚： 

（一）注册： 

1、注册周期：全国保龄球锦标赛将采用比赛年度注册制度，注册日自本年

度首个比赛报名日起至次年度首个比赛报名日止。 



 

 

2、参赛单位参赛运动员必须报满男子 6 人。总决赛仍沿用南、北赛区的注

册规定，允许报两支队伍的省、直辖市参赛单位仅允许最多注册２名外援运动员，

南、北赛区允许报一支队伍的参赛单位仅允许注册 1名外援运动员，外援运动员

是指非本省（市）参赛运动员，外援运动员必须与本届锦标赛代表单位签订代表

关系协议，由参赛单位至中保协备案，上届锦标赛与其他单位签订代表关系协议

的需同时提交代表关系解除协议，未与原单位解除代表关系的不允许代表新单位

参加本届锦标赛。 

3、非省、自治区、直辖市参赛队伍按其城市、训练基地或单位所在地确定

其参赛单位地域归属，行业体协参赛单位地域归属执行南、北赛区规则规定。 

4、获得男子总决赛资格的参赛队伍，在总决赛报名确认时最多可更换 2 名

未参加南、北赛区比赛的运动员，并符合上述注册报名要求。 

5、运动员通过本人身份证、居住证明、工作单位人事证明确定是否属于外

援运动员，各参赛队提交报名表时必须填写参赛人员身份证号码，同时提交新增

人员身份证原件影印件、有效居住证明、工作单位人事证明。 

6、2019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全部比赛实行唯一注册制度，即一名运动员仅

能选择一个参赛单位的一支参赛队伍进行注册。 

7、为加强保龄球后备力量的培养，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全国性保龄球赛事，

每支参赛队伍须至少包括一名 25周岁以下运动员（199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其一名符合要求的运动员不占外援名额。 

8、锦标赛组委会将就上述注册报名要求进行严格核查，运动员报到时一并

审查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明、工作单位人事证明、代表关系协议及代表关系解除

协议，如出现弄虚作假等行为，将予以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保留进一步追加处罚的

权力。 

（二）报名： 

2019 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总决赛男子赛区报名规定如下： 

1、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2名（其中当地体育局或保协官员至少 1名），教练

员 2名，运动员必须报满 6人。 

2、2019年全国男子保龄球锦标赛南方赛区团体前七名、北方赛区团体前六

名的队须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确认是否参加总决赛。若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不



 

 

参加总决赛，须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加盖体育局或协会公章）

告知中保协，否则视为确认参赛。未在规定时间告知中保协且未参赛的单位，中

保协有权力向所属体育主管部门通告并进一步予以处罚。若有参赛单位确认不参

加总决赛，将按照所属赛区团体成绩排名依次递补。 

请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要求，填写报名表，并加盖所属体育局或保龄球协

会公章，于 10月 20日前扫描并发送至指定报名邮箱，小球中心联系人：杨琤、

茹楠 010-87183542  87183910，锦标赛报名联系人：潘静 13901025618 ，报名

邮箱 chinabaoling@163.com，邮件名命名为“2019 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总决赛

男子赛区***队报名表及相关证明”扫描并发送至上述邮箱，逾期报名无效。 

（三）报到： 

各参赛单位于 2019年 11月 2日到赛区报到、球检，3日进行官方练习、召

开领队技术会议，11月 4日至 11月 8日比赛，11月 9日离会。报到地点：合肥

中安保龄球馆，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 69 号，省体育馆院内。联系人：吴义，

电话：18656532787。如有提前报到者，必须征得承办单位同意，所需经费自理。 

    四）处罚： 

自报名受理之日起，凡无故中途退出比赛的单位和个人，均停赛一年。 

（五）保险：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各参赛单位报名同时必须为参赛选手购买《体育

比赛意外险》，保险额度自定。提交报名表同时需附保险影印件。 

（六）自愿参赛承诺责任书： 

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签订《自愿参赛承诺书》，运动员报到时需递交原件一份。 

十一、服装和器材： 

（一）比赛时各队应按照世界保龄规定，统一队服。 

1、统一带袖 T恤衫； 

2、统一单色西裤或休闲西裤 

3、不允许穿运动裤、牛仔裤、紧身裤、短裤、九分裤、七分裤。 

（二）在比赛服装上可以出现： 

1. 运动员姓名； 

2. 省市地区名称； 



 

 

3. 运动员所代表的省市地区协会的标志； 

4. 呈现在服装上的广告，大小不得超过运动员服装背后字体大小的一半，

且内容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为协调各方面利益，比赛规定各参赛队以

及大会主赞助商的服装广告均不得具有唯一性。各参赛队服装广告队名前如冠企

业名称，总字数应不超过 8个字。 

（三）自带符合竞赛规则的保龄球和鞋。比赛用球通过球检，方可使用。 

（四）下油标准： 

2019 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油型已于 8月 1 公布。 

（五）保龄球瓶重量符合世界保龄规则规定。 

十二、经费： 

参赛各单位差旅费、住宿费自理。住宿由承办单位统一安排，由于各酒店房

间数量有限，参赛单位须于报名时一并提供酒店需求情况，并与承办单位联系酒

店预订事宜，联系方式：吴义，电话：18656532787，否则因无房导致的后果由

参赛单位自行负责。 

锦标赛总决赛官方提供酒店信息如下： 

（一） 酒店：安徽康源大酒店（距球馆步行 10 分钟） 

合肥市淝河路 800号 

标准间协议价 308元/天（含早） 

联系电话 0551—63604111，联系人张芸 18756032370。 

（二）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距球馆步行 15 分钟） 

合肥市宣城路 103号 

标准间、单间协议价 272元/天（含早） 

联系电话 0551—65433666，联系人丰乐成 15256090244。 

（三）酷 8概念酒店（距球馆步行 5分钟） 

合肥市马鞍山路 38号 

标间 178元/天（含早），单间 188元/天（含早） 

联系电话 0551—62628809，联系人冯立华 18160882265。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保龄球协会。 



 

 

2019 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总决赛 

女子赛区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保龄球协会、合肥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安徽省保龄球协会、合肥市包河区教育体育局、合肥中安保龄球俱乐部、 

三、协办单位： 

    安徽省美佳厨饰有限公司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8 日  合肥中安保龄球馆（地址：合肥市马鞍山

路 69号，省体育馆院内） 

五、参赛单位：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行业体协 

（二）中国保龄球协会青少年训练基地 

（三）已连续参加四届全国保龄球锦标赛的市级以上参赛单位 

（四）全国青少年夏令营特别支持单位 PBS品牌赞助商 

（五）承办单位 

其中上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赛单位可派两支队伍参赛，其他参赛单位

可派一支队伍参赛。 

六、竞赛项目： 

团体：女子团体 

女子：单人赛、双人赛、四人队际赛、全能、精英赛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包括单人赛、双人赛、四人队际赛、全能、精英赛 

1、单项赛：  

（1）单人赛、双人赛每人各打 6 局，分别以单人、双人参赛选手 6 局得分

之和，按得分高低排列名次。 

（2）四人队际赛分为两节进行，比赛分别用两种油型两天完成。两节比赛

之间可以调换投球顺序。 



 

 

2、全能成绩： 

各参赛选手单人、双人、四人队际赛共 18 局比赛合计分计算全能分数，按

得分高低排列全能名次。 

3、同分裁决： 

（1）单人赛总分相同需要区分名次时，以最后一局（第六局）分数高低排

列名次，分数高者列前。若最后一局分数仍相同，则以倒数第二局分数高低排列

名次，以此类推。 

（2）双人赛、四人队际赛总分相同需要区分名次时，以最后一局（第六局）

两名选手或四名选手分数之和高低排列名次，分数高者列前。若最后一局分数之

和仍相同，则以倒数第二局分数之和高低排列名次，以此类推。 

（3）全能总分相同需要区分名次时，采用突然死亡法，即双方进行 1 次投

球，击倒瓶数多的获得比赛胜利，若击倒瓶数相同则按照投球顺序继续投球，直

至分出胜负。 

4、精英赛： 

（1）获得个人全能 18局总分前 16名选手参加精英赛（每队最多进入 2人）。

进入精英赛的运动员，于四人队际赛结束后检录并确认是否参加精英赛比赛。凡

未确认者其名次位置由相邻名次依次递补，最终确认 16 名运动员参加精英赛比

赛。 

（2）16 名运动员按照全能成绩排名进行交叉对抗赛，即第 1 名对抗第 16

名，第 2名对抗第 15 名，以此类推。比赛采用 3局 2胜决胜负，胜者晋级。 

（3）晋级的 8名运动员按照全能成绩排名进行交叉对抗，胜者进入半决赛，

负者按全能成绩排列名次，比赛采用 3局 2胜制。 

（4）晋级的 4 名运动员按照全能成绩排名进行交叉对抗，胜者进入决赛，

负者并列第三名，比赛采用 3局 2胜制。 

（5）进入决赛的 2名运动员采用 3局 2胜制决出最终的冠亚军。 

（6）精英对抗赛出现同分需要决定胜负时，采用“突然死亡法”，双方在同

一条球道上各投一球，击倒瓶数多者获胜，若击倒瓶数仍相同，继续投球直至决

出胜负。 

    （二）团体总分计算办法： 



 

 

团体成绩：报名须报满 4人方可计算团体成绩。团体成绩由各参赛单位 4名

选手全能成绩之和构成，按由高至低排列名次。 

如出现成绩相同需要区分名次，按各类别单项获得金牌数区分，如所获金牌

数相同，则按照所获得银牌数区分，以此类推。 

    （三）最高局分出现同分时，以最早出现的最高局分为准。 

八、规则、裁判员及仲裁： 

（一）比赛采用 2019 年中国保龄球协会审定的世界保龄竞赛规则。由三人组

成技术委员会主持比赛，由三人组成仲裁委员会依据世界保龄相关规定执行仲裁

职责。裁判及仲裁人选另行通知。 

（二）球检：所有参赛者必须参加球检，以确保其比赛用球符合世界保龄竞赛

规则关于保龄球的数量、球的表面，球的重量及其他方面的有关规定。 

1、每名运动员在全部比赛中最多使用六颗经过球检的球。 

2、球表面的品牌、名称、序列号清晰可见。 

3、必须刻有 USBC 标记并在 USBC目录中的球 

（三）比赛场馆内全面禁烟。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 

（一）单人赛、双人赛、四人队际赛、全能各奖励前六名，精英赛奖励前八名。 

（二）设最高局分奖。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四）女子团体前三名各获奖杯一座。 

十、注册、报名、报到及相关处罚： 

（一）注册： 

1、注册周期：全国保龄球锦标赛采用比赛年度注册制度，注册日自本年度

首个比赛报名日起至次年度首个比赛报名日止。 

2、参赛单位运动员可不报满 4 人，允许报两支队伍的参赛单位仅允许最多

注册２名外援运动员，允许报一支队伍的参赛单位仅允许注册 1名外援运动员，

外援运动员必须与本届锦标赛代表单位签订代表关系协议，由参赛单位至中保协

备案。上届锦标赛与其他单位签订代表关系协议的需同时提交代表关系协议解除

协议，未与原单位解除代表关系协议的不允许代表新单位参加本届锦标赛。 



 

 

3、非省、自治区、直辖市参赛队伍按其城市、训练基地或单位所在地等确

定其参赛单位地域归属，行业体协参赛需出具由某省（市）代表其组队参赛委托

书，以确定其参赛单位地域归属。计划单列市、训练基地等市级参赛单位及行业

体协外援运动员指非本所在省运动员。 

3、运动员通过本人身份证、居住证明、工作单位人事证明确定是否属于外

援运动员，各参赛队提交报名表时必须填写参赛人员身份证号码，同时提交身份

证原件影印件、有效居住证明、单位人事证明。 

4、全部比赛实行唯一注册制度，即一名运动员仅能选择一个参赛单位的一

支参赛队伍进行注册。 

5、锦标赛组委会将就上述注册报名要求进行严格核查，运动员报到时一并

审查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明、工作单位人事证明、代表关系协议及单表关系解除

协议，如出现弄虚作假等行为，将予以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保留进一步追加处罚的

权力。 

（二）报名： 

2019 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总决赛女子赛区报名规定如下： 

1、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2名（其中当地体育局或保协官员至少 1名），教练

员 2名，运动员 4人（可不报满）。 

2、请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要求，填写报名表，并加盖所属体育局或保龄

球协会公章，于 10月 20日前扫描并发送至指定报名邮箱，小球中心联系人：杨

琤、茹楠 010-87183542  87183910，锦标赛报名联系人：潘静 13901025618 ，

报名邮箱 chinabaoling@163.com，邮件名命名为“2019 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总

决赛女子赛区***队报名表及相关证明”扫描并发送至上述邮箱，逾期报名无效。 

（三）报到： 

各参赛单位于 2019年 11月 2日到赛区报到、球检，3日官方练习、召开领

队技术会议，11月 4日至 11月 8日比赛，11月 9日离会。报到地点：合肥中安

保龄球馆，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 69号，省体育馆院内。联系人：吴义，电话：

18656532787。如有提前报到者，必须征得承办单位同意，所需经费自理。 

    （四）处罚： 

自报名受理之日起，凡无故中途退出比赛的单位和个人，均停赛一年。 



 

 

（五）保险：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各参赛单位报名同时必须为参赛选手购买《体育

比赛意外险》，保险额度自定。提交报名表同时需附保险影印件。 

（六）自愿参赛承诺责任书： 

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签订《自愿参赛承诺书》，运动员报到时需递交原件一

份。 

十一、服装和器材： 

（一）比赛时各队应按照世界保龄规定，统一队服。 

1、统一带袖 T恤衫； 

2、允许穿长裤、短裤、短裙参赛。 

3、不允许穿牛仔裤、紧身裤参赛。 

（二）在比赛服装上可以出现： 

1. 运动员姓名； 

2. 省市地区名称； 

3. 运动员所代表的省市地区协会的标志； 

4. 呈现在服装上的广告，大小不得超过运动员服装背后字体大小的一半，且内

容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为协调各方面利益，比赛规定各参赛队以及大

会主赞助商的服装广告均不得具有唯一性。各参赛队服装广告队名前如冠企业名

称，总字数应不超过 8个字。 

（三）自带符合竞赛规则的保龄球和鞋。比赛用球通过球检，方可使用。 

（四）下油标准： 

2019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油型已于 8月 1 公布。 

（五）保龄球瓶重量符合世界保龄规则规定。 

十二、经费： 

参赛各单位差旅费、住宿费自理。住宿由承办单位统一安排，由于各酒店房间数

量有限，参赛单位须于报名时一并提供酒店需求情况，并与承办单位联系酒店预

订事宜，联系方式：吴义，电话：18656532787，否则因无房导致的后果由参赛

单位自行负责。 

锦标赛总决赛官方提供酒店信息如下： 



 

 

（一） 酒店：安徽康源大酒店（距球馆步行 10 分钟） 

合肥市淝河路 800号 

标准间协议价 308元/天（含早） 

联系电话 0551—63604111，联系人张芸 18756032370。 

（二）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距球馆步行 15 分钟） 

合肥市宣城路 103号 

标准间、单间协议价 272元/天（含早） 

联系电话 0551—65433666，联系人丰乐成 15256090244。 

（三）酷 8概念酒店（距球馆步行 5分钟） 

合肥市马鞍山路 38号 

标间 178 元/天（含早），单间 188元/天（含早） 

联系电话 0551—62628809，联系人冯立华 18160882265。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保龄球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