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

关于印发浙江省第三届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义乌市教育局：

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和学校体育

工作的开展，促进各学校之间的交流，提高我省学校体育

竞技水平，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浙江省体育局办公

室关于印发 2021 年省级学生体育竞赛计划的通知》（浙教

办体〔2021〕93 号）精神，现将浙江省第三届中小学生跳

绳锦标赛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各市积极组队，做好参

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共同办好本次比赛。

附件：浙江省第三届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竞赛规程

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

2021 年 9 月 6 日



附件

浙江省第三届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 主办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体育局

二、 执行单位：

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

三、 承办单位：

台州市黄岩区教育局

台州市黄岩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实验学校

四、 协办单位：

台州市教育局

宁波市甬体跳绳俱乐部

宁波市甬驰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五、 线上技术支持：

天天跳绳 APP

六、 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12 月（线上）2022 年 4月（线下）

七、 参加单位：

1、线上比赛：各地市限报 15 所学校参加（同学段学校不得

超过 10 所）

2、线下比赛：各地市可报 2 所中学和 2 所小学参加（不含线

上比赛各组别团体前三名的学校）

八、 竞赛分组及项目

（一）竞赛分组



1、按性别分组

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

2、按学段分组

中学组（含初、高中）、小学组

（二）竞赛项目

线上：

1、1 分钟单摇

2、30 秒一带一单摇跳

3、大课间绳操（参与人数不少于 150 人）

4、个人花样（兼线下选拔）

5、8 人集体自编赛（混合）（兼线下选拔）

6、两人车轮跳（混合）（兼线下选拔）

7、团体积分赛

线下：

1、30 秒单摇

2、3 分钟单摇

3、1 分钟双摇

4、个人花样（线上前 12 名）

5、2×60 秒交互绳接力（混合）

6、4×30 秒单摇接力（混合）

7、两人车轮跳（混合）（线上前 12 名）

8、8 人 3 分钟长绳“8”跳（混合）

9、8 人集体自编表演赛（线上前 12 名参加）

九、竞赛办法

（一）线上



1、比赛赛程：采用线上视频比赛形式，参赛者通过录制跳绳

视频（视频不能剪辑），视频拍摄场景及要求参照组委会式样。

视频只能上传一次。多次上传视频按最后一次视频为准。

2、比赛器材：本次竞速比赛使用兰威智能 IPT808 跳绳。视

频的结尾部分需要把计数屏上的数字拍进，便于裁判组采纳借

鉴成绩。比赛必须使用组委会统一比赛音乐。下载地址（宁波

市甬体跳绳俱乐部管理系统 http://bsgl.tjydh.net/ggptts）

3、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采用同一个跳绳姿势，否则成绩无效

（并脚跳或两脚交替跳只能选择一种）。

4、线上大课间绳操视频展示及自编表演赛视频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之内。

5、团体积分赛（使用天天跳绳 APP）：参赛单位的在籍在校

学生均可参加，运动员每天单摇跳绳满 500 个可积 1 分，累计

30 分即视为完赛；小学生每天最多积分 2 分，中学生每天最多

积 3 分。比赛周期为 2 个月，含赛前练习一个月。具体启动时

间见赛事补充通知。最终按参赛学校前 100 名参赛学生的积分

多少排定名次，若积分相等则看完成积分的用时。若再一样则

看本队第 100 名完成积分所用的时间。

6、集体项目需要服装及器材统一。

（二）线下

1、赛事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跳绳最新竞赛规则《2018-

2021》版；

2、比赛器材

比赛采用兰威 IPT 电子智能计数设备，手柄由大会统一提供，

花样赛绳具自备且需符合规则上对绳具的要求。

3、比赛服装



（1）女运动员头发必须固定在头上；

（2）必须穿着运动鞋进行比赛；

（3）比赛服上禁止使用松散的装饰；

（4）禁止佩戴饰物（如手表、项链、耳环等悬垂物）；

十、报名和线上视频报送要求

（一）线上比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每个

代表队个人项目限报两人，30 秒一带一项目限报两组（男女各

两人），大课间绳操及集体表演每单位限报一队。

（二）线下比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每组

别参赛人员限报 6 男 6 女。个人项目每代表队限报 2 人，每个

运动员限报 3 项（含集体项目）。集体项目限报 1 队（4 人以

上项目含 4 人）。

（三）线上参赛学校报名汇总表（附件 1）由地市教育局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前发至邮箱 76323960@qq.com，参赛视频及

报名表由参赛学校于 12 月 5日前发送至的组委会指定邮

3376521326@qq.com。同时必须将运动员身份证及学籍照片一并

发到指定邮箱并备注好文件名（文件名格式地市+**学校参赛视

频）。

（四）线下比赛各参赛队员将报名表信息和个人电子照片

（包括领队、教练）于 2022 年 3月 15 日前发至电子邮箱

3376521326@qq.com，（此表可在甬体跳绳管理系统赛事报名页

面直接下载）联系人：冯奕雯 联系电话：0574-63153999、

13355840979

十一、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是 2021 年 9 月 1 日以前在本市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初级中学、小学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运动员必须



办理第二代有效身份证。运动员的学籍必须纳入浙江省中小学

生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凡拥有双重学籍、多重学籍的学生，不

得参加比赛。无论何种原因未在学校正常学习、训练 3 个月以

上的（由省教育厅抽调的集训、比赛时间除外），在 12 个月内

不得参加比赛。凡拥有双重户籍、身份证，外国籍的学生，均

不得参加比赛（注：允许拥有我省学籍的港澳台籍学生参赛。

允许赛前两年及以上已在本省/校连续就读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

生参赛，报名时主动注明并提交学籍等相关证明）。

（二）凡目前属于或曾经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或浙江省体育局

正式在编、现役、注册（非业余）的运动员，目前属于试训、

长期集训的运动员，以及具有体育运动学校中专学籍的运动员，

均不得参加比赛。

（三）运动员必须是中学 2003 年 9月 1日以后、小学 2009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学生。

（四）运动员必须是政治思想进步，作风正派，遵守学校有

关规定，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

并经县级及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身体健康者，方可进行注册报名

参赛。

（五）曾以不同学籍、年龄、姓名参加过国内或浙江省教育

厅、浙江省体育局所属的各类比赛的学生及非浙江省户籍学生

在本省就读期间参加外省市级以上学生比赛的均按违反资格要

求处罚。

十二、赛前培训

为了更好的普及推广跳绳运动，赛事组委会决定于赛前举

办相关规则培训班。培训定于 2022 年 3 月 10-13 日在北京师范

大学台州实验学校举行，各地市可选派 8 名教练员参加，参训



教练员往返差旅食宿费用自理，其他费用由主办方承担。

十三、奖励办法及计分

（一）线上比赛

1、个人（含一带一）项目按参赛组别录取前 30 名，其中

前八名按名次发获奖证书，按 9.8.7.6.5.4.3.2 记录团体总分。

9-24 名为三等奖发获奖证书，并按 1 分计入团体总分。

2、集体自编表演赛，组委会按上交视频进行打分评选出前

八名按名次发获奖证书，按 18.16.14.12.10.8.6.4 记录团体总

分。9-16 名为三等奖发获奖证书，并按 2 分计入团体总分。

3、大课间绳操、团体积分赛，组委会根据上交的视频评选

和 APP 中的统计结果，录取前三名为一等奖、四至八名为二等

奖、九至十六名为三等奖并颁发奖牌，且按一等奖 18 分、二等

奖 12 分、三等奖 6分及参赛基本分 2分计入团体总分。

4、团体总分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发奖牌，团体总分为各项

比赛得分总和，若总分相等则按第一名多的名次列前，以此类

推。各组别团体总分前八名学校按 24、21、18、15、12、9、6、

3 计入各地市线下比赛总团体分中。各组别团体前三名可获得

线下参赛资格（地市教育局推荐单位除外）

（二）线下比赛

1、各项目按参赛组别录取前八名，发获奖证书，个人项目

按 9.7.6.5.4.3.2.1，集体（四人以上含 4 人）项目双倍计分，

记入团体总分。

2、团体总分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发奖牌，团体总分为各项

比赛得分总和，若总分相等则按第一名多的名次列前，以此类

推。前八名并按 40、35、30、25、20、15、10、5 计入地市总

团体分中。



3、总团体录取前八名，按地市各代表队团体分总和排名。

若总分相等则按所属代表队第一名多的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三）评选优秀组织奖单位、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优秀

教练员、裁判员。（办法另定）

十四、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员

（一）总裁判长、副裁判长，总记录长由主办单位选聘

（需具有国家跳绳一级裁判员以上资格）。

（二）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须具备国家跳绳三级裁判

员及以上资格或二级社会体育跳绳指导员，担任比赛执裁工作。

十五、经费：

（一）线下比赛统一安排食宿，各参赛队向大会交纳赛会

费用（含食宿、保险、区间交通等费用），不足部分按省级比

赛包干经费处理，具体标准以补充通知为准。

（二）各参赛队在报到时一次性向大会组委会缴纳“纪律

保证金”人民币 2000 元，用于对该代表队在比赛期间违反赛会

纪律，损坏公共设施，以及违反运动员参赛资格等问题的经济

赔偿和处罚。如无有关问题，抵押保证金在赛后退还各队。

（三）裁判等人员的差旅费等由大会负责。

十六、本次规程所有解释权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

十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 浙江省第三届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线上参赛单位报名汇总表

地市： 经办人： 电话：

序号 参赛学校 组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1、同学段学校不大于 10 所。2、此表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前发至邮箱 7632396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