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安徽理工大学第四十一届运动会（学生组）
竞 赛 规 程
一、主办单位
安徽理工大学

二、承办单位
安徽理工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党政办、教务处、保卫处、总务部、校工会、体育部、学生处、团委

四、比赛时间与地点
2022 年 10 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至诚体育场

五、参赛单位和分组
以学院为单位参赛，分学生（包括研究生、留学生）男、女组报名

六、竞赛项目
（一）学生男子组（十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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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综合素质（体测项目）
（二）学生女子组（十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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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综合素质（体测项目）
（三）趣味项目
1．拔河比赛男、女各一队（以学院组队）
2．颠球（男生）
3．踢毽子（男、女生）

4．篮球 1 分钟三分线外投篮比赛（男生）
5．篮球 1 分钟罚球线外投篮比赛（女生）
6. 足球绕障接力比赛男、女各一队（以学院组队）
7．集体跳绳比赛男、女各一队（以学院组队）

七、参赛方法
（一）凡我校在籍学生身体健康者，均可参加比赛。
（二）各参赛学院报领队 1 名（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教练员 1 名。
（三）田径比赛项目
1．各单项每学院限报 3 人，每名运动员限报 2 项，接力和趣味项目除外。
特别提示：综合素质（体测项目）每学院必须报男、女运动员各 15 人。综合素
质比赛在运动会前完成，不影响运动员报其他项目。
2．综合素质：男子项目（50 米、立定跳远、引体向上、1000 米、身高，体重，
坐位体前屈，肺活量），女子项目（50 米、立定跳远、仰卧起坐、800 米、
身高，体重，坐位体前屈，肺活量）。
注：综合素质成绩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版本评分标准核
算最终成绩，如成绩相等，男子按照：1000 米、50 米、引体向上、立定跳
远，成绩排名前者列前，女子按照：800 米、50 米、仰卧起坐、立定跳远，
成绩排名前者列前，如积分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四）趣味项目：拔河比赛、每学院限报男、女运动员各 15 人。足球绕障接力比
赛每学院限报男、女运动员各 8 人, 集体跳绳每单位限报男、女运动员各 10 人,
综合素质每学院必报男、女运动员各 15 人，其它项目每学院限报 3 人。
（五）集体项目（包括接力项目，趣味项目）比赛时，必须穿着统一服装，否则
不予参赛。

八、竞赛规则
比赛采用中国田协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个人名次：各学院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按 9、7、6、5、4、3、2、1

计分，集体项目包括接力，综合素质（按照 15 人成绩总和取前八名）、拔
河、跳绳、足球绕障接力比赛等按双倍计分。报名不足 8 人（队）的项目，
按原名次录取、不递减，记分按高限计分，并列者，得分按均分计，无下
一名次；项目报名不足 3 人（队）不予编排；一人在同一项目中无论破几
次记录，只加一次分。
（二）团体名次：按各学院男女运动员项目得分总和排列团体名次，取前八名。
若总分相等，以破记录多者列前，若再相同以获第一名多者列前，依此类
推。
（三）大会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若干，优秀运动员两名（男女各一名）。
（四）加分：破全省大学生运动会纪录者加 18 分；破校纪录者加 9 分。

十、报名方法
（一）请各学院于 10 月 20 日前报名，并在网络上完成报名。
（二）网络扫描二维码或在线报名。报名网址如下：http://bm.ydh800.cn/RMTZ
（三）网络报名截止时间 10 月 20 日 17:30。报名工作中，如遇到问题，请联系
蔡劲松老师。联系电话：6601192 或 13605548589。
综合素质比赛不采用网络报名，报名表见附件 3，请于 10 月 17 日 17:30
前，发送到指定邮箱：526634887@qq.com，纸质版报名表加盖公章送交体
育部（校行政楼 709 室）。备注：参加综合素质比赛的运动员所取得的成
绩可作为“2022 年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
（四）请各学院于 10 月 20 日前将纸质报名表加盖学院公章送交体育部。各代表
队须准备不超过 100 字的入场解说词（A4 纸打印，字体小三宋体），随报
名表一并交体育部（校行政楼 709 室），逾期不报作弃权处理。
（五）请各学院于 9 月 20 日到（校行政楼 709 室）领取网络在线报名二维码。

十一、其他
（一）运动员须持有效证件（学生证、身份证）并佩戴号码布上场比赛。
（二）各学院报名时不得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团体总分，并在大会上通报批评。
（三）各单位自备队旗一面。

（四）跑鞋自备，参赛学生号码布由体育部统一制作。各学院赛前到体育部领取
秩序册和号码布。
（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安徽理工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各学院学生运动员号码编号
号码

学院

号码

学院

0001-0100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0101-02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201-0300 化学工程学院

0301-0400 地球与环境学院

0401-0500 机械工程学院

0501-0600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0601-07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0701-0800 医学院

0801-0900 力学与光电物理学院

0901-1000 土木建筑学院

1001-1100 外国语学院

1101-120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201-13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301-1400 空间信息与测绘工程学院

1401-1500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1501-1600 矿业工程学院

1601-1700 人工智能学院

安徽理工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 9 月 19 日

附一、男、女拔河比赛规则
（一）参赛人数：每学院限报 30 人。（男队 15 人，女队 15 人）
（二）录取名次：取前 8 队。
（三）比赛方法：视报名队数情况由大会抽签分组和排序，两队比赛采用三局两
胜制，若报名超过 8 队，则分为 ABCD 四组，组内采用循环赛排定各组名次，
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0 分。若得分相同，再比较获胜局数。若再相同，
二队再赛一场，直至排定小组名次。每组取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小组第
一角逐 1-4 名（即 A1：B1，C1：D1，胜者决 1-2 名，负者决 3-4 名），小
组第二角逐 5-8 名（即 A2：B2，C2：D2，胜者决 5-6 名，负者决 7-8 名）。
若报名少于 8 队（含 8 队），由大会抽签排序直接进行淘汰制，直至决出
名次。
（四）比赛要求：服从裁判，尊重对手。拔河绳由大会提供。

附二、颠球比赛规则（男生）
（一）参赛人数：每学院限报 3 人。
（二）录取名次：取前 8 名。
（三）比赛方法：1 分钟时间内连续用脚颠球，每颠一次脚必须着地，其它部位
触球视为调整球，不计次数，按颠球次数多者名次靠前排定名次，若次数
相同，则进行附加赛，直至决出名次。颠球过程中球触手、触地即为比赛
结束，此时的颠球次数录入为最终成绩。
（四）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信号后，比赛方可开始，裁判员再次发出信号时，
比赛即为结束。足球由大会提供。

附三、篮球 1 分钟三分球投篮比赛规则（男生）
（一）参赛人数：每学院限报 3 人。
（二）录取名次：取前 8 名。
（三）比赛方法：1 分钟三分球投篮，不限定投篮位置，投篮姿势（双手胸前或
单手肩上），按进球数多者名次靠前排定名次。若进球数相同，则相同者
进行附加赛，直至决出胜负。投篮时，球未出手脚踩线，投中无效。
（四）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信号，比赛投篮开始，裁判员再次发出信号时，比

赛即为结束。每队派一人负责供球。篮球由大会提供。

附四、篮球 1 分钟罚球线投篮比赛规则（女生）
（一）参赛人数：每学院限报 3 人。
（二）录取名次：取前 8 名。
（三）比赛方法：1 分钟罚球线投篮比赛，投篮姿势（双手胸前或单手肩上），
按进球数多者名次靠前排定名次。若进球数相同，则相同者进行附加赛，
直至决出胜负。投篮时，球未出手脚踩线，投中无效。
（四）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信号，比赛投篮开始，裁判员再次发出信号时，比
赛即为结束。每队派一人负责供球。篮球由大会提供。

附五、踢毽子比赛规则（男、女生）
（一）参赛人数：每学院限报 3 人。
（二）录取名次：取前 8 名。
（三）比赛方法：1 分钟时间内用脚踢毽子。以次数多者名次靠前排定名次，每
踢一次脚必须着地，其它部位触毽视为调整，不计次数，若次数相同，则
进行附加赛，直至决出名次。踢毽子过程中毽子触手、触地即为比赛结束，
此时的踢毽子次数录入为最终成绩。
（四）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信号，比赛开始，裁判员再次发出信号时，比赛即
为结束。毽子由大会提供。

附六、足球绕障接力比赛（男、女生）
（一）参赛人数：每学院限报 16 人（男队 8 人，女队 8 人）。
（二）录取名次：取前 8 名。
（三）比赛方法：设置 8 个障碍物，起点距第一个障碍物 4 米，之后为 3 米一个
障碍物，以 S 型依次绕过每一个障碍物至最后一个障碍物返回，重复绕过
每一个障碍物至起点交给下一名队员（接球队员必须在线后触及球），直
至 8 名运动员全部结束（最后一名队员人、球回到起点线停表）。每少绕
一个障碍物以及起点线前接球均加罚 4 秒。
（四）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出发口令后即为比赛开始，以用时最少到达终点者
名次靠前排定名次，以此类推。

附七、集体跳绳（男、女生）
（一）参赛人数：每学院限报 20 人（男队 10 人，女队 10 人），2 人摇绳，8 人
跳绳。
（二）录取名次：取前 8 名。
（三）比赛方法：摇绳 2 人对面站立同时向一个方向摇动，其他 8 人集体连续跳
跃，全部通过为成功一次，在规定时间内以跳跃成功次数多者名次靠前排
定名次。比赛时间为 2 分钟。若规定时间跳跃过程中有人未能跳过，使摇
绳中断，可以继续比赛，但该次跳跃不计次数。
（四）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信号后，比赛开始，再次发出信号时，比赛结束。 跳
绳由大会提供。

附八、综合素质（男、女生）
一、50 米跑
1、场地在田径跑道。
2、分组进行。
二、1000 米/800 米
1、场地在田径跑道。
2、分组进行。
三、立定跳远
1、场地在跳远沙池。
2、分组进行。
要求：
1、每人连续三次，取最好一次成绩记录。
2、参赛者必须原地起跳，不得助跑或垫步。
3、犯规起跳成绩无效。
四、身高，体重，坐位体前屈，肺活量
1、在室内进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
2、分组进行。
五、引体向上
1、场地在研究生排球场旁边的单杠区域。

2、分组进行。
要求：
1、双手正握杠，双脚离地直臂悬垂，身体呈静止状态后开始做第一次引体向
上动作。
2、曲臂向上引体至下额超过横杆上沿，恢复直臂悬垂为完成一次。
3、下肢不准摆动。
4、动作未达到上述要求，不计次数。
5、双手握杆开始，到双手离杆为结束。
6、参赛者只有一次参赛机会。
六、仰卧起坐
1、场地在田径场草皮区域。
2、分组进行。
要求：
1、身体仰卧在垫上，双手五指交叉贴于头后，双脚放置垫上，两腿屈膝(两
膝稍分开)，大小腿呈直角。另一人双手压住参赛者两踝关节处。起坐时，双肘触
及两膝为完成一次。仰卧时贴于头后的两手背必须触垫。
2、仰卧起坐过程中，紧贴头后的手背未触垫、臀部离垫或双肘未触及两膝属
犯规动作，不计次数。
3、以一分钟内完成的次数计取成绩。
4、参赛者只有一次参赛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