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安徽理工大学第四十一届运动会（教工组）
竞 赛 规 程
一、时间与地点
2022 年 10 月下旬

至诚体育运动场

二、参赛单位与分组
教工组以各基层分工会报名。
（一）教工男子甲组 45 周岁以下（含 45 周岁）
（二）教工男子乙组 46 周岁以上（含 46 周岁）
（三）教工女子甲组 40 周岁以下（含 40 周岁）
（四）教工女子乙组 41 周岁以上（含 41 周岁）

三、比赛项目
（一）教工男子甲组（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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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工男子乙组（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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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工女子甲组（六项）
100m

400m

4*100m 接力

跳高

（四）教工女子乙组（五项）
200m

800m

1500m

跳远

铅球

（五）4×100m 混合接力（2 男 2 女）
（六）排球发球团体赛（3 男 3 女）
（七）篮球定点投篮（3 男 3 女）
（八）集体跳绳（8 男 4 女）
（九）集体拔河（10 男 5 女）
（十）家庭接力赛、夫妻捆腿跑（分年龄段）
（十一）离退休组项目：罚球线定点投篮、前抛实心球、小保龄球

四、参赛办法

（一）凡我校教职工身体健康者，均可参赛；
（二）每项每单位限报 3 人，每人限报 2 项，可兼报接力（不分年龄组）；
但除接力项目外其他项目不可跨组参赛，即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项目比赛。
（三）每项报名总人数不足 3 人（队），不予编排；
（四）每单位报领队、教练各一名。
（五）体育部教师参赛只限个人报名参赛，每人限报 2 项，可兼报接力。

五、录取名次
（一）个人名次：
各单项获得前六名的运动员，分别按 7、5、4、3、2、1 计分，集体项目（包
括接力，拔河比赛、跳绳比赛等）双倍计分。破记录者另加 7 分，同一项目多次
破记录者只加一次分，若报名不足 6 人（队）参赛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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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接力赛、夫妻
捆腿跑不计入团体总分。
（二）团体名次：
按各单位各组别男女项目得分总和排列名次，取前八名。若总分相等，以破
记录多者列前，如仍相等，以第一名多者列前，余类推。
（三）体育部参赛不计团体总分，只限录取各单项第一名，并且不涉及其他
运动员名次录取。

六、竞赛规则
比赛采用中国田协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七、报名事宜
（一）请各参赛单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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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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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接力赛和夫妻捆腿跑项目，不采用网络报名，报名表见附件 4，请于
10 月 20 日 17:30 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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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请各单位于 10 月 20 日前将纸质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送交体育部（校行政

楼 709 室）。
（五）请各单位于 9 月 20 日到（校办公楼 709 室）领取网络在线报名二维码。

八、其他
（一）运动员须持有效证件（校园卡、身份证）并佩戴号码布上场比赛。
（二）参赛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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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鞋自备，参赛学生和教工运动员的号码布由体育部统一制作。各单位赛
前到体育部领取秩序册和号码布
（四）本规程解释权归体育部，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九、教工组运动员号码编号
号码

学院

号码

学院

0001-0600 地球与环境学院

0101-0160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0201-0260 土木建筑学院

0301-0360

机械工程学院

0401-0460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0501-056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601-0660 化学工程学院

0701-0760

力学与光电物理学院

0801-0860 外国语学院

0901-0960

经济与管理学院

1001-1060 医学院

1101-116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201-1260 空间信息与测绘工程学院

1301-1360

机关

1401-1460 总务部

1501-156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601-1660 离退休工作处

1701-17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01-1860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1901-1960

矿业工程学院

2001-2060 人工智能学院

2101-2160

第一附属医院

2201-2260 汽车工业学校

安徽理工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 9 月 19 日

附一、家庭趣味性体育比赛
（一）项目：家庭接力赛、夫妻捆腿跑
（二）参加办法：
1、每单位每年龄组限报 3 对；
2、至少有一方为本校教职工。
（三）比赛办法
1、家庭接力赛
（1）小孩在 3-4 周岁和父母为第一组，距离 210m；
（2）小孩在 5-6 周岁和父母为第二组，距离 220m；
（3）小孩在 7-8 周岁和父母为第三组，距离 230m；
2、夫妻捆腿跑
（1）夫妻年龄相加在 80 岁以下者为第一组，距离 50m；
（2）夫妻年龄相加在 80 岁以上者为第二组，距离 50m；
（四）录取名次 ：
按年龄组取前六名，不足 6 对者，按原名次录取、不递减，比赛只取名次而
不计团体总分。

附二、排球发球团体赛
（一）参赛人数：各单位限报 6 人（3 男 3 女）。
（二）录取名次：取前 6 名。
（三）比赛方法：发球者站于端线后，可以用下手、上手等发球方法将球发
至过网的有效区内（必须是单手发球），以总得分多少排列名次，如得分相等，
以单球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以次优成绩排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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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信号后，比赛开始，每人连发 5 球。发球未过
网为 0 分，凡触线的球往低分靠，触及端线/边线的球为有效球。

附三、集体篮球定点投篮（男、女）
（一）参赛人数：各单位限报 6 人（3 男 3 女）。
（二）录取名次：取前 6 名。
（三）比赛方法： 每人连续三次投篮，按进球数排定名次。男子站在三分线
投篮，女子站在罚球线投篮。
（四）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信号，投篮开始，每队派一人负责供球。篮球
由大会提供。

附四、拔河比赛规则
（一）参赛人数：每单位限报 15 人（10 男 5 女）。
（二）录取名次：取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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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五、集体跳绳
（一）参赛人数：各单位限报 12 人（8 男 4 女），2 人摇绳，10 人跳绳。
（二）录取名次：取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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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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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六、离退休组项目
项目一：罚球线定点投篮
规则：
1、比赛方法：1 分钟罚球线投篮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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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赛要求：裁判员发出信号，比赛投篮开始（双手胸前或单手肩上），裁
判员再次发出信号时，比赛即为结束。篮球由大会提供。

项目二：前抛实心球
规则：
1、参赛者应站在投掷线后，不得踩线；
2、必须原地投掷，不得助跑或垫步。每人投掷三次，取最好一次成绩记录；
3、必须双手举球从头部上方向前投掷，不能单手投掷或双手底甩；
4、犯规投掷成绩无效。

项目三：小保龄球（10 米）
准备：篮球一个，矿泉水十瓶。
每个人有 3 次机会掷球，砸倒矿泉水瓶多者即算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