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华东师范大学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宗旨 
促进我校大学生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团结和友谊 

三、口号 

团结、奋进、文明、创新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11 月 11 日（周二全天）、11 月 12 日（周三下午）；闵行校区东田径场（靠近

虹梅南路） 

五、竞赛项目 

1、男子组（单项 9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1000 米、立定跳远、跳高、引体向上、4×100 米

接力、4×400 米接力 

2、女子组（单项 9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立定跳远、跳高、 仰卧起坐、4×100 米

接力、4×400 米接力 

3、男女混合团体项目（团体 12 项）（以实体院系为单位） 

拔河（10 男 5 女）、跳短绳（10 男 10 女）、50 米迎面接力（10 男 10 女）、

罚球线定点投篮（10 男 10 女）、实心球掷准积分赛（10 男 10 女）、单脚跳接力

赛（10 男 10 女）、阳光伙伴（10 男 20 女）、抱球迎面接力（10 男 10 女）、足球

射门（6 男 5 女）、跳圈接力（8 男 8 女）、踢毽子（10 人男女不限）、第九套广

播体操比赛（原则上 18 男 18 女，必须是大一新生） 

4、入场式 

    以实体院系为单位，6 人×6 人＝36 人方阵，男女不限。领队(由各实体院系

院长、主任或书记担任)必须参加入场式队伍。 

六、参加方法 

1、凡在我校注册的在籍、在校全日制学生均可代表所属实体院、系参加比赛。 

2、研究生单独分组比赛，单独计名次、成绩，不与本科生一起计取名次、成绩。

研究生随各实体院系的本科生一起报名，但要加以注明研究生即可。 



3、商学院、法律系、社会发展学院、传播学院的高水平运动员和体育专业学生

不能参加此次比赛，体育教育、社会体育、运动训练专业的学生只允许参加

本次校运会专门为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专业学生体能测试所设置的项目，只

做为测验，不计算团体总分。（在各院系的所有高水平运动员及体育专业的部

分学生将担任运动会裁判工作） 

4、各实体院（系）每个单项限报 3 人，每人限报 2 个单项（可兼报 4×100 米、

4×400 米接力、男女混合团体项目。）（体育专业学生体能测验除外。） 

5、所参加运动会项目成绩，可替代体育课相同项目的成绩。 

七、竞赛规则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 新审定的《各项目竞赛规则》及我校特定的比赛规则。 

2、径赛项目除 100 米进行决赛，其它项目的名次一律以分组按成绩决定名次。 

3、广播操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评分，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

三等奖 5 名。（因广播操队伍为开幕式入场队列，请各实体院系必须着统一运动

服参加。） 

4、入场式：以实体院系为单位评分，若院、系领导没有作为领队参加入场式队

伍，则不予参加评比。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 

   （入场式队伍的要求详见开幕式附件）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1、个人名次 

男、女单项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接力项目及

男女混合团体项目双倍计分），名次并列，得分平均分配，报名不满 9 人，按报

名人数减一录取，凡报名并参赛完成的运动员均得 0.5 分。 

2、团体总分 

（1）设实体院、系男子团体总分，女子团体总分，男女团体总分前八名，成绩

在校报和校园网上公布。 

（2）只报一个男队或一个女队，不计算男女团体总分。 

（3）不参加男女混合团体项目比赛，不计算男女团体总分。 

（4）广播操比赛和入场式得分计入各单位团体总分：一等奖 20 分、二等奖 15

分、三等奖 10 分。 

3、破纪录加分 



破校纪录加 20 分，破上海市大学生纪录加 50 分。 

4、奖励 

按校体委规定分别给予奖励。 

九、其它 
1、各单位报名表于 10 月 17 日前以实体院系为单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lchen@tyxx.ecnu.edu.cn 逾期不受理。（报名表请至体育与健康学院网站下载栏

下载） 

2、比赛号码布本科生为白底黑字、研究生为白底红字、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能测

验学生为红底白字，统一由组委会制作发放，号码由运动会编排组统一编号。 

3、未尽事宜，领队会再议。领队会定于 11 月 5 日（周三）中午 1：00 在闵行校

区体育馆二楼报告厅召开，会议将进行男女混合团体项目的抽签及发放秩序

册，请各实体院（系）体育部长务必准时参加会议。 

4、运动会入场式彩排定于 11 月 5 日（周三）下午 1：45 在闵行校区东田径场（靠

近虹梅南路）主席台前跑道上集合，各实体院系务必派 1 名入场式引导员参加。 

5、校运会事宜联系人：潘老师（电话：62456774，54345139，手机：13901731621） 
  

 

 
                              华东师范大学运动会 

组织委员会 

                                 2014 年 09 月 28 日  
 

 

 

 

男女混合团体项目竞赛规则 
一.50 米迎面接力（10 男 10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东、西跑道各 3 个系同时进行比赛。 
2． 每系 10 名男生排一边，10 名女生排另一边。 
3． 比赛以 后一名运动员到终点时，裁判员记录的时间成绩为准。 



二.罚球线上定点投篮（10 男 10 女）：～～～～篮球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进行，每人连续投三球。 
2． 根据那队先到，先进行比赛。 
3． 一名裁判员记录一个系投进的次数，所有投进次数累加为该队 终成绩。 
4． 如两队投进的总次数相同，则名次并列。 

三.跳短绳（10 男 10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10 男 10 女同时进行。 
2． 根据那队先到，先进行比赛。 
3． 一名裁判员记录一名运动员成功次数，所有成功次数累加为该队 终成绩。 
4． 比赛时间：男生 1 分 30 秒，女生 1 分钟。 

四.实心球掷准积分赛（10 男 10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进行，每系每人连续掷二球。 

2． 以实心球落地点为准计分，如实心球落在两得分点区域线上，以得分低的点计分（器械

落在边线上判为犯规），按 2 次得分总和计算个人得分，团队得分以全队得分相加总和计算，

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得分相等时，以 高一次得分成绩多的队名次列前；若成绩仍相等，以

次优成绩多的队名次列前，余类推。 

 
 
 

6-8 米  

3 6 9 

1 4 7 

2 5 8 

3． 场地设置：起掷点距落地区：女生 6 米，男生 8 米。落地区为长方形方格，方格内分 6

个区域，每个区域长、宽均为 1 米。(见上图) 

五.拔河（10 男 5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进行，根据抽签，采用淘汰制，三局二胜。 
2． 若到 1 分钟时间，则以红绳偏向的一方为胜。 
3． 注意：整个比赛要排出 1～8 名，因此， 后 3、4 名之间，5、6、7、8 名之间也要决

出胜负。 
 

六.单脚跳接力赛（10 男 10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进行， 接力赛出场顺序各实体院系自定。 
2． 用一单脚跳 20 米到端线，跑过障碍竿，再换另一单脚跳回，用打手进行交接。 

3． 以计时成绩排出名次。 

4． 途中放下用双脚着地，每次成绩加 10 秒。 （见下图） 

20 米 

七.阳光伙伴（10 男 20 女）：～～～～田径场 



1．比赛时每队选手将自己的一条腿和相邻同伴的一条腿在踝关节处绑在一起。 

2．运动员在比赛中出现摔倒或绑腿带松开，应在此位置继续比赛。 
3． 比赛距离 30 米，依比赛成绩（时间）排名，计时以该队 后一位选手身体完全越过

终线为准，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八.抱球迎面接力（10 男 10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10 名男生、10 名女生分别排在距离为 30 米的赛道两边。 
2． 比赛中队员抱着三个球跑（篮球、排球、足球）至对面端线后，将球传递给同伴。如

中途掉球，须从掉球点重新抱球跑进。 

3． 比赛以 后一名运动员到终点时，裁判员记录的时间成绩为准。 

 九.足球射门（6 男 5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进行，每队安排一名守门员，其余队员每人连续射门 2 次。 
2． 比赛采用 7 人制足球门，射门距离男生为 10 米，女生为 8 米。 
3． 以 10 轮过后每队进球总数计算名次。如进球数相同，则按报名表顺序一球定胜负。 

十.跳圈接力（8 男 8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进行，男、女两人搭配编组，比赛距离 20 米。 
2． 两个呼啦圈交替前进，出发时男生负责搬运呼啦圈，女生跳跃前进。到达 20 米处返

回起点时，女生负责搬运呼啦圈，男生跳跃前进。 
3． 男生须跳过起点线后第二组出发，以此类推 。 
4． 比赛以 后一名运动员身体完全越过终点线为准，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十一.踢毽子（10 人男女不限）～～～～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组队，在 2×2 米的方框中进行盘踢。 
2． 比赛中每踢一次脚必须着地，不得荡踢。 
3． 计算每人 1 分钟踢的有效次数，10 人累加为该队 终成绩。 
4． 如两队的总次数相同，则以个人 好成绩次数多者团体名次列前。 

十二.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18 男 18 女）～～～～田径场 

1． 比赛以实体院系为单位组队，即以参加入场式队伍为比赛队。 
2． 比赛在东田径场大草坪上进行，必须是大一新生，着统一运动服装。 
3． 入场式队伍全部进场后，当学校领导宣布运动会开幕后，进行广播操比赛。 

4.  比赛成绩以评委评分为 终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