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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花样跳绳协会文件
沪绳秘[2018]005 号 签发人：李胜席

关于举办第五届上海国际交互绳大奖赛的通知

上海市花样跳绳协会各会员，各有关单位：

上海国际交互绳大奖赛是 2017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A

类赛事，该项比赛已连续成功举办多年，项目设置不断丰富，

参赛人群不断增加，竞技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

大，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为进一步推动跳绳的普及与开展，兹定于 2018 年 11月

17-18 日在青浦区体育馆举办第五届上海国际交互绳大奖

赛，现将《第五届上海国际交互绳大奖赛竞赛规程》发给各

有关单位，请按规程要求积极派员参加。

特此通知。

上海市花样跳绳协会

2018 年 7 月 15日

主题词：交互绳 大奖赛 通知

上海市花样跳绳协会 2018 年 8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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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上海国际交互绳大奖赛

竞赛规程

一、指导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体育总会

二、主办单位

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青浦区体育局

青浦区体育总会

上海市花样跳绳协会

三、承办单位

上海席跃体育赛事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跃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

五、赞助单位

耐克

悦氏碱性水

浙江小王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杰牌钟表

六、竞赛日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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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竞赛日期：2018 年 11 月 17 日-18 日（周六、周日）

2.竞赛地点：青浦体育馆

七、竞赛组别

（一）公开组（Open）:19 岁以上

1999 年 11 月 17 日（含）前出生

（二）青年组（U-19）：13-18 岁

1999 年 11 月 18 日至 2005 年 11 月 17 日（含）间出生

（三）少年组（Junior）：5-12 岁

2005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7 日（含）间出生

八、竞赛项目

（一）速度赛

30秒交互绳速度跳、3*40 秒交互绳速度接力跳。（注：30秒

交互绳速度跳分男子组、女子组；3*40 秒交互绳跳分男子组、女子

组、混合组，每名运动员只能报一个组别）。

（二）交互绳套路赛

套路 A（规定音乐，100 秒时间，4 人参赛，动作需严格按照

套路视频要求做）。

套路 B(规定音乐，110 秒时间，5人参赛，动作可做适当调整)。

注：每支队伍仅可报名参加一个套路赛比赛项目。

套路 C(规定音乐，90秒时间，5 人参赛，动作可做适当调整)。

注：每支队伍仅可报名参加一个套路赛比赛项目。

（三）交互绳表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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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绳表演赛（3-10 人，2-3 分钟）

（四）挑战赛

2分钟 10 人交互绳绕“8”字跳；

最多人连续跳交互绳（非比赛正式项目，由组委会统一组织）；

注：比赛音乐、套路视频、比赛规程及报名表等信息可登录

“http://www.doubledutchcontest.cn/eventList.aspx”赛事官方

网站下载。

九、参赛办法与报名

（一）参赛办法：

1、接受社会各界以队为单位自由组队报名参赛。

2、接受国际选手以队为单位直接报名参加 11月 18 日决赛。

3、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1 人，运动员 3-10 人，性别不限。

4、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参加 30秒交互绳速度赛的三

名运动员必须参加表演赛。

5、各组别交互绳表演赛和30秒交互绳速度赛前6名进入11月 18日

决赛。

6、参赛人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 2018 年体检合格。

7、参赛人员应自行办理意外人身伤害保险。

（二）报名办法：

1、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见附件）、队伍合照于 2018 年 11 月 7日前

提交至邮箱：ropeskipping@163.com，并将参赛费转账到指定账户，

并与汇款单上注明：XXX 单位或者队伍，视为报名成功。

mailto:ropeskipp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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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户 行：农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公司账号：03326700040043539

开 户 名：上海跃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详细可咨询大赛竞赛部

报名联系人：徐腾 15317320161 、 吴丹 15201785901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260 号跃动体育 2 楼

十、竞赛办法

采用《国际交互绳巡回赛规则》执行。

十一、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 30 秒交互绳速度赛和交互绳表演赛录取第 1-8 名颁发

奖杯、证书，前 6名参赛队进入第二天决赛。

（二）各组别交互绳套路赛按参赛队伍比例设一、二、三等奖，颁发

奖杯、证书，不选拔参与决赛。

（三）3*40 秒交互绳速度接力和 2 分钟 10 人交互绳绕“8 字”跳各

组别按等奖制录取前 8 名，设一、二、三等奖，颁发奖杯、证书，不

选拔参与决赛。

（四）第二天决赛各项各组别前三名颁发奖杯、证书；决赛各项各组

别第一名颁发奖金，4-6 名颁发证书。

（五）决赛设最快速度奖一名，录取三个组别中 30秒交互绳速度赛

最好成绩的队伍，颁发奖杯、证书，若打破大赛速度最高纪录，再追

加丰厚奖金。

（六）决赛各项目各组别优胜队伍将获得参加 2019 年世界交互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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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总决赛的资格，名额数量和录取办法见下表：

情况 各组别参赛队伍总数量 名额数量 录取办法

1 1-59 支 1支 第 1名

2 60-89 支 2支 第 1-2 名

3 90 支以上 3支 第 1-3 名

备注 名次居前者若弃权参赛，名额顺延至名次居其次者

例如：第 1 名弃权参赛，则顺延至第 2 名，以此类推

（七）比赛设置“最佳人气奖”，评选办法另行通知，详细请关注“上

海跃动跳绳”官方微信 。

十二、申诉和纪律

（一）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以保证比赛公正（按国家体育总局有关

仲裁规定开展工作）；

（二）参赛人员对比赛如有异议，须在比赛结束后三十分钟内，向仲

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材料，同时缴纳申诉费 3000 元人民币。如申

诉成功，申诉费将如数退还，仲裁委员会不可改变临场裁判判罚结果。

（三）比赛裁判员由上海市花样跳绳协会统一选派。

十三、报到及经费

（一）参赛报到：11月 16 日报到，17-18 日预决赛，详情见报名表；

参赛报名费 1000 元/队，提供发票(含参赛门票)，由上海跃动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代收。

（二）国际交互绳培训班报到：11 月 16 日报到，17-18 日观摩大奖

赛预决赛，19-21 日国际交互绳培训班，22日体育旅游（自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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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离会；培训费 2580 元/人，提供发票(含参赛门票)，由上海跃动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代收。

（三）参赛队伍交通往返自理，食宿每人 240 元/人/天，由上海跃动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收。

（四）联系人：徐腾 15317320161；吴丹 15201785901

十四、本次比赛的摄影录像权、衍生作品版权以及著作权归组委会所

有，为宣传和推广，组委会有权对参赛人员的肖像用于摄像、电视播

放、摄影、识别以及其他方式的记录和记载，包括用于组委会授权的

第三方使用。

十五、本竞赛规程的解释、修改权属上海市花样跳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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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 第五届上海国际交互绳大奖赛报名表

队伍名称 参赛单位 是否参加国际交互绳培训班

（11 月 19-22 日）

是（ ）

否（ ）领队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30 秒交互绳速度 3*40 秒交互绳速度接力

交互绳表演赛

交互绳规定套路

A（ ）/ B（ ）/ C（ ）

2 分钟 10 人长绳绕

“8 字”跳男 女 男 女 混合

教练员

运动员 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运动员 4

运动员 5

运动员 6

运动员 7

运动员 8

运动员 9

运动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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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简介（150

字左右即可，

加队伍照片）

说明：1、自主选择参加 2018 年国际交互绳培训班，培训费用 2580 元/人，包含迪士尼门票 1张；

2、报名表必须逐栏认真填写并盖章，扫描后与团队合照一起发送到：ropeskipping@163.com；

3、运动员参与项目请在对应后方表格内“√”选；参加套路赛的队伍 A、B或 C任选一套；

4、运动员必须身体检查由医务部门盖章；由参赛单位签字盖章，否则不予承认。

医务部门（盖章） 参赛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监护人签名：

2018 年 月 日

mailto:ropeskippin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