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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第三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与地点 

2019 年 10 月 13 日，哈工大（深圳）田径场；2019 年

10 月 18日，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 

二﹑田径项目 

2019 年 10 月 13 日，哈工大（深圳）田径场 

（一）、学生组 

男子（3项） 

100 米预赛、200米预赛、铅球 

女子（3项） 

100 米预赛、200米预赛、铅球 

（二）、教工组 

男子（3项） 

100 米预赛、200米预赛、铅球 

女子（3项） 

100 米预赛、200米预赛、铅球 

 

2019 年 10 月 18 日，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 

（一）、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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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8项） 

100 米决赛、200米决赛、400米、1500米、3000米、4×100

米接力、跳高、跳远 

女子（8项） 

100 米决赛、200米决赛、400米、800 米、3000 米、4×100

米接力、跳高、跳远 

（二）、教工组 

男子（8项） 

100 米决赛、200米决赛、400米、1500米、3000米、4×100

米接力、跳高、跳远 

女子（8项） 

100 米决赛、200米决赛、400米、800 米、3000 米、4×100

米接力、跳高、跳远 

三、竞赛规则 

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四、趣味项目与竞赛办法 

（一）、 快乐投篮（嘉宾环节） 

比赛分队：比赛分为 4个队     

比赛安排：每队队员在起跑线排队做好准备。裁判发令后，

第 1 名队员抱球向投篮处奔跑，跑到投篮器材前面对准本队

篮筐进行投篮，投中后抱球回到起点交接给第 2名队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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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样进行，以最后一名队员投中篮筐为比赛结束。以用时

少者名次列前。 

比赛方法: 1、每人必须投中篮筐后方可折返； 

2、必须回到起点线后交接方可出发； 

3、不得干扰旁边道比赛； 

4、以上每次犯规各加 3秒，如严重犯规取消成绩。 

比赛距离：30 米接力。 

计分：用时最短犯规最少的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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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舟过河 

比赛人数：10 人/队（女队员不少于 2 人）。 

比赛安排：每只代表队派出 10名队员。2 名女队员坐在气垫

上环抱气柱或球，4 名队员负责推动气垫前行，4 名队员通

过移动气柱，带动气垫前行。  

比赛方法：1、气柱往前行进，整体越过终点线后，比赛结

束，计时停止，用时少者获胜。2、在比赛中，气垫必须离

地，如果着地则加罚 5秒/次，如女队员掉地，则队伍加罚 5

秒，必须重新调整好位置后才能继续出发比赛。 

计分：用时最短犯规最少的名次列前。行走 20 米，用时少

者获胜。 

安全提示：身上佩戴的所有硬物都要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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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愤怒的小鸟 

比赛人数：10 人/队（女队员不少于 2 人）。   

比赛安排：每只代表队派出 10名队员，1 名队员负责拉橡皮

筋发射炮弹，1 名队员在旁边装炮弹，2 名队员负责回收及

供应炮弹，6名队员手持水桶到炮架前接球有效区内接球。 

比赛方法: 1、按要求弹射炮弹后，接球队员用水桶接球。

接到球后，亲自用桶送回白线后的桶内，再接着跑回去继续

接球。2、只能用水桶在有效区内接球，身体任何部位不得

接触球，接到球后亲自送回指定位置方才有效，三分钟内，

以有效球数多者为胜。 

计分：相同时间内最多的名次列前。 

安全提示：身上佩戴的所有硬物都要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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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鸿运彩球 

比赛人数：10 人/队（女队员不少于 2 人）。 

比赛安排：每只代表队派出 10 名队员，在起点自由站位托

球准备。                                    

比赛方法：1、10 名队员用手（单双手都可）抓住把手托着

大彩球以最快的速度通过 50 米的距离到达终点，彩球整体

越过终点线后，比赛结束，计时停止，用时少者获胜。 

2、参赛队员在比赛中，如有队员摔倒、掉队需停下调整好

后才能继续前进否则加罚 2秒/次。 

3、行走 50米，用时少者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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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舟共济 

比赛人数：每队 10 名队员，（女队员不少于 2人）。 

比赛安排：每只代表队派出 10 名队员，10 名队员一路纵队

站在起点    

比赛方法：①同踏大板鞋，步调一致，行走 20 米，用时少

者获胜。②比赛中，参赛队员的双脚必须扣在板带内行进，

脚不可接触地面，否则视为犯规，加罚 5秒/次；鸣枪出发，

大板鞋前端压终点线计时停止；队员中途倒地，须原地站起

继续比赛即可，不可缺员，否则取消其该项目的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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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单位及资格 

（一）、学生以学籍注册所在的学院为单位报名，参赛资格

审核权归教务部负责。教职工以学校工会为单位报名，参赛

资格审核权归人力资源处负责。 

（二）、学生组每项限报 3 人，每人限报 2 项（接力除外）；

教工组每项限报 3 人，每人限报 2 项（接力除外）。趣味项

目每项限报 1队，每人限报 2项。学生组参加竞赛项目的运

动员不允许参加趣味项目的比赛，教工组允许竞赛与趣味项

目兼项。 

六、竞赛与录取办法 

（一）、学生组和教工组男、女录取前 8名，按 9、7、6、5、

4、3、2、1 计分；参数运动员或运动队不足九人（队）的项

目（包括团体），递减一个名次录取。趣味项目比赛录取与

竞赛项目相同，记入团体总分。打破校运会记录另加 10分，

并纳入团体总分。 

（二）、运动会设团体总分，录取前 6 名。团体积分如遇相

等，按破纪录人次多者列前，如再相等按单项第 1 名多者列

前，再相等按第 2名，以此类推。入场式评分计入团体总分。 

（三）、跳高起跳高度：学生组男子 1.35米，女子 1.00米；

教工男子 1.10 米，女子 1.00 米。学生男子组 1.60 米以下

每次 0.05米上升，1.60米以上每次 0.03米以上；教工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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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1.30 米以下每次 0.05 米上升，1.30 米以上每次 0.03 米

以上；学生女子组 1.20米以下每次 0.05米上升，1.20米以

上每次 0.03 米以上，教工女子组 1.10 米以下每次 0.05 米

上升，1.10米以上每次 0.03 米以上。 

（四）、铅球：男子 6 公斤,女子 4 公斤,每人三次取最好成

绩。 

（五）、跳远；男子采取 2 米板起跳，女子采取 1米板起跳，

每人预赛试跳 3次，取前 8名进入决赛。进入决赛运动员再

进行三次试跳比赛。 

七﹑奖励办法 

对获得团体总分前 3 名的单位颁发奖杯，团体总分 4-6

名的单位颁发锦旗，获得单项前 3 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及证

书，4-6名颁发证书。（趣味项目除外） 

八、精神文明奖评选条件 

为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在竞技场上发扬团结互助、

力争上游的团队精神，在激烈的运动场上体现我校大学生积

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公正、公平、公开、客观地

评选精神文明奖，特作如下评选方案： 

（一）、奖项设置 

以学院为单位，共评选精神文明奖单位 6 个。 

（二）、评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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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评审委员会，采用分项打分形式，对运动会各方面工

作进行评分，以总积分为终评指标。 

（三）、评比标准 

 1、校运动会入场式评分标准 

（1）入场式解说词：要求简单明了，体现参与本次运动会

的信心与态度（10 分） 

（2）精神风貌：精神饱满、充满活力（10分） 

（3）口号：文明、热烈、响亮、整齐（10分） 

（4）入场方阵：40 人以上（人数越多得分越高），步伐整齐

有力，动作协调大方（10分） 

（5）服装、道具：服装整洁美观大方，符合运动会主题，

道具体现学院特色。服装道具自制可加分（10 分） 

创意表演：方阵按指定路线行进，经过主席台可以做队列变

化和表演等展示（行进队伍展示时不可停顿），（10 分） 

2、观众秩序 

（1）观众热情，观看气氛热烈（10 分）。 

（2）无不文明举止（使用不文明用语、打牌、打架、乱跑、

抽烟、喝倒彩等）（20分）。 

（3）观众队伍整齐，服装统一（10 分）。 

（4）组织啦啦队，并为参赛队员加油,口号响亮、积极（20

分）。 

（5）各学院学生在运动会期间应在指定区域就座观看比赛，

服务点观看人数较多（20分）。 



 

 11 / 13 

 

注：考勤时只统计在班级指定区域内就座的学生，不在指定

区域内就座的学生不计入考勤总人数。（运动会期间抽查 2

次取平均值） 

（6）未经允许私自进入比赛场地，影响比赛，取消所在班

级精神文明奖的评比资格。 

3、会场卫生及其它情况 

（1）比赛期间，各学院指定就座区域整洁，无果核、纸屑、

塑料袋等垃圾（20 分）。（运动会期间抽查三次得分平均值） 

（2）故意向其他学院区域乱扔垃圾（每人次扣 10分）。 

（3）不及时清理书院区域内的垃圾，比赛结束检查时仍不

干净的（扣 10分）。 

（4）好人好事表现突出者（如拾金不昧）、运动员事迹特别

感人者（每人次加 10 分）。 

4、宣传情况 

实时新闻稿件（20 分） 

注：本办法解释权归校运会组委会 

九、其它规定 

（一）、参加径赛项目比赛运动员必须使用平底胶鞋或塑胶

跑道专用钉鞋（即：鞋钉在鞋掌和鞋跟外突出部分，其长度

不得超过 9mm。跳高项目鞋钉的突出部分，长度不得超过 12mm。

鞋钉的最大直径为 4mm。） 

（二）、参赛运动员资格：参加学生组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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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籍学生、研究生、留学生；参加教工组比赛的运动员必须

是我校在职职工（包括校自主招收博士后）。 

（三）、凡是冒名顶替或超项者，除取消该成绩外，另扣除

团体总分 10 分，取消参加精神文明奖资格。 

（四）、报名单提交后，不得更改。因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或

补报名，要经本届运动会裁判长批准。运动员因事因病不能

参加比赛时，不得由他人顶替。 

（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体检合格者允许参赛（由各报

名单位负责）。如在比赛中出现健康意外情况由本人承担。 

（六）、运动员必须带本人“号码布”参加比赛，经检录后

方准参加比赛。 

（七）、各单位分别由各院院长在报名单上签字，确认好参

赛组别，报名单一经提交不能更改。 

（八）、2019 年 10 月 18 日（周五）开幕式，请各院自行组

织好观众和运动员、方阵队伍，安排好交通、午餐、休息等

事项。 

（九）、各参赛单位准备前导词一份，200 字左右，请于 10

月 10 日 14 ： 30 前 发 至 学 生 发 展 处 ， 邮 箱

wangjunhan@hit.edu.cn，联系人： 王俊涵  ，  联系电话： 

26700272。 

（十）、各参赛单位要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遵循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平安高效的原则。 

（十一）、拟在校运会开幕式上进行团体操表演的团体，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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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 月 10日前将表演的内容、形式、人数等情况报给学生

发展处（联系人：王俊涵  联系电话：26700272），以便统

一安排。 

十、报名方法 

本届运动会报名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09 月 18 日，截止

时间为 2019 年 09 月 30 日，由各部门相关负责人统一将电

子 版报 名表发至 人文 与社会科 学学 院聂老师 邮箱

niezichen@hit.edu.cn，并将纸质版报名表签字盖章后交至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G栋 307室，逾期作弃权论。咨询电话：

聂老师,86977073 

十一、本规程未尽事宜解释权归大会竞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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