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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成都

2018成都市青少年自行车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成都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合会

                         青白江区教育局  

                         青白江区文体广新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成都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青白江区人和乡人民政府

                         四川省老车迷自行车俱乐部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2018年3月31日

       四川省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青白江·人和）

五、参赛单位

       成都市各中、小学校 

六、竞赛项目和分组

（一）竞赛分组

（二）竞赛项目

 1. 计时项目：初中组1000m计时赛，小学组500m计时赛

 2. 技巧项目:泥地赛、过独木桥赛、绕杆

 注：每人限报一项计时赛和一项技巧（三选一）项目

七、参赛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参赛代表队可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运动员20人（男女不限）

（二）运动员资格

 1．参赛的运动员，须具有成都市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

 2．运动员参赛年龄须符合各组别年龄规定。

（三）报名、报到

 1. 各参赛单位应认真填写报名表（见附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于3月24日前将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并报四川省老车迷自行车俱乐部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北森北路1号西村大院5号楼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8981747623

  邮箱：   报名时领队、教练员、运动员须提交电子版照片（一寸近期正面免冠白底彩色证件照）。1258774616@qq.com

 2. 报到时提供以下材料：运动员的有效证明（身份证或户口本、学籍证明）、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体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3. 运动员资格审查合格后领取“参赛证”。

八、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

  采用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审定的最新《自行车竞赛规则》以及本次比赛的特别竞赛规则。

（二）竞赛规定

 1. 各参赛组别报名参赛的人数至少达到5人（含5人）以上方可立项。

 2. 所有参赛者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竞赛精神，必须遵守竞赛规程，注意安全，不做可能引起自己或他人受伤害的冒险或有意行

为；不得冲撞、排挤、挂蹭他人，影响他人比赛及其安全；出现上述行为，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3. 运动员须在赛前30分钟到检录处检录，检录不到者，视为弃权。

 4. 凡发现运动员资格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的，按市青少年自行车锦标赛运动员资格审查的有关规定处理。

大项 组别 出生日期

初中组 男/女 2003.1.1--2005.12.31

 甲组(男/女) 2006.1.1-2008.12.31

小学组 乙组(男/女) 2009.1.1以后出生

5. 如出现违背体育道德行为，将根据有关纪律规定进行处罚，并取消该代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

（三）参赛车辆和装备要求

1. 大赛统一提供比赛用车和头盔，比赛使用轮径20寸以上（20寸、24寸、26寸）山地自行车。

2. 参赛者服装自备，比赛时必须佩戴头盔、骑行手套，建议佩戴护肘、护膝等必要的安全护具。

九、名次录取与奖励办法

（一）名次录取

1．各项目均录取前8名（第1名计13分、第2名计11分、第3名计10分，第4名计9分，第5名计8分，第6名计7分，第7名计6分，第8名计5

分），不足8名按实有参赛人数录取。

2．团体：按报名队数多少确定团体名次。团体名次分别等于该队男、女个人总成绩得分之和（13、11、10、9、8、7、6、5）计入团体

总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积分相等以个人总成绩名次优者列前，再相等，以个人总成绩及组别名次优者列前。

（二）奖励办法

1. 获得前3名的运动员颁发奖杯和证书，获得其他录取名次的颁发证书。

2. 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大会有关规定执行。

十、裁判选派及管理办法

主要裁判员由成都市自行车运动协会选派，辅助裁判员由承办单位聘用。上述裁判员服从大会相关管理办法管理。

十一、本次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大会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大赛组织委员会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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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时项目

1、 1000m计时赛、500米计时赛

1.1、同组四名选手在起点原地集体出发，以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排定名次。

1.2、比赛采用电子计时，电子芯片已提前固定在车辆相同位置，每组选手按照编号选择对应的车辆上道进行比赛。

1.3、同组别所有选手比赛完成后，进行最终排名。

1.4、出发口令：1分钟准备、30秒、15秒、10秒、5、4、3、2、1、跑。

1.5、处罚：出发时，出现抢跑，以运动员抢跑的时间加倍处罚。

二、技巧项目

1、泥地赛

1.1、场地为泥地竞速初级训练场，赛道全长130米。

1.2、比赛形式为单发计时赛，选手在起点原地出发，以完成规定路线的骑行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排定名次。

1.3、同组别所有选手比赛完成后，进行最终排名。

1.4、出发口令：1分钟准备、30秒、15秒、10秒、5、4、3、2、1、跑。

1.5、处罚：出发时，出现抢跑，以运动员抢跑的时间加倍处罚；不按规定路线骑行，抄近道等犯规行为，直接取消成绩。

2、过独木桥赛

2.1、场地为平整泥地，初中组赛道长15米，宽2米；其中独木桥宽20cm，长6米；小学组赛道长10米，宽2米；其中独木桥宽20cm，长

4米。

2.2、比赛形式为单发计时赛，选手在起点原地出发，沿规定路线骑行，车辆前轮和后轮必须完整通过独木桥，以完成骑行到达终点的先

后顺序排定名次。

2.3、同组别所有选手比赛完成后，进行最终排名。

2.4、出发口令：1分钟准备、30秒、15秒、10秒、5、4、3、2、2、跑。

2.5、处罚：出发时，出现抢跑，以运动员抢跑的时间加倍处罚；骑行中，身体任意部位着地、未能完整通过独木桥，则本项成绩无效。

3、绕杆赛

3.1、场地为平整泥地，赛道长25米，宽2米；杆与杆间距1.8米，全程共11个杆。

3.2、比赛形式为单发计时赛，选手在起点原地出发，沿规定路线骑行，车辆交替从杆的左（右）侧通过，以完成骑行到达终点的先后顺

序排定名次。

3.3、同组别所有选手比赛完成后，进行最终排名。

3.4、出发口令：1分钟准备、30秒、15秒、10秒、5、4、3、2、1、跑。

3.5、处罚：出发时，出现抢跑，以运动员抢跑的时间加倍处罚；身体、车辆任意部位接触杆罚时3秒，累计处罚；骑行中身体任意部位着

地、漏杆，则本项成绩无效。

注：每人限报一项计时赛和一项技巧（三选一）项目

                                                                                                                                                          大赛组织委员会

                                                                                                                                                              2018年3月

运动成都

2018成都市青少年自行车比赛竞赛规程细则 竞委会名单

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名单

总裁判长：罗    伟

裁判员：黄    斌     吴仲阳     邓明富     李    军      潘    伟     张    红      梁仕洪      朱    迪

电子计时：李    腾

（上述裁判员为国家自行车一级裁判员）

岳礼生     向华强     杨艳丽

主任:  

高    伟     成都市体育局  副局长

夏光永     成都市教育局  副巡视员

副主任

岳礼生     成都市体育局竞技处  处长

吴小刚     成都市教育局体卫艺处  处长

罗    健     中共青白江区人和乡  党委书记

向华强     青白江区文体广新旅游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晓斌     青白江区教育局  党组成员、研培中心主任

委员

辛    俊     成都市体育局竞技处  副处长

陈    建     成都市体育局竞技处  干部

王    琥     成都市体育局竞技处  干部

涂文东     成都市教育局体卫艺处  干部

郑    蓉     青白江区文体广新旅游局体育科  负责人

李    俊     青白江区业余体校  副校长

罗    伟     成都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主席

杨艳丽     四川省老车迷自行车俱乐部  总经理

刘    翔     大邑县三岔镇小学

郭秀梅     青羊区回民小学

张    仪     青羊区金沙小学

曹小单     青白江实验小学

张蓓璐     青白江大弯中学校

韩艳清     温江区体育局

罗朝军     石室北湖中学

王吉林     金堂县三星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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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名单

序号 姓  名 组别 项目

1 何刘昊 小学甲组（男） 500米·绕杆赛

2 韦瑾雯 小学甲组（女） 500米·绕杆赛

3 李韵锋 小学甲组（男） 500米·独木桥

4 李浩熠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5 王兴媛 小学甲组（女） 500米·绕杆赛

6 范斌斌 小学甲组（男） 500米·独木桥

7 叶宇鑫 小学甲组（女） 500米·绕杆赛

8 付俊葳 小学甲组（男） 500米·绕杆赛

9 王熙蕾 小学甲组（女） 500米·绕杆赛

10 张宇涛 小学甲组（男） 500米·绕杆赛

11 谢万明 小学甲组（男） 500米·绕杆赛

12 陈瑜曦 小学甲组（女） 500米·绕杆赛

代表队：大邑县三岔镇小学

领队：刘   翔 

教练：曹玲玮   

序号 姓  名 组别 项目

1 张欣悦 小学甲组（女） 500米·绕杆赛

2 曾梦婷 小学甲组（女） 500米·绕杆赛

3 陈孝琪 小学甲组（女） 500米·绕杆赛

4 张玉熙 小学甲组（女） 500米·泥地赛

5 陈婧 小学甲组（女） 500米·泥地赛

6 康一夫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7 何李烯梾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8 白瀚融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9 刘浩天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0 陈玉宸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1 张文柏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2 李宝飞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3 肖顺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4 潘林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代表队：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领队：曹小丹

教练：黄   淳

序号 姓  名 组别 项目

1 常芋霖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2 李俊延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3 熊熙雯 小学乙组（女） 500米·泥地赛

4 马鹤轩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5 李煜恺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代表队：青羊区回民小学

领队：郭秀梅

教练：   

序号 姓  名 组别 项目

1 周国创 小学甲组（男） 500米·绕杆赛

2 吴孟成 小学甲组（男） 500米·独木桥

3 张凯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4 林镜浩 小学甲组（男） 500米·绕杆赛

5 卢俊杰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6 叶浩天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代表队：金堂县三星镇小学

领队：王吉林

教练：毛治钢

序号 姓  名 组别 项目

1 江蕊灵 中学组（女） 1000米·泥地赛

2 余朦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3 崔桂嫱 中学组（女） 1000米·泥地赛

4 张蕊 中学组（女） 1000米·泥地赛

5 孙彩芸 中学组（女） 1000米·泥地赛

6 范沁彤 中学组（女） 1000米·泥地赛

7 彭春语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8 施薇 中学组（女） 1000米·绕杆赛

9 蒋瑞涵 中学组（男） 1000米·独木桥

10 张恩齐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11 范超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12  梅许寒 中学组（男） 1000米·独木桥

13 张思言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14 蒋丰屹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15 周鑫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16 张耘菲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17 康麟 中学组（男） 1000米·独木桥

18 刘瀚宇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19 刘玺韬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领队：罗朝军

教练：李   月

代表队：石室北湖中学

序号 姓  名 组别 项目

1 张洵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2 张峻铭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3 梁默昊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4 罗一尘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5 刘沛禹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6 金瑞祥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7 苏柏源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8 杨博文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9 兰  寻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0 曾思涵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1 陈敏泽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2 龙湘文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13 张胜蓝 小学乙组（男） 500米·绕杆赛

14 张铭轩 小学乙组（男） 500米·泥地赛

领队：张仪

教练：

代表队：青羊区金沙小学

序号 姓  名 组别 项目

1 罗思钰 小学乙组（女） 500米·独木桥

2 杨晨昕 小学乙组（女） 500米·独木桥

3 韩钰平 小学甲组（女） 500米·独木桥

4 郑萌 小学乙组（男） 500米·独木桥

5 彭锦琰 小学甲组（男） 500米·泥地赛

6 刘颖硕 小学乙组（女） 500米·独木桥

7 王国峰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8 何文殊 小学乙组（男） 500米·独木桥

9 刘阳静蕾 中学组（女） 1000米·泥地赛

10 张地 小学乙组（男） 500米·独木桥

11 彭科 小学乙组（男） 500米·独木桥

12 李蔓淇 小学乙组（女） 500米·独木桥

领队：韩艳清

教练：何小平

代表队：温江区体育局

序号 姓  名 组别 项目

1 曾林涛 中学组（男） 1000米·绕杆赛

2 吴锐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3 颜宇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4 倪新柘 中学组（男） 1000米·独木桥

5 赵俊臣 中学组（男） 1000米·独木桥

6 徐轶 中学组（男） 1000米·泥地赛

7 李伟杰 中学组（男） 1001米·泥地赛

8 叶彦俊 中学组（男） 1002米·泥地赛

9 肖文杰 中学组（男） 1003米·泥地赛

10 李 梦 中学组（女） 1004米·泥地赛

11 凌心怡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12 曾意盈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13  弋诗雨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14  钟俊姚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15 赵瑜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16 陈巧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17 易永菊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18 田恬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19 郑倩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20 漆萍 中学组（女） 1000米·独木桥

学校：青白江大弯中学

领队：张蓓璐

教练：付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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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日程表

内容 备注

9:00-9:30 参赛单位签到

9:30 开幕仪式

9:50-10:10 车辆熟悉、赛前指导 会场

10:10-10:40 小学组计时赛检录 检录区

10:15-11:00 小学组计时赛比赛 环湖赛道

10:40-11:00 中学组计时赛检录 检录区

11:10-11:40 中学组计时赛比赛 环湖赛道

10:10-11:40 技巧项目练习 各分赛场

11:40-13:00 休场、午餐

13:30-13:50 小学组过独木桥赛检录 检录区

13:40-14:00 小学组过独木桥赛比赛 会场区

13:30-13:50 小学组绕杆赛检录 检录区

13:40-14:00 小学组绕杆赛比赛 会场区

13:30-13:50 小学组泥地赛检录 检录区

13:40-14:10 小学组泥地赛比赛 泥地赛道

14:00-14:20 中学组过独木桥赛检录 检录区

14:10-14:30 中学组过独木桥赛比赛 会场

14:00-14:20 中学组绕杆赛检录 检录区

14:10-14:30 中学组绕杆赛比赛 会场

14:00-14:20 中学组泥地赛检录 检录区

14:10-14:40 中学组泥地赛比赛 泥地赛道

15:00 颁奖仪式

16:00 代表队离会

时间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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