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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交通大学第49届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弘扬交大“崇尚体育”的文化传

统，积极倡导“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

辈子”，进一步推进健康校园建设，促进更多师生自觉参加体育

运动和锻炼，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实际行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 

本届校运会将注重“竞技性与群众性、趣味性”相结合，以

丰富多彩的各项体育赛事和活动为载体，突出师生体质健康提升

和科学锻炼习惯养成，积极推动运动健康成为校园新时尚，持续

营造“爱交大、爱运动”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二、组织单位 

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承办：中国教育工会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 

      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 

协办：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联合会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体育总会 

三、时间地点 

时间：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20日（星期日） 

      （如遇下雨无法举行，顺延一周） 

地点：闵行校区胡法光体育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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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项目 

（一）学生组 

    1.学生田径比赛项目 

（1）学生男子组：100米、200米、400米、1500米、跳高、

跳远、铅球（7.26KG）、4×100米接力。 

（2）学生女子组：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跳高、跳

远、铅球（4KG）、4×100米接力。 

（3）学生男女混合组：4×400米接力（2男2女）。 

    2.学生群体比赛项目 

（1）拔河比赛：每队20人，女生至少5人。 

（2）射箭比赛：每队20人，男女不限。 

（3）足球传接球接力：每队20人，男女不限。 

（4）篮球运球上篮接力：每队20人，女生至少5人。 

（5）排球传垫球接力：每队20人，女生至少5人。 

（6）快乐大脚丫接力：每队20人，女生至少5人。 

（7）多足虫竞速接力：每队20人，女生至少5人。 

3.学生班级/研究生导学团队体能挑战比赛项目 

以本科生班级、研究生班级或者研究生导学团队（同一个课

题组、实验室、导师组的学生即可）集体形式组队报名和参赛。 

（1）平板支撑：每队10人，男女不限。 

（2）20人*50M穿梭接力：每队20人，女生至少5人。 

（3）单摇跳绳：每队20人，女生至少5人。 

（4）跳长绳：每队20人，男女不限。 

4.学生单项比赛项目 

（1）足球：七人制男子足球、五人制女子足球。 

（2）篮球：男子篮球、女子篮球。 

（3）排球：男女混合排球。 

（4）乒乓球：单项或团体赛。 

（5）羽毛球：单项或团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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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网球：单项或团体赛。 

（7）游泳：单项赛和团体接力赛。 

（8）棋牌：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 

（9）龙舟：男女混合200米直道龙舟竞速赛。 

（二）教工组 

    1.教工田径比赛项目 

（1）男子青年组（35岁以下，即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

生）：100米、400米、3000米、跳高、跳远、铅球（7.26KG）、4

×100米接力。 

（2）男子中年组（36-50岁，即1972年1月1日至1986年12月

31日出生）：100米、1500米、跳高、跳远、铅球（5KG）、4×

100米接力。 

（3）男子老年组（51岁以上，即1971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

生）：60米、立定跳远、实心球（2KG）。 

（4）女子青年组（35岁以下，即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

生）：100米、400米、1500米、跳高、跳远、铅球（4KG）、4×

100米接力。 

（5）女子中年组（36-45岁，即1977年1月1日至1986年12月

31日出生）：100米、800米、跳高、跳远、铅球（3KG）、4×100

米接力。 

（6）女子老年组（46岁以上，即1976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

生）：60米、立定跳远、实心球（2KG）。  

2.教工群体比赛项目 

（1） 拔河比赛：每队12人，10男2女。 

（2） 跳长绳：每队12人，男女不限。 

（3） 掷飞镖：每队5人，3男2女。 

（4） 足球射门：每队5人，男女不限。 

（5） 排球发球：每队5人，3男2女。 

（6） 篮球投篮：每队5人，3男2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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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快乐大脚丫接力：每队10人，6男4女。 

（8） 多足虫竞速：每队10人，6男4女。 

   3.教工特色及单项比赛项目 

（1） 第九套广播体操：各参赛单位组队，每队16人。 

（2） 环校园健步走：各参赛单位组队，参赛人数不限。 

（3） 足球：八人制足球比赛。 

（4） 乒乓球：单项或团体赛。 

（5） 羽毛球：单项或团体赛。 

（6） 网球：单项或团体赛。 

（7） 游泳：单项赛和团体接力赛。 

五、报名办法 

校运会比赛面向全体在校师生，采取学院和部门（工会）集

体统一报名形式。医学院和各附属医院单独组队报名。有意向报

名参赛的同学请咨询所在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的思政老师，

有意向报名参赛的教工请咨询所在学院/部门工会的负责老师。 

（一）学生组 

1．学生报名资格和组队要求 

（1）具有交大学籍的全日制学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和留

学生，均可代表所在学院（包括研究院、所）参赛。 

（2）以学院（包括研究院、所）为单位组队。 

（3）每个学院学生代表队设领队1人，联系人1人，教练和工

作人员配备自行决定。 

2．学生田径项目报名办法 

（1）每个学院各田径单项限报6人，每人最多报2个单项，同

时可兼报团体接力比赛项目，也可参与群体比赛项目和学生班级/

研究生导学团队体能挑战赛。比赛过程中若运动员兼项存在项目

上的冲突，应及时向主裁判提出请假申请。运动员应根据先田径

后群体，以及先径赛后田赛的原则参加比赛。田赛过程中，运动

员错过轮次的试跳或试投，将不单独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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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时需确认学生的姓名。 

3.学生群体项目报名办法 

（1）每个学院各群体比赛项目可报一队，报名时在相应项目

栏内打“√”即可。 

（2）报名时仅需确认学院名称，不必填报参赛运动员姓名。 

4．学生班级/研究生导学团队体能挑战赛报名办法 

（1）比赛面向全校在校学生，以本科生班级、研究生班级或

者研究生导学团队（同一个课题组、实验室、导师组的学生即

可），以集体形式组队报名和参赛。 

（2）报名的班级或导学团队可任选参赛项目，平板支撑比赛

需组织选拔10名同学，其他三个项目需组织选拔20名同学，以团

队形式参加比赛。平板支撑和跳长绳项目男女不限，20人*50米穿

梭接力以及单摇跳绳项目要求至少5名女生。 

（3）如班级或导学团队人数不够，最多可3个班级或导学团

队联合组队参赛，欢迎班主任、导师或同一课题组、实验室的教

师一起参赛。 

（4）各学院需组织报名参加每个比赛项目的班级/团队数

量，将结合各学院学生规模予以确定，相关事宜另行通知。 

5. 学生单项比赛报名方法 

另行通知。 

（二）教工组 

1．教工报名资格和组队要求 

（1）各单位（工会）在职教职工和合同制职工，均可代表所

在单位（工会）参赛。 

（2）校本部以学院/部门工会为单位组队报名，医学院和各

附属医院单独组队报名。 

（3）每个单位教工代表队设领队1人，联系人1名，教练和工

作人员配备自行决定。 

2．教工田径项目报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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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单位各田径单项限报3人，每人最多报2个单项，可

兼报团体接力项目，也可参加群体项目。比赛过程中若运动员兼

项存在项目上的冲突，应及时向主裁判提出请假申请。运动员应

根据先田径后群体，以及先径赛后田赛的原则参加比赛。田赛过

程中，运动员错过轮次的试跳或试投，将不单独后补。 

（2）报名时需确认教工的姓名。 

3.教工群体项目报名办法 

（1）每个单位各群体比赛项目可报一队，报名时在相应项目

栏内打“√”即可。 

（2）报名时仅需确认单位名称，不必填报参赛运动员姓名。 

4.教工环校园健步走及其他单项比赛报名办法 

另行通知。 

六、比赛规则 

 （一）田径项目比赛规则 

1．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须胸前佩戴由组委会统一编发的号码

布，否则不允许参加比赛。 

2．参赛运动员须提前30分钟到达检录处检录，3次点名未到

者按弃权处理。 

3．按照国际田联田径竞赛规则（2020—2021）执行。 

 （二）学生组群体项目比赛规则 

1.学生拔河比赛规则 

（1）每队需 20名同学参赛，其中女生不少于 5 名。 

（2）比赛由抽签决定对阵轮次，每组进行 3 局 2 胜淘汰赛。胜

者晋级下一轮，直至决赛。 

（3）同学参加比赛不可穿带钉的鞋，不可戴手套。 

（4）裁判员负责现场指挥和裁判，参赛同学需无条件服从。 

2.学生射箭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男女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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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时，距靶12米起射，每人射3支箭，时限45秒，记

录每位运动员总环数。 

（3）每队成绩以各运动员成绩累加为总成绩。总成绩得分高

者名次列前，若相同则按10环命中次数排列，若仍相同则按9环，

依此类推。 

3.学生足球传接球接力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男女不限。 

（2）比赛时，每队平均分为两组，每组队员在相隔10米线后

站成两列纵队，进行连续传接球穿梭接力。传球必须在10米线后

完成，每完成一次传球的队员，必须跑至对面队伍的排尾，依次

轮换。接球时可以直接将球传出，也可停球后将球传出。越过10

米线传球、用手触停球视为违例，不计成绩。 

（3）比赛时间为3分钟，以全队传接球次数总和计算成绩，

次数多者名次列前。若次数相等，按失误次数少者名次列前。 

4.学生篮球运球上篮接力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女生至少5人。 

（2）比赛时，每队平均分为两组，分别依次在3分线外左侧

和右侧45度的位置列队，从右侧开始第一名队员沿45度路线运球

上篮，上篮不中必须进行补篮，上篮成功将球运出3秒限制区后，

方可传球给左侧等候的队员继续运球上篮，自己则到该侧队尾等

候。出现违例，则需要返回起点重新开始。 

（3）比赛时间为3分钟，计算全队运球上篮成功次数总和，

次数多者名次列前。若次数相等，按失误次数少者名次列前。 

5.学生排球传垫球接力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女生至少5人。 

（2）比赛时，每队平均分为两组，每组队员在相隔3米线后

站成两列纵队，进行连续对传（垫）球接力，每完成一次传

（垫）球的队员必须回到本组队伍的排尾，依次轮换传垫球。运

动员按照排球竞赛规则进行传垫球，有连击、持球犯规、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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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转次序传垫球的，传垫球次数不计入总成绩，有球落地、接住

球、球碰障碍物等失误的，必须回到起点继续比赛。 

（3）比赛时间为3分钟，以全队传（垫）球次数总和计算成

绩，次数多者名次列前。若次数相等，按失误次数少者名次列

前。 

6. 学生快乐大脚丫接力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女生至少5人。 

（2）赛道长50米。比赛时，每队平均分为两组，分别在赛道

两端线后列纵队准备。第一名队员将脚穿进大脚丫道具中，用双

手提拉住大脚丫的绳子，沿赛道跑向对面端线，将道具交由下一

名队员，如此往复，直至第20名队员完成。以最后一名队员通过

终点线为计时终止。 

（3）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用时相等，则名次并列。 

7.学生多足虫竞速接力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女生至少5人。 

（2）赛道长50米。比赛时，每队平均分为两组，分别在赛道

两端线后列纵队准备。第一组10名队员骑在充气多足虫道具上，

双手抓住固定把手立于起跑线后。裁判发令后，队员之间通过配

合使多足虫在赛道上向对向端线行进，在多足虫尾部完全过线，

裁判挥旗示意后，第二组10名队员骑上充气多足虫道具开始向原

起跑点行进，多足虫尾部完全过线为计时终止。 

（3）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用时相等，则名次并列。 

（三）学生班级/研究生导学团队体能挑战赛比赛规则 

1．平板支撑比赛规则 

（1）每队需10名同学参赛，男女不限。 

（2）动作规则：俯卧，双肘弯曲支撑在地面上，肩膀和肘关

节垂直于地面，双脚踩地，保持身体离开地面，身体（肩、髋、

膝、踝、耳）呈一条直线。比赛中允许做一次微调：在保持标准

平板姿势前提下，手肘、脚尖、允许小范围挪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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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姿势违规者：肚子下塌、臀部翘的过高、头部上扬或低

垂、肘间距与肩不同宽视为违规，裁判有权将其罚下。如果出现

姿势不规范，提醒一次，并扣除时间15秒。 

（4）成绩计算：如果身体有落地部分，或如果违规被罚下，

比赛结束，以有效时长作为个人成绩。全队10名同学的有效时长

总和为全队成绩。全队成绩高者列前，若相等则名次并列。 

2. 单摇跳绳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其中女生不少于5名。 

（2）动作规则：单人单摇形式跳绳，以脚起跳,身体腾空后,

跳绳自双脚下沿身体旋转360度计算为一个,如未完成,则算为一次

失败,跳绳过程中可以停顿。不可以双飞跳绳。 

（3）比赛时间为2分钟，以时间结束时的个数作为同学个人

成绩。全队20名同学个人成绩总和为全队成绩。总个数多者名次

列前，若相等则名次并列。 

3．跳长绳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男女不限。 

（2）2名同学摇绳，摇绳队员相距3.5米，18名同学需列队按

“8”字线路依次行进中跳绳通过，一旦确定顺序不可调换。裁判

员计时宣布开始之前，同学做好摇绳和列队准备，计时开始后才

能摇绳。跳绳若中途失误中断，可以直接换后一名同学接上继续

进行，跳绳次数依次累加。 

（3）比赛时间为3分钟，以规定时间内所跳次数为该队成

绩，次数多者名次列前，若相等，则按失误次数少者名次列前。 

4、20人*50米穿梭接力比赛规则 

（1）每队需20名同学参赛，其中女生不少于5名。 

（2）赛道长50米。每队分为2组，每组10名同学分立于端线

两侧，在规定的接力区内列队等待。裁判员宣布开始后，第一名

同学手持接力棒向对面跑，必须在规定的接力区内才能交接棒，



10 

 

在接力区以外交接棒以违规计并取消比赛成绩；同学在接力跑途

中必须手持接力棒，如交接棒落地需由交棒者负责拣起。 

（3）以20名同学完成接力所用时长作为比赛成绩。用时少者

名次列前，若用时相等，则名次并列。 

（四）教工群体比赛规则 

1.教工拔河比赛规则 

（1）每队 12 人，其中女队员不少于 2 名。 

（2）比赛由抽签决定对阵轮次，每组进行 3 局 2 胜淘汰赛。胜

者晋级下一轮，直至决赛。 

（3）队员参加比赛不可穿带钉的鞋，不可戴手套。 

（4）裁判员负责现场指挥和裁判，参赛人员需无条件服从。 

2.教工跳长绳比赛规则 

（1）每队12人，男女不限。 

（2）2人摇绳，摇绳队员相距3.5米，其余10人按“8”字线

路依次行进中跳绳通过，一旦确定顺序不可调换。 

（3）裁判员计时宣布开始之前，队员做好摇绳和列队准备，

计时开始后才能摇绳。跳绳若中途失误中断，可以直接换后一名

队员接上继续进行，跳绳次数依次累加。 

（4）比赛时间为3分钟，以规定时间内所跳次数为该队成

绩，次数多者名次列前，若相等，则按失误次数少者名次列前。 

3.教工飞镖比赛规则 

（1）每队5人，3男2女。 

（2）飞镖靶中心离地高度为1.7米，男队员投掷距离为2.7

米，女队员投掷距离为2.2米。比赛用飞镖盘为18寸软木圆环靶，

采用铜质金属头飞镖。靶心为10环，最外环为1环。 

（3）每名队员分两轮进行比赛，每轮计时30秒钟投5镖。裁

判员发出结束令之前投出的飞镖有效，超时、踩线者投镖视为违

例，掉镖或者撞镖均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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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队5名队员得分之和为该队总成绩，总成绩得分高者

名次列前，若相同则按10环命中次数排列，若仍相同则按9环，依

此类推。 

4.教工足球射门比赛规则 

（1）每队5人，男女不限。 

（2）比赛使用七人制球门，射门线距离球门18米，比赛使用

5号足球。每位运动员须在90秒内完成5次射门，裁判发出结束令

之前射出的足球有效。 

（3）射出的足球从空中直接进球门，或从空中触横梁或立柱

后弹进球门者为有效得分。地滚球或在球门前落地反弹进门者不

得分，每次进球得1分。 

（4）每队5名队员得分之和为该队总成绩，总成绩得分高者

名次列前，若总成绩相等，完成时间少者名次列前。 

5.教工排球发球比赛规则 

（1）每队5人，3男2女。 

（2）排球网高2.3米。得分区划为9个3米*3米的方格，各方

格的得分分别为1-5分（如下图所示）。每位队员须在1分钟内完

成5次发球，以落点所在得分区计分，出界或下网不得分，球压线

时以高分一侧计算。裁判员发出结束令之前出手的发球有效。 

 

发

球

区 

球 

网 

中 

线 

4 3 5 

2 1 2 

4 3 5 

（排球发球比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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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队员必须按照排球规则发球，发球时要将球抛起，击球

时球要离开持球手。男队员不准用下手发球，女队员发球姿势不

限。不准抡球、掷球和投球，违例、踩线或越线发球无效。 

（4）每队5名队员得分之和为总成绩，总成绩得分高者名次

列前，若总成绩得分相等，完成时间少者名次列前。 

6.教工篮球投篮比赛规则 

（1）每队5人，3男2女。 

（2）每名队员计时1分钟。裁判员发令开始，第1球需在罚球

线上投篮，投进得2分。之后投篮，男队员必须在限制区外，女队

员投篮位置不限，每投进1球得1分。 

（3）裁判员发出结束令之前出手的投篮有效。踩线或越线投

篮不得分。同队1名队员可协助拣球。 

（4）每队5名队员得分之和为该队总成绩，总成绩得分高者

名次列前，若总成绩相等，完成时间少者名次列前。 

7.教工快乐大脚丫接力比赛规则 

（1）每队10人，6男4女。 

（2）赛道长50米。比赛时，每队分为两组，每组10人分别在

赛道两端线后列纵队准备。第一名队员将脚穿进大脚丫道具中，

用双手提拉住大脚丫的绳子，沿赛道跑向对面端线，将道具交由

下一名队员，如此往复，直至第10名队员完成。以最后一名队员

通过终点线为计时终止。 

（3）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用时相等，则名次并列。 

8.教工多足虫竞速比赛规则 

（1）每队10人，6男4女。 

（2）赛道长50米。比赛时，全体10名队员骑在充气多足虫道

具上，双手抓住固定把手立于起跑线后。裁判发令后，队员之间

通过配合使多足虫在赛道上向终点线行进，以多足虫尾部完全过

终点线为计时停止。 

（3）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用时相等，则名次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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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工单项体育比赛规则 

另行通知。 

八、录取和计分办法 

（一）录取办法 

1.各比赛项目均录取前8名。成绩相等时，第一名外其余名次

并列，不取下一名次。群体项目和学生班级体能挑战赛比赛项目

成绩相等时，名次并列，不取下一名次。 

2.参赛人（队）数不足8人（队）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减1录

取。报名不足3人（队）的项目不立项，不举行比赛，由组委会通

知组队单位改项。 

3.团体总分录取前8名，同时单独计算田径项目团体总分。团

体总分按各比赛项目得分总和多少排定，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

遇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时，则以破纪录多者列前；再相等，第一名

多者名次列前；仍相等，以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二）计分办法 

1.各比赛项目单项前8名均以9 7 6 5 4 3 2 1计分。 

2.接力比赛、团体比赛均按单项2倍积分。 

3.学生组足篮排比赛、龙舟比赛和拔河比赛按单项3倍积分，

其他群体项目比赛按单项2倍积分。学生班级体能挑战赛单独计

分，不计入团体总分。 

4.教工组拔河比赛按单项3倍积分，其他群体项目比赛按单项

2倍积分。教工足球比赛、广播体操展示、环校园健步走活动计分

办法另行通知。 

5.集体或团体项目比赛如无法单独组队参赛，可多个院系/部

门联合组队，获得积分按照组队单位数量平均计入团体总分。 

6. 破全国大学生纪录加20分，破上海市大学生纪录加15分，

破校纪录加9分。同一人（队）同一项目无论破多少次纪录，只加

最高分一次。 

九、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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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径、游泳单项及接力比赛前8名均颁发获奖证书，前

3名颁发奖牌。群体比赛前8名颁发获奖证书，前3名颁发奖杯。 

（二）乒羽网和棋牌等单项比赛前8名，均颁发获奖证书和奖

牌。足篮排和龙舟等集体项目比赛前8名，均颁发获奖证书和奖

杯。教工广播体操展示将根据队伍数量比例设置一二三等奖。 

（三）学生组团体总分：田径、群体及游泳等各单项比赛积

分相加，按照积分高低排列团体总分名次；同时单独计算田径项

目团体总分。前8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杯。 

（四）教工组团体总分：以单位工会会员人数分为两组取名

次，会员人数超过100人的单位（甲组）取前8名，会员人数100人

及之内的单位（乙组）取前8名，分别颁发获奖证书和奖杯。 

（五）学生班级/导学团队体能挑战赛比赛分个人成绩和班级

成绩分别给予奖励，奖励办法另行通知。 

（六）评选若干精神文明运动队和若干优秀组织奖。 

十、注意事项： 

1、凡报名参赛师生均须身体健康，并有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或

训练的习惯，建议报名前对个人健康状况做全面评估，确认可以

适应参赛要求再报名。 

2、参赛前，建议报名参赛的师生有计划地开展针对性训练。

体育系将与校工会、学指委（团委）联合开展赛前训练辅导。 

3、校高水平田径队和游泳队学生单独录取名次，不影响一般

学生名次。但其成绩必须高于一般学生成绩（指田径、游泳项

目）才可录取名次并计分。 

4、请各参赛单位及时确定领队和联系人（分学生组和教工

组），认真做好本单位师生的参赛报名组织和动员工作。初定于

报名结束后召开领队和联系人工作会议。 

 

上海交通大学第49届运动会组委会 

202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