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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射击竞赛规程说明 

一、2017年全国射击比赛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

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 

二、2017年全国射击比赛采用网上报名，纸质报名不予接收。赛前 40天

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承办单位补充通知。 

三、2017年全国射击比赛中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二代身份证，竞

赛中查验。 

四、2017年全国射击冠军赛 

（一）2017年全国射击冠军赛的全运会设团体赛的个人项目中，每单位每

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为 4人（含兼项运动员）。 

（二）全运会项目中每小项设第十三届全运会参赛席位，具体数量赛前另

行通知。各省级训练单位在每小项的参赛运动员中（解放军体育主管部门在每

小项的解放军参赛运动员中），最多指定符合第十三届全运会竞赛规程总则中

运动员资格要求的 3人参加达第十三届全运会席位赛，并在报名表上注明。指

定的运动员方可依据第十三届全运会射击项目达席位办法按照排名为所在全

运会参赛单位获得第十三届全运会席位。获得全运会席位的运动员均进行赛后

装备抽查。 

（三）全运会团体项目中所有省级训练单位在每小项的参赛运动员中（解

放军体育主管部门在每小项的解放军参赛运动员中），最多指定 3 人参加团体

赛，并在报名表上注明。 

五、2017年全国射击冠军赛和全国射击团体、个人锦标赛只限全运会参赛

单位报名参赛（全国射击冠军赛解放军各射击队可报名参赛，但每场比赛每小

项最多总共指定 3名解放军运动员代表解放军达十三届全运会席位）。 

六、2017年全国射击冠军赛和全国射击团体、个人锦标赛奥运会项目个人

前 10名获得 2017年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七、2017年全国射击冠军赛中，承办单位在所承办比赛的项目中可奖励增

报 2人参加承办赛区的比赛，具体办法见比赛规程。但涉及全运会席位赛和团

体项目比赛时，仍按照比赛规程分别指定参赛人员，并在报名表上注明。 

八、2017年度全国射击比赛中，报名截止后不得增报运动员。如正式参赛

运动员因故弃权，MQS（最低成绩标准）运动员可变更为正式参赛运动员，但

正式参赛运动员不可变更为 MQS运动员。所有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

到日 16:00前完成。 

九、参照国际射联世界杯赛规定，2017年全国射击冠军赛中，每单位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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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最多可报 2名运动员达 MQS，所获成绩不参加排名，不达运动员技术等级，

费用自理。 

十、参照国际射联青年世界杯赛设项，2017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重

点学校暨重点城市锦标赛、U17射击锦标赛中设冲刺射击项目：男子 10米气步

枪冲刺射击、女子 10 米气步枪冲刺射击，规则按照中国射击协会下发的冲刺

射击规则执行。 

十一、未参加过任何全国成年比赛的运动员可报名参加 2017 年全国青少

年射击锦标赛和 2017 年全国重点射击学校射击锦标赛暨全国射击重点城市射

击锦标赛，年龄必须为 1997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十二、2017年全国 U17射击锦标赛只进行气枪项目比赛。以中学校为单位

参赛，每省级单位限报两所学校。 

十三、2017年全国射击竞赛达各运动员技术等级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

定及射运字〔2015〕51号文件执行。 

十四、各单位申请健将的，在比赛结束后 1个月内将相关单位盖章的运动

员等级申报表（请从国家体育总局网站下载新版本，双面打印，一式二份）邮

寄至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及时与射击部联系、确认。 

十五、2017年全国比赛不再印发纸质成绩册，如需要可在中国射击协会官

方网站下载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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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射击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步枪项目将于 2017年 4月 20日-30日在云南省北教场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手枪项目将于 2017年 4月 20日-30日在福建省莆田市体育公园举行； 

飞碟项目将于 2017年 5月 20日-30日在福建省莆田市体育公园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50米步枪卧射 

（三）10米气步枪 

（四）50米手枪 

（五）25米手枪速射 

（六）25米标准手枪 

（七）25米中心发火手枪 

（八）10米气手枪 

（九）飞碟多向 

（十）飞碟双多向 

（十一）飞碟双向 

（十二）10米气步枪团体 

（十三）10米气手枪团体 

女子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50米步枪卧射 

（三）10米气步枪 

（四）25米手枪 

（五）10米气手枪 

（六）飞碟多向 

（七）飞碟双多向 

（八）飞碟双向 

（九）10米气步枪团体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各射击队可组队参赛。 



 
4 

四、运动员资格 

中国射击协会注册运动员。 

五、参加办法 

（一）全运会设团体赛的个人项目中，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为 4

人（含兼项运动员），其他项目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为 3 人（含兼项

运动员）。承办单位在所承办比赛中，可选定两个小项各增报 1 人（含兼项运

动员）。 

（二）全运会个人项目中，所有省级训练单位在每小项的参赛运动员中（解

放军体育主管部门在每小项的解放军参赛运动员中），最多指定符合第十三届

全运会竞赛规程总则中运动员资格要求的 3 人参加达第十三届全运会席位赛，

并在报名表上注明。指定的运动员方可依据第十三届全运会射击项目达席位办

法按照排名为所在全运会参赛单位获得第十三届全运会席位。 

（三）在全运会团体项目中，所有省级训练单位每小项的参赛运动员中（解

放军体育主管部门在每小项的解放军参赛运动员中），最多指定 3 人参加团体

赛，并在报名表上注明。 

（四）每单位每小项最多可报 2名运动员达 MQS（最低成绩标准），所获成

绩不参加排名，不达运动员技术等级，费用自理。 

（五）运动员可以兼项，所兼项目任选。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

运动员自行调整。 

（六）每赛区每单位可派领队 1人、教练员 3人。 

（七）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二代身份证，竞赛中查验。 

六、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 2017 年国

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 

（二）个人赛和团体赛同时进行。 

（三）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 

（四）各项目名次不得并列，不论是否涉及全运会席位，如有成绩相同，

均按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评定。 

（五）获得全运会席位的运动员均进行赛后装备抽查。 

（六）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空枪击发，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

报告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项目参赛不足 3个单位时，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3个单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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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时，参赛不足 8 人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8-10 人录取前 3 名，颁发奖牌

和证书；参赛 11-12人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3人（含）以上，

奥运会项目录取前 8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各奥运会项目个人排名前10名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该项目的资格。 

（三）各全运会个人项目每小项设有第十三届全运会席位，具体数量赛前

另行通知。各全运会团体项目设 12个第十三届全运会席位。 

八、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各单位登陆中国射击协会官方

网站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参赛，指定参加达第十三届全运会席位赛的运动员必须

在报名系统中注明。报名截止后，系统自动关闭，不接受任何逾期报名。 

（二）报名截止后不得增报运动员。如正式参赛运动员因故弃权，MQS 运

动员可变更为正式参赛运动员，但正式参赛运动员不可变更为 MQS运动员。所

有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

续费 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

费每人每项 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

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三）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 16:00前，对本单

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四）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

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 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 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

公布。 

九、竞赛器材 

（一）枪支、子弹自备。 

（二）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

安、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其他事项 

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

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

电视转播计划、赛场内商业活动须事先上报。 

十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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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射击团体、个人锦标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热身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步枪、手枪项目将于 2017年 7月在天津市团泊体育中心举行； 

飞碟项目将于 2017 年 6 月在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洛阳市宜阳县）

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个人及团体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50米步枪卧射 

（三）10米气步枪 

（四）50米手枪 

（五）25米手枪速射 

（六）10米气手枪 

（七）飞碟多向 

（八）飞碟双多向 

（九）飞碟双向 

女子个人及团体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10米气步枪 

（三）25米手枪 

（四）10米气手枪 

（五）飞碟多向 

（六）飞碟双向 

三、参加单位 

全运会参赛单位。 

四、运动员资格 

中国射击协会注册运动员。 

五、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为 3人（含兼项运动员）。 

（二）运动员可以兼项，所兼项目任选。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

运动员自行调整。 

（三）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二代身份证，竞赛中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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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

订的补充条款。 

（二）各项目个人赛和团体赛同时进行。 

（三）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 

（四）各项目名次不得并列，如有成绩相同，均按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

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评定。 

（五）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空枪击发，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

报告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项目个人赛参赛不足 3个单位时，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3个单

位（含）以上时，参赛不足 8 人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8-10 人录取前 3 名，

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1-12人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3人（含）

以上，奥运会项目录取前 8 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各项目团体赛参赛不足 3队取消该项目团体赛，参赛 3-5队录取冠

军，参赛 6-9队录取前 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团体赛参赛 10队（含）以上，

奥运会项目录取前 8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三）各奥运会项目个人排名前10名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该项目的资格。

每个奥运会项目每名运动员只能获得 1个总决赛资格。如果一名运动员已在全

国冠军赛中某一项目个人排名前 10 名获得总决赛资格，又在全国团体、个人

锦标赛中的同一项目中获得个人排名前 10 名，则这个总决赛资格将由下一个

名次的运动员依次递补获得。 

八、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各单位登陆中国射击协会官方

网站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参赛，指定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系统中分别

注明。报名截止后，系统自动关闭，不接受任何逾期报名。 

（二）报名截止后不得增报运动员。所有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

到时完成。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 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

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 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

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三）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 16：00 前，对本

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四）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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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 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 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

公布。 

九、竞赛器材 

（一）枪支、子弹自备。 

（二）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

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其他事项 

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

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

电视转播计划、赛场内商业活动须事先上报。 

十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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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射击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步枪、手枪项目于 2017年 9月 20日-30日在江西省南昌湾里射击中心举

行； 

飞碟项目于 2017年 9月 20日-30日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50米步枪卧射 

（三）10米气步枪 

（四）50米手枪 

（五）25米手枪速射 

（六）10米气手枪 

（七）飞碟多向 

（八）飞碟双多向 

（九）飞碟双向 

女子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10米气步枪 

（三）25米手枪 

（四）10米气手枪 

（五）飞碟多向 

（六）飞碟双向 

大奖赛 

（一）10米气步枪大奖赛 

（二）10米气手枪大奖赛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各射击队可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 

获 2017年全国射击总决赛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五、参加办法 

（一）全国冠军赛和全国团体、个人锦标赛奥运会项目个人排名前 10 名

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该项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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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个奥运会项目每名运动员只能获得 1个总决赛资格。如果一名运

动员已在全国冠军赛中某一项目个人排名前 10 名获得总决赛资格，又在全国

团体、个人锦标赛中的同一项目中获得个人排名前 10 名，则这个总决赛资格

将由下一个名次的运动员依次递补获得。 

（三）总决赛资格属于运动员个人，未获得总决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得报名

参加总决赛，也不得代替已获得总决赛资格的运动员报名参加总决赛。 

（四）已获得总决赛某一项目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得兼未获得参赛资格

的其他项目。 

（五）大奖赛参赛人员为 10米气步枪、10米气手枪项目参赛人员，比赛

规则按照赛前公布的规则执行。 

（六）步手枪项目每单位可派 1名领队、2名教练，飞碟项目每单位可派

1名领队、2名教练。 

（七）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二代身份证，竞赛中查验。 

六、竞赛办法 

（一）所有项目（除大奖赛外）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

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 

（二）各项目只进行个人赛。 

（三）各项目均进行决赛。 

（四）各项目名次不得并列，如有成绩相同，均按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

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评定。 

（五）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空枪击发，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

报告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各项目录取前 8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八、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各单位登陆中国射击协会官方

网站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参赛。报名截止后，系统自动关闭，不接受任何逾期报

名。 

（二）报名后，运动员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 300

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

参赛资格。 

（三）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 16:00前，对本单

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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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

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 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 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

公布。 

九、竞赛器材 

（一）枪支、子弹自备。 

（二）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

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其他事项 

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

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

电视转播计划、赛场内商业活动须事先上报。 

十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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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步枪、手枪、飞碟项目将于 2017年 8月 20日-30日在福建省莆田市体育

公园举行。 

二、竞赛项目 

青年组男子个人及团体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50米步枪卧射 

（三）10米气步枪 

（四）50米手枪 

（五）25米手枪速射 

（六）10米气手枪 

（七）飞碟多向 

（八）飞碟双多向 

（九）飞碟双向 

青年组女子个人及团体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10米气步枪 

（三）25米手枪 

（四）10米气手枪 

（五）飞碟多向 

（六）飞碟双向 

少年组男子个人及团体 

（一）10米气步枪 

（二）10米气手枪 

少年组女子个人及团体 

（一）10米气步枪 

（二）10米气手枪 

混合团体 

（一）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二）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冲刺射击 

（一）男子 10米气步枪冲刺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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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子 10米气步枪冲刺射击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可组队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 

（一）青年组：1997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的且未参加过任何全国成

年比赛的中国射击协会注册运动员。 

（二）少年组：2002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的且未参加过任何全国成

年比赛的中国射击协会注册运动员。 

（三）参加少年组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同项目青年组的比赛。 

（四）2017年全国 U17射击锦标赛各项目获得个人前 8名且在规定日期内

在中国射击协会注册的运动员，可由所在省级训练单位统一报名参加 2017 年

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不占省级单位规定的参赛名额。 

五、参加办法 

（一）由省级训练单位负责报名，其中解放军运动员由解放军体育部门负

责报名。 

（二）每单位每组别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为 4 人（含兼项运动员）。每

单位最多报名人数如下：男子步枪 7人、女子步枪 6人、男子手枪 9人、女子

手枪 6人、男子飞碟 9人、女子飞碟 9人。 

（三）所有参赛单位在每小项的参赛运动员中，指定 3人参加本项目团体

赛，并在报名表上注明。所有运动员在报名表中注明就读年级、教材版本（语

文、数学、英语）。 

（四）混合团体项目参赛人员从 10米气步枪、10米气手枪项目参赛人员

中选取，选取办法见中国射击协会下发的混合团体项目规则。冲刺射击项目参

赛人员为步枪参赛人员，比赛规则见中国射击协会下发的冲刺射击项目规则。 

（五）运动员可以兼项，所兼项目不限，但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

运动员自行调整。 

（六）每赛区每单位可派领队 1人、教练员 2人。 

（七）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二代身份证，竞赛中查验。 

六、竞赛办法 

（一）所有项目（含混合团体项目、冲刺射击项目）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

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 

（二）设团体的项目个人赛和团体赛同时进行。 

（三）青年组各项目进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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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项目名次不得并列，如有成绩相同，均按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

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评定。 

（五）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空枪击发，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

报告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六）所有参赛运动员都须参加体能测试，测试不及格者降低一名录取名

次。 

（七）运动员在赛前参加文化测试，文化测试不及格者，按照 5%的比例进

行淘汰。文化测试有关事项见赛前下发的补充通知。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除混合团体项目、冲刺射击项目外，各项目个人赛参赛不足 3个单

位时，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3个单位（含）以上时，参赛不足 8人取消该项

目比赛；参赛 8-10 人录取前 3 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1-12 人录取前 6

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3人（含）以上录取前 8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除混合团体项目、冲刺射击项目外，各项目团体赛参赛不足 3队取

消该项目团体赛，参赛 3-5 队录取冠军，参赛 6-9 队录取前 3 名，参赛 10 队

（含）以上录取前 8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三）混合团体项目，参赛 3-7队录取第 1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8-10

队录取前 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1-12队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参赛 13队（含）以上录取前 8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四）冲刺射击项目，参赛 3-7人录取第 1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8-10

人录取前 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1-12人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参赛 13人（含）以上录取前 8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八、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各单位登陆中国射击协会官方

网站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参赛，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系统中注明。报

名截止后，系统自动关闭，不接受任何逾期报名。 

（二）报名截止后不得增报运动员。所有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

到时完成。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 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

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 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

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三）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 16:00前，对本单

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四）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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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 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 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

公布。 

九、竞赛器材 

（一）枪支、子弹自备。 

（二）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

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其他事项 

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

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

电视转播计划、赛场内商业活动须事先上报。 

十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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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重点射击学校射击锦标赛暨全国射击重点城市射击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将于 2017年 9月 15日-20日在云南省北教场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50米步枪卧射 

（三）10米气步枪 

（四）50米手枪 

（五）25米手枪速射 

（六）10米气手枪 

女子 

（一）50米步枪 3种姿势 

（二）10米气步枪 

（三）25米手枪 

（四）10米气手枪 

冲刺射击 

（一）男子 10米气步枪冲刺射击 

（二）女子 10米气步枪冲刺射击 

三、参加单位 

全国重点射击学校、全国射击重点城市联合会会员单位。 

四、运动员资格 

1997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的且未参加过任何全国成年比赛的中国射

击协会注册运动员。 

五、参加办法 

（一）由省级训练单位报名，并在报名表上注明单位所属类型（全国重点

射击学校、全国射击重点城市联合会会员单位）。 

（二）各单位运动员最多不超过 9人参赛。既属于全国重点射击学校又属

于全国射击重点城市联合会会员的单位，可在以上基础增报 2人。 

（三）每小项每单位限报 2 人（含兼项运动员），运动员可以兼项，奥运

会项目每人最多报 2项，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四）承办单位可增报5名运动员参加竞赛,其性别、项目不限,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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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单位可派领队 1名，教练员 2名，费用自理。 

（六）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二代身份证，竞赛中查验。 

六、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

订的补充条款（含冲刺射击）。 

（二）各项目只进行个人赛。 

（三）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 

（四）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空枪击发，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

报告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项目个人赛参赛不足 3个单位时，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3个单

位（含）以上时，参赛不足 8 人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8-10 人录取前 3 名，

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1-12人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3人（含）

以上录取前 8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录取团体总分前 3名，颁发证书。团体总分记分办法： 

1、各项目（含冲刺射击）个人前 8名,分别记分：9、7、6、5、4、3、2、

1。 

2、打破全国青年纪录或超世界青年纪录，每项目每单位加 10分。打破全

国青年纪录并同时超世界青年纪录的，只加分一次。 

3、累计各单位得分，排列团体总分名次。 

（三）冲刺射击项目，参赛 3-7人录取第 1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8-10

人录取前 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1-12人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参赛 13人（含）以上录取前 8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八、报名和报到 

（一）由省级训练单位报名，并在报名表上注明单位所属类型（全国重点

射击学校、全国射击重点城市联合会会员单位）。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

报名, 请各单位登陆中国射击协会官方网站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参赛。报名截止

后，系统自动关闭，不接受任何逾期报名。 

（二）报名截止后不得增报运动员。所有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

到日内完成。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 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

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 300元，并在弃权项目

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三）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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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四）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

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 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 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

公布。 

九、竞赛器材 

（一）枪支、子弹自备。 

（二）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

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其他事项 

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

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

电视转播计划、赛场内商业活动须事先上报。 

十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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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 U17 射击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将于 2017年 7月 25日-3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甲组： 

男子个人及团体 

（一）10米气步枪 

（二）10米气手枪 

女子个人及团体 

（一）10米气步枪 

（二）10米气手枪 

冲刺射击 

（一）男子 10米气步枪冲刺射击 

（二）女子 10米气步枪冲刺射击 

乙组： 

男子个人及团体 

（一）10米气步枪 

（二）10米气手枪 

女子个人及团体 

（一）10米气步枪 

（二）10米气手枪 

冲刺射击 

（一）男子 10米气步枪冲刺射击 

（二）女子 10米气步枪冲刺射击 

三、参加单位 

全国普通全日制中学（不含中专、中技和业余射击学校）可组队参赛，每

省级单位限报两所学校。未在中国射击协会备案的中学不得报名。 

四、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的运动员要按照以下规定报名参加相应组别的比赛： 

1、甲组 

未参加过全国青少年比赛的普通全日制中学（不含中专、中技和业余射击

学校）在校生可报名参赛。 

2、乙组 

未参加过全国青少年比赛且在 2001 年 9 月 1 日（含）后出生的普通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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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学（不含中专、中技和业余射击学校）在校初中生可报名参赛。 

（二）参加过任何全国成年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本比赛。 

（三）如发现违反规定者，取消其竞赛资格及所获名次，追回奖品。 

五、参加办法 

（一）各队每项目每组别最多可报 4人参赛（含兼项），各项目团体赛由 3

人组成，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须在报名表中注明。 

（二）各单位可报领队 1人，教练 1-2人。 

（三）各省级训练单位统一报名。参赛单位须于 2017年 5月 15日前将全

国 U17比赛运动员信息表（电子版、中国射击协会网站下载）报到国家体育总

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四）运动员参赛时必须随身携带学生证、学籍卡、二代身份证，竞赛中

查验。 

六、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修

订的补充条款（含冲刺射击）。 

（二）各组别、各项目的个人赛和团体赛同时进行。 

团体赛成绩为指定参加团体赛的 3名运动员成绩之和。不足 3人的代表队

不计团体成绩，只计个人成绩。 

（三）各组别的个人项目进行决赛。 

（四）名次不得并列，如有成绩相同，按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

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评定。 

（五）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空枪击发，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

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项目个人赛参赛不足 3个单位时，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3个单

位（含）以上时，参赛不足 8 人取消该项目比赛；参赛 8-10 人录取前 3 名，

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1-12人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3人（含）

以上，奥运会项目录取前 8 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各项目团体赛参赛不足 3队取消该项目团体赛，参赛 3-5队录取冠

军，参赛 6-9 队录取前 3 名，参赛 10 队（含）以上录取前 8 名，颁发奖牌和

证书。 

（三）各组别分别设团体总分奖、气步枪项目团体总分奖和气手枪项目团

体总分奖。 

1、个人项目录取前 8名：得分为 9、7、6、5、4、3、2、1； 

2、团体项目录取前 8名：得分为 9、7、6、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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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全国青年纪录或超世界青年纪录，每项目每单位加 10分。超全国青

年纪录并同时超世界青年纪录的，只加分一次。 

4、各组别团体总分按个人和团体项目得分累计（含冲刺射击），总分高者

列前，如积分相同，金牌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银牌多者名次列前，依此

类推。 

（四）冲刺射击项目，参赛 3-7人录取第 1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8-10

人录取前 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参赛 11-12人录取前 6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参赛 13人（含）以上录取前 8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五）各组别团体总分前 3名，步枪、手枪项目团体总分奖 3名颁发证书。 

（六）各项目（不含冲刺射击）获得个人前 8名且在规定日期内在中国射

击协会注册的运动员，可由所在省级训练单位统一报名参加 2017 年全国青少

年射击锦标赛，不占省级单位规定的参赛名额。 

八、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承办单位邮箱

（补充通知公布），纸质报名不予接受。报名截止 7 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

联系承办单位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反馈承办单位，

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各赛区整队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逾期增

报不予接受。 

（二）报名截止后不得增报运动员。所有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

到时完成。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 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

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 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

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三）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 16:00前，对本单

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四）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

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 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 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

公布。 

九、竞赛器材 

（一）枪支、子弹自备。 

（二）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

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其他事项 

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

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

电视转播计划、赛场内商业活动须事先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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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办理保险 

参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必须在当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每人保额在 50 万元以上，报到时须交验

保险单据复印件，未办理保险者不得参赛。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