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全国蹼泳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7 年 8 月 1 日-7 日，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举行。
二、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中专院校（含：体育院校）
、专业
俱乐部，特邀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华台北参加。
三、竞赛项目
蹼泳：5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4×
100 米、4×200 米、2×2×50 米混合
双蹼：5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2×2×100 米混合
屏气潜泳：50 米
器泳：100 米、400 米
四、参加办法
（一）除省一级代表队可报名参赛外，其余省级队及地区代表
队可自费参加比赛。
（二）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教练兼机械
员 1 名，运动员不限。
（三）参加项目：
1. 所有项目每队所报人数不限（接力项目限报一个接力队）。
2. 每名运动员所报项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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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必须是中国潜水运动协会会员。
五、竞赛办法
（一）照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蹼泳竞赛规则》进行。
（二）除 50 米蹼泳、100 米蹼泳、50 米双蹼、100 米双蹼、
和 50 米潜泳，其余项目采用一次性决赛。
（二）运动员必须按报名项目和规定的录取名次参加预、决赛，
违者将取消比赛资格。运动员报名后无故不到赛区参加比赛，取消
该队参赛资格。
（三）比赛项目按竞赛日程表执行。
（四）接力比赛的泳道安排按报名成绩排定。
（五）以各队在各单项比赛成绩和接力成绩以所获金、银、铜
牌数量排列团体名次。
六、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主要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选派；仲裁
和裁判员报到见补充通知。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个单项录取前 6 名，前 3 名颁发奖牌，前 6 名颁发
证书。
（二）男、女团体总分分别录取前 3 名，由大会给予奖励。
（三）大中专院校（含：体育院校）报名比赛队达到 6 个及以
上，则按以上两项规定独立录取名次，并予以同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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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名与报到
（一）本次比赛采用网上报名，方法如下：
1、登录赛事服务网站（http://www.swimat.com/）
，点击“开
始报名”
，向报名技术员获取用户名和密码，按系统提示操作报名。
亦可事先在本页面浏览《网上报名操作手册》。
报名技术员：李明洋，15254188761。
2、网上报名完成后，从报名系统中打印报名表（一式两份）
，
加盖公章，7 月 3 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报送国家体育总局水上
运动管理中心（可传真）
。
地址：北京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 8 号 ；邮编：100061；
传真：010-67112793 ；电话：010-67113689。
3、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报名表寄出后，不得补充或更改。
报名过程中有任何技术问题，随时与报名技术员联系。
（二）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编排记录长 7 月 30 日报到，
裁判员 7 月 31 日报到，仲裁委成员和参赛队 8 月 1 日报到。
（三）参赛队报到时必须递交 2017 年运动员身体检查证明、
意外伤害保险和运动员注册证。违反该规定的运动员比赛受限。
九、竞赛器材
（一）竞赛器材设备（充气设备除外）自备。
（二）不允许经过改良的双片脚蹼参加比赛。
十、其他事宜
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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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蹼泳锦标赛竞赛日程：
8月3日

上午

8月3日

下午

1.男子 50 米蹼泳

预赛 1.男子 50 米蹼泳

决赛

2.女子 50 米潜泳

预赛 2.女子 50 米潜泳

决赛

3.男子 400 米蹼泳

决赛 3.男子 100 米器泳

决赛

4.女子 200 米蹼泳

决赛 4.女子 200 米双蹼

决赛

5.男子 400 米双蹼

决赛 5.男子 4×200 米蹼泳

决赛

6.女子 4×100 米蹼泳

决赛

8月4日

上午

8月4日

下午

1.女子 50 米双蹼

预赛 1.女子 50 米双蹼

决赛

2.男子 50 米双蹼

预赛 2.男子 50 米双蹼

决赛

3.女子 100 米蹼泳

预赛 3.女子 100 米蹼泳

决赛

4.男子 1500 米蹼泳

决赛 4.男子 400 米器泳

决赛

5.女子 400 米双蹼

决赛 5.女子 800 米蹼泳

决赛

6.男子 200 米双蹼

决赛

8月5日

上午

8月5日

下午

1.女子 50 米蹼泳

预赛 1.女子 50 米蹼泳

决赛

2.男子 100 米蹼泳

预赛 2.男子 100 米蹼泳

决赛

3.女子 400 米蹼泳

决赛 3.女子 100 米器泳

决赛

4.男子 100 米双蹼

预赛 4.男子 100 米双蹼

决赛

5.混合 2×2×100 米双蹼

决赛 5.女子 1500 米蹼泳

决赛

8月6日

上午

8月6日

下午

1.男子 50 米潜泳

预赛 1.男子 50 米潜泳

决赛

2.女子 100 米双蹼

预赛 2.女子 100 米双蹼

决赛

3.男子 200 米蹼泳

决赛 3.男子 800 米蹼泳

决赛

4.女子 400 米器泳

决赛 4.女子 4×200 米蹼泳

决赛

5.混合 2×2×50 米蹼泳

决赛 5.男子 4×100 米蹼泳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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