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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游泳救生竞赛规则》（2017 版）是中国救生协会

工作小组依照国际救生联合会的《竞赛手册》（2016 版），结

合我国游泳救生竞赛的实际情况，集体研究制定的，并经中

国救生协会审定，供全国各级各类游泳救生比赛使用。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欢迎提出意见和建

议，以便今后修改时予以完善。 

 

 

                                 中国救生协会 

                                    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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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游泳池救生 

第一章 竞赛管理  

一、竞赛主办单位负责任命技术代表、仲裁、总裁判并委派裁判员。 

二、组织委员会或竞赛委员会全面负责大会的各项工作，对规则中未明文规定的

事项有权作出决定。 

三、技术代表在组织委员会或竞赛委员会领导下，监督竞赛工作及裁判员管理，

保证竞赛规程、规则得以顺利执行。 

 

第二章  裁判员 

第一条  裁判员设置 

全国和省、市游泳池救生比赛，裁判员设置如下： 

总裁判长 1 人；副总裁判长 1～3 人；技术检查员 4 人；发令员 1～2 人；

转身检查长 2人（终点端和转身端各 1人）；转身检查员 16人；编排记录长 1～

2；编排记录员 6～10 人；检录裁判长 1～2 人；检录裁判员 5～8 人；器材裁判

长 1～2 人；器材裁判员 12～16 人；计时裁判长 1 人；副计时裁判长 1～2 人；

计时裁判员每条泳道 2～3人；自动计时裁判长 1人；自动计时裁判员 1～2人；

终点裁判长 1～2名；终点裁判员 6～9人；宣告员 1～2人。 

在采用自动计时装置而未使用录像计时系统时，须使用半自动计时装置或人

工计时。 

当未采用自动计时装置，每条泳道需配备 3块人工秒表计时，未配备 3块人

工秒表计时时，必须配备终点裁判。 

基层比赛的裁判员人数可根据比赛的具体条件配置。 

第二条  裁判员职责 

一、总裁判长职责 

（一）总裁判长在赛会领导和技术代表的监督下负责全面领导全体裁判员的

工作。 

（二）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和赛会竞赛规程，解决比赛中的有关问题，并可决

定规则中未详尽或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但不能修改规则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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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裁判长可随时干预比赛，以保证规则和规程得以执行，有权裁定有

关比赛进行时的各种异议。 

（四）当终点裁判员所判定的名次与计时裁判员计取的成绩不一致时，总裁

判长有权决定名次。如果采用自动计时装置时总裁判长应参照第三章中第五条

“一、㈣”款的有关规定裁决。 

（五）总裁判长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必要时有权撤换不称职的裁判员。 

（六）根据本人的观察或裁判员的报告，有权取消犯规运动员的比赛资格或

录取资格。 

（七）比赛前检查场地、器材是否符合规则。 

（八）在未被规则涉及的问题上，总裁判长应当与组委会进行协商。 

（九）总裁判长应当就因安全问题可能导致赛事取消、改期以及重置的情况

与组委会进行协商。并保证将有关比赛的情况变化及时通知所有参赛队伍。 

（十）总裁判负责制定比赛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二、副总裁判长职责 

副总裁判长协助总裁判长工作，在总裁判长授权下，负责比赛相关工作。 

三、执行总裁判长职责 

（一）每场比赛设执行总裁判长 2名，分别负责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比赛的

执裁工作。比赛时，其中 1名执裁，另 1名协助执裁，根据男、女比赛项目轮流

担任。在本场比赛中履行总裁判长的职责。 

（二）在每项、组比赛开始时，执行总裁判长用连续 4声短哨音示意运动员

准备比赛，然后用长哨声示意运动员站到各自的出发台上（运送假人接力赛第一

棒的运动员应立即下水，在总裁判长发出第二声长哨时，应迅速游回池端做好出

发准备。抛绳救生则要求运动员作好比赛准备）。当所有运动员和裁判员都做好

出发准备，总裁判长侧举外展手臂指向发令员示意所有运动员已准备完毕，交发

令员组织出发。发令结束后总裁判长再收回手势。 

（三）各项、组的比赛成绩经执行总裁判长签名，交宣告员或记录员公布。 

（四）执行总裁判长向总裁判长负责。 

四、技术检查员职责 

（一）技术检查员位于游泳池两侧，在总裁判长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二）技术检查员负责检查运动员在比赛游进中技术动作是否符合规则。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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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两端转身检查员检查运动员转身、到达终点和接力交接棒的动作是否符合规

则。 

（三）技术检查员如发现运动员犯规，应及时报告犯规情况并填写检查表交

执行总裁判长。 

五、发令员职责 

（一）发令员应站在游泳池的侧面，与执行总裁判长同侧，离出发池端 5

米以内处发令。发令时能使运动员和计时裁判员听到或看到发令信号。 

（二）发令员有权管理由执行总裁判长发出手势信号后至比赛开始的运动

员。 

（三）发令员发现运动员出发犯规，及时报告执行总裁判长，判定犯规后填

写检查表，签名后交执行总裁判长。 

（四）当发现运动员延误比赛或蓄意不服从命令在出发时有任何犯规行为，

发令员应向执行总裁判长报告。执行总裁判长有权取消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六、转身检查长及转身检查员职责 

（一）转身检查长（终点端和转身端各一人）负责管理本端转身检查员的工

作。 

（二）转身检查长负责检查本端器材放置是否符合项目规则。 

（三）转身检查员位于每条泳道两端各一人。 

（四）转身检查员负责检查运动员转身过程及到达终点是否符合项目规则。 

（五）出发一端的转身检查员还要负责检查运动员出发过程是否符合规则。

在接力项目比赛中检查出发运动员是否在前一棒运动员触及池壁后离开出发端。 

（六）转身检查员在发现运动员犯规后，及时报告转身检查长，转身检查长

应及时将犯规情况报告执行总裁判长，经执行总裁判长核准犯规后填写检查表，

交转身检查长，转身检查长审核签名交执行总裁判长。 

（七）在采用人工计时时，终点端转身检查员还要担任计时裁判员工作。 

七、自动计时裁判长及自动计时裁判员职责 

（一）自动计时裁判长负责管理自动计时裁判员的工作。 

（二）赛前参与检查设备，赛时负责监督自动计时装置的运行情况，处理自

动计时的成绩卡片，签名后及时送交执行总裁判长。 

（三）自动计时裁判员负责协助专业技术人员安装、调试、监督有关设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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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时向自动计时裁判长提交自动计时的成绩卡片。 

（四）在某项、组比赛结束后，发现自动计时装置失灵时，应及时报告执行

总裁判长，并参照第三章中第五条“一、㈣”款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计时裁判长及计时裁判员职责 

（一）计时裁判长负责计时裁判员的工作。副计时裁判长协助计时裁判长工

作。 

（二）计时裁判长应于比赛前检查计时表是否运行正常准确。 

（三）计时裁判长和计时裁判员在发令员发出“出发信号”后立即开动计时

表 ，运动员抵达终点后立即按停计时表。 

（四）计时裁判长在每组比赛结束，收集各泳道的比赛计时卡片，必要时查

看计时裁判员的计时表，核实比赛成绩。当采用每条泳道 3 块秒表计时而未设

置终点裁判员时，计时的正式成绩是判定运动员名次的依据。当设置终点裁判时，

计时裁判长将比赛卡片与终点裁判长核对名次后，交执行总裁判长审查。 

（五）计时裁判员负责计取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成绩，并将成绩登记在比赛卡

片上交计时裁判长。计时裁判长要求查看计时表成绩，应出示计时表受检。没有

得到“回表”信号前，计时裁判员不得回表。 

九、终点裁判长和终点裁判员职责 

（一）终点裁判长负责终点裁判员的工作。 

（二）终点裁判长在各组比赛中，观察全部情况，综合终点裁判员的判断，

确定每组比赛名次。副终点裁判长协助终点裁判长工作。 

（三）终点裁判员按分工准确地判断每组比赛名次。 

（四）终点裁判员应坐在梯形架上，架子位于终点的延长线上，以便在全部

比赛中能清楚看到整个游程和到达终点情况。 

十、编排记录长及编排记录员职责 

（一）编排记录长负责领导和分配编排记录员的工作；负责检查和核对每项

比赛成绩、名次，并提示执行总裁判长在成绩单上签名。副编排记录长协助编排

记录长工作。 

（二）编排记录员在比赛前，应根据规则、规程、报名单、赛会日程及有关

材料，编制秩序册（单），印制裁判所需的各种表格。 

（三）比赛中，要准确地记录和及时公布每项、组比赛成绩。预赛后，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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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编排决赛秩序表。编制创新纪录表、团体总分表等统计表格。 

（四）比赛结束后，应尽快编制成绩册，经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签名后送

交赛会竞赛部门。 

十一、检录裁判长及检录裁判员职责 

（一）检录裁判长负责检录裁判员的工作。副检录裁判长协助检录裁判长工

作。 

（二）检录裁判员负责布置检录处，赛前核对运动员比赛卡片。 

（三）检录裁判员在每组比赛前负责接收各项接力棒次表。 

（四）检录裁判员在每组比赛前负责点名，并带领运动员入场。必须及时向

检录裁判长和执行总裁判长报告未按时参加检录的运动员名单。比赛完毕后，带

领运动员离场。发奖时，负责点名及引导工作。 

（五）检录裁判员还要负责检查运动员泳装及脚蹼是否符合规则。 

十二、场地器材裁判长及场地器材裁判员工作职责 

（一）场地器材裁判长负责领导和分配场地器材裁判员的工作。 

（二）赛前组织人员对各项器材进行检查，比赛时准确、及时、快速地布置

好场地器材，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三）整理维护好场地器材，发现器材损坏及时进行维修更新。 

十三、宣告员职责 

宣告员在总裁判长领导下，将比赛项目和进行情况及时向运动员和观众介

绍，并宣布经执行总裁判确认的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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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赛通则 

第一条  项目设置 

全国性游泳池救生比赛项目设置包括： 

一、100米/200 米障碍游泳 

二、50米假人救生 

三、100米混合救生 

四、100米脚蹼假人救生 

五、100米浮标救生 

六、200米超级救生 

七、抛绳救生 

八、4×25米运送假人接力 

九、4×50米障碍游泳接力 

十、4×50米混合救生接力 

十一、50米全能救生 

 

第二条  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必须按竞赛规程规定，确定每项参加的人数和每人参加的项数，

并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报名手续。在报名单上要注明运动员上一次比赛的最好成

绩。 

二、运动员在报名后未经许可，不得更替人员或更改项目。 

三、接力比赛以队为单位，每单位可在报名参加比赛的同组运动员中任选四

人(抛绳比赛为两人)参加比赛。在预、决赛中参加者可任意调换，预赛和决赛均

须将按接力棒次顺序排列的运动员名单，在该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交检录处，

否则按弃权处理。 

四、穿着符合规则的泳装及脚蹼参加比赛。 

五．每项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运动员到达检录处进行检录，二次检录不到

按弃权处理。 

第三条  编排 



 

 

 
- 12 - 

运动员参赛项目的组别和泳道将根据报名成绩按以下的程序和方式编排。在

报名单上未按要求注明运动员的上次比赛最好成绩的，则作为无成绩来安排比赛

次序。如无成绩的运动员超过一人时，应以抽签方法或计算机随机抽样的方法决

定其比赛次序。 

一、预赛编组 

（一）只有一组时，其赛次应为决赛。 

（二）两组或三组时，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或接力队，应编在最后一组，次好

的编在倒数第二组，从最后一组编到第一组后，再以同样的办法编排每个组的第

二个运动员或接力队，以此类推把所有的运动员或接力队编排完毕。 

（三）运动员人数超过三组时，成绩最好的 24 名运动员或接力队按上款㈡

的办法编排最后三组。所剩运动员或接力队，按其成绩顺序编满倒数第四组。如

还剩下运动员或接力队，再编满倒数第五组，以此类推。 

（四）两组或两组以上的任何预赛组内至少应有三名运动员或三个接力队。

但在编排后，如有运动员或接力队弃权，预赛组内可少于三个运动员或三个接力

队。 

（五）比赛中不得将不同项目、不同距离和不同性别的运动员混合编组。 

二、泳道安排 

（一）在设有 8 条泳道的游泳池内比赛时，同一组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或接力

队，应安排在第 4泳道。其他运动员或接力队按成绩的优、次以 5、3、6、2、7、

1、8泳道的顺序进行安排。 

（二）50 米项目的比赛，在哪一端出发，应根据赛会的决定执行，但其泳

道的编排均按其他项目在出发一端进行出发的方法安排。 

三、决赛 

（一）决赛项目泳道安排，根据预赛的成绩选出前 8名，按本条“二、㈠”

款的规定进行编排。 

（二）预赛结束后，在决定第 8名时，有两名或两名以上运动员成绩相同，

决定参加决赛人选的办法如下： 

1.如采用自动计时装置或每条泳道有 3 块秒表计时（未设置终点裁判），同

组或不同组的运动员相同者，都必须重赛，按重赛后的名次决定参加决赛人选。 

2.如采用人工计时并设置终点裁判时，同组运动员成绩相同者不重赛，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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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名次确定参加决赛人选。不同组的运动员成绩相同者，按以下所述的三例方

法确定重赛的运动员，根据重赛后的名次确定参加决赛人选。 

⑴在某项预赛后，两组或两组以上的运动员成绩相同，需要确定一名参加决

赛，应按各组终点名次最前一名参加重赛。重赛后名次最前的一名运动员参加决

赛。 

⑵在某项预赛后，A组的甲、乙、丙（按终点名次排列顺序）运动员与 B组

甲运动员成绩相同，需要确定两名参加决赛，则 A组的丙应被淘汰，由 A组的乙

和 B组的甲重赛，重赛后优胜者与 A组的甲参加决赛。 

⑶在某项预赛后，A组的甲、乙运动员与 B组的甲、乙运动员成绩相同需要

确定两名参加决赛，应由这四名运动员一起重赛，重赛后名次列前的两名运动员

参加决赛。 

3.重赛应在所有有关运动员游完预赛至少一小时后（或经有关方面协商确定

时间）进行。以抽签的方法安排泳道。重赛后若名次仍相同，再重赛。 

（三）比赛如采用分组决赛（无预赛）项目的分组和泳道安排，按报名成绩

的顺序，1～8名排在最后一组，9～16名排在倒数第二组，以此类推，将所有运

动员编排完毕。每组运动员的泳道安排按 4、5、3、6、2、7、1、8的顺序编排。 

五、弃权 

当决赛中有运动员或接力队弃权，则不再进行替补。 

注：基层比赛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编排。 

 

第四条  出发 

一、除抛绳救生项目不在出发台出发，运送假人接力的特殊出发方式规定外，

各项比赛开始都必须从出发台起跳出发。当总裁判长发出长哨音信号后，运动员

应站到出发台上（假人接力项目第一棒运动员下水，在总裁判长发出第二声长哨

音信号时迅速游回池端，在水中做好出发准备），当发令员发出“各就位”的口

令后，运动员应至少有一只脚在出发台的前缘做好出发准备，手的位置不限（假

人接力项目第一棒运动员至少一手抓出发握手器）。当所有运动员都处于静止状

态时，发令员发出“出发信号”。运动员在听到“出发信号”后才能做出发动作。 

二、任何运动员如在“出发信号”发出前出发，都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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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发信号”发出后发现运动员抢码犯规，应继续比赛，在该组比赛结束后取

消犯规运动员的录取资格。如果在“出发信号”发出前发现运动员抢码犯规，则

不再发“出发信号”，取消抢码犯规运动员比赛资格后，重新组织其余运动员出

发。 

注：因裁判员的失误或器材失灵而导致的运动员犯规，发令员应将运动员召

回重新组织出发，不作为犯规处理。 

第五条  计时 

自动计时、半自动计时与人工计时，均被承认为正式的计时方法。 

一、自动计时和半自动计时 

（一）自动计时和半自动计时装置必须符合第五章中第五条的规定，并在自

动计时裁判长的监督下进行操作。 

（二）采用自动计时装置时，如果没有大会设置的录像计时设备，须采用半

自动计时装置或按规则配备同样数量的人工计时裁判员进行工作，作为自动计时

装置的补救。在任何比赛中，使用自动计时装置时，由该装置判定的名次、成绩

和接力出发判断器判断的情况，应比半自动计时装置或人工计时的判定优先采

用。在自动计时装置发生故障、无法使用或触板失灵时，半自动计时或人工计时

成绩作为正式成绩。 

（三）用精确至 1/100秒自动装置计时或半自动装置计时，小数点后两位数

作为成绩记录。用精确至 1/1000 秒自动装置计时或半自动装置计时，成绩记录

不取小数点后的第三位数，也不以此来判定名次。如至百分位秒数仍相同者，名

次并列。成绩显示屏上只显示到 1/100秒。 

（四）自动计时裁判工作程序 

1.在比赛中，自动计时装置记录每一名运动员的成绩和名次。 

2.当自动计时装置失灵未能记录一名或多名运动员的成绩或名次时应： 

⑴记录自动计时装置上已得到的有效成绩和名次。 

⑵记录所有半自动计时（或人工计时）的成绩和名次。 

⑶正式名次的判定方法： 

①在同组比赛中具有自动计时装置记录成绩和名次的运动员进行比较，应保

留其相对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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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具有自动计时装置记录名次，但具有自动计时装置记录成绩的运动员，

应通过运动员自动计时装置记录成绩与其他具有自动计时装置记录成绩的运动

员进行比较，确定其相对顺序。 

③既没有自动计时装置记录名次，又无自动计时装置记录成绩的运动员，应

通过半自动计时装置（或三块计时秒表）记录的成绩，确定其相对顺序。 

⑷正式成绩的判定方法： 

①具有自动计时装置记录成绩的所有运动员，该成绩即为正式成绩。 

②所有不具备自动计时装置记录成绩的运动员，半自动计时装置（或三块计

时秒表）记录的成绩即为正式成绩。 

⑸在一个项目预赛后判定全部运动员名次的方法： 

将全部运动员的正式成绩按其优、次顺序排列，确定全部名次。正式成绩相

同者名次并列。 

二、人工计时 

（一）当采用人工计时，每条泳道必须指派 3名计时裁判员，所使用秒表精

确至 1/100 秒。 

（二）人工计时正式成绩决定如下： 

1.在 3名计时裁判员中，有两个以上的计时表的计时成绩相同时，此成绩应

为正式成绩。 

2.如 3个计时表的成绩都不相同，应以中间的成绩作为正式成绩。 

3.在 3块秒表中只有 2块秒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以平均成绩作为正式成

绩。 

（三）在终点名次和计时成绩顺序不一致时（如第 2名的成绩反比第 1名的

成绩好），应以执行总裁判长的判定为准。若执行总裁判长判定以终点名次为准，

应将第 1名与第 2名的正式成绩相加后平均，作为第 1名和第 2名的正式成绩（平

均成绩取至百分位秒数）。若执行总裁判长判定以计时成绩为准，应以计时成绩

顺序重新排列名次。若出现两名以上终点名次和计时成绩顺序不一致时，仍按此

办法办理。 

三、当判定运动员犯规时，成绩单上应显示“犯规”，不显示其成绩和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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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犯规 

一、运动员按照正确的竞赛方法或比赛规则要求完成比赛，否则即算犯规。 

二、运动员必须在自己的泳道内按竞赛规则规定完成比赛，否则即算犯规。 

三、游出本泳道或用其他方式干扰、阻碍其他运动员者应取消其录取资格。 

四、由于某运动员犯规而干扰、阻碍其他运动员获得优良成绩时，则应准许

被干扰、阻碍的运动员参加下一组比赛或单独补测成绩。如在决赛中发生上述情

况，应令该组重新决赛（犯规运动员除外）。 

五、比赛中，运动员转身（除 100米脚蹼假人救生项目比赛规定外）或到达

终点时必须使身体某一部分触及池壁，否则即算犯规。 

六、比赛中不允许拉分道线，否则即算犯规。 

七、比赛中运动员可戴游泳帽、游泳镜，但不得使用或穿戴任何有利于其速

度、浮力、耐力的器具（除项目规定的器具外），否则即算犯规。 

八、比赛中不允许陪游，带游，不允许速度诱导或采取任何能起速度诱导作

用的办法，否则即算犯规。 

九、每一个接力队应有四名队员，接力比赛中任何一名队员犯规即算该队犯

规。除 4×50米混合救生接力项目第三棒运动员在第四棒比赛中充当溺水者外，

任何项目接力队员在一次接力比赛中只能参加一棒比赛。在比赛中如颠倒棒次或

冒名顶替者均应判为犯规。 

十、接力比赛时，如本队的前一棒运动员尚未触及池壁，而后一棒运动员即

离台出发，即算犯规。 

十一、运动员到达终点后，都应当留在自己的泳道中等候，直到总裁判长下

令起水。运动员必须由泳池两侧离开，不得从池端起水。 

十二、在一项比赛进行中，未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如果下水，应取消该运动员

（队）原定的下一次的比赛资格。4×25米运送假人接力赛项目和 4×50米混合

救生接力项目第四棒运动员除外。 

十三、在使用假人的比赛项目中，运动员应在比赛项目规定的安全区内将假

人托起（假人头部露出水面），否则即算犯规。 

十四、在使用假人的比赛项目中，运动员在安全区以外运送和拖带假人的过

程中，假人的头部浸没水中或假人未保持头在前的仰卧姿势，否则即算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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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除特定项目外（例如：障碍游泳、4x25米假人接力），运动员借力于

泳池底部的设备。运动员不可借力于泳池内的任何设备（如：泳道线、扶梯、排

水设备等）协助拖带假人出水面，否则即算犯规。 

十六、运动员为方便抓住假人或浮标表面，或协助离开泳池底部，而在手上

或脚上使用有黏性、发粘的或具黏着性的材质(液体、固体或噴雾) 。 

十七、在拖带假人项目中，运动员在比赛中抓住假人的喉咙、口、鼻或眼；

运动员的手、腋下、身体或四肢盖住假人的嘴、鼻子或眼睛。 

抓口鼻等犯规：动图 1 

十八、浮标拖带假人项目中，假人面部超过水平面 90度，导致假人的脸部

向下或低于水面；且双臂未安全固定。 

假人面部朝下：图 1、假人面部朝下：动图 2 

假人面部低于水面：图 2 

假人面部超过水平面 90度，且双臂未安全固定：动图 3 

十九、在接力项目中，以推、带的方式运送假人，即假人头部超过运动员的

头部。 

假人头部超过运动员头部：动图 4 

二十、各项目比赛规定中的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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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项目比赛规定 

第一条  100 米/200 米障碍游泳 

100/200米障碍游泳：动图 5 

一、竞赛方法（附图） 

运动员听到 “出发信号”后从出发台跳进水中，游泳 100（200）米,沿途

须以下潜的方式潜过放置在水中的障碍网。起跳入水后及潜过每个障碍前，身体

须先露出水面游泳。潜过障碍时可借助蹬池底使身体上升。游完全程以身体任何

部位触池壁完成比赛。100米必须潜过 4个障碍；200米必须潜过 8 个障碍。 

 

 

100米/200米障碍游泳 

 

二、犯规 

（一）从障碍的上方通过。 

（二）出发后直接潜过障碍。 

（三）潜过障碍之前或之后，没有在水面游泳。 

（四）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赛前丈量好泳池两端 12.5 米的距离，并做好记号备用。障碍网要以正确的

角度固定在各泳道的水线上，呈一条直线。第一个障碍网放置在离出发端 12.5

米的位置，第二个障碍网则放置在离终点端 12.5 米的位置，每条泳道两个障碍

网之间的距离为 25 米。 

 

第二条  50 米假人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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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米假人救生：动图 6 

50 米假人救生：动图 7 

一、竞赛方法（附图） 

运动员听到 “出发信号”后从出发台起跳入水，游泳 25m 至放置在池底假

人处，下潜必须用手将假人在 5米安全区内运上水面(以假人头部为准)，运送至

终点，以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完成比赛。 

 

50米假人救生 

二、犯规 

（一）运动员在出发后直接采用潜泳捞取假人。 

（二）托起假人到水面的距离超过 5米安全区。 

（三）抵达终点前，运动员放开假人。 

（四）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假人（满水）确保密封，放置在池底，水深超过 3米时，假人应当放置于一

个专门的平台上（或者其他支撑物）以便达到规则要求的深度。假人应面朝上摆

放，头部指向终点，假人中部的胸线应对齐 25米线。 

 

第三条  100 米混合救生 

100 米混合救生：动图 8 

一、竞赛方法（附图） 

运动员听到 “出发信号”后从出发台起跳入水，游泳 50米，转身后潜泳至

17.5米假人处，5米安全区内必须用手将假人运出水面直至终点，以身体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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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触池壁完成比赛。 

 

100米混合救生 

二、犯规 

（一）托起假人至水面的距离超过 5米安全区。 

（二）在规定潜泳距离内露出水面呼吸。 

（三）抵达终点前，运动员放开假人。 

（四）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假人（满水）确保密封，放置在池底，水深超过 3米时，假人应当放置于一

个专门的平台上（或者其他支撑物）以便达到规则要求的深度。假人应面朝上摆

放，头部指向终点，假人中部的胸线应对齐 17.5米线。 

第四条  100 米脚蹼假人救生 

100 米脚蹼假人救生：动图 9 

100 米脚蹼假人救生：动图 10 

一、竞赛方法（附图） 

运动员穿着脚蹼，听到 “出发信号”后从出发台起跳入水，游泳 50米（可

潜泳），下潜必须用手将假人在 10米安全区内运上水面(以假人头部为准)，并运

回终点，以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完成比赛。 

运动员在 50米转身时无须触池壁。将假人运上水面时脚可以蹬池底。 

 

100米脚蹼假人救生 

二、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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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托起假人到水面的距离超过 10米安全区。 

（二）抵达终点前，运动员已放开假人。 

（三）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假人（满水）确保密封，放置在池底，水深超过 3米时，假人应当放置于一

个专门的平台上（或者其他支撑物）以便使其达到要求的深度。假人应面朝上摆

放，假人底部应靠着转身池壁，头部指向终点方向。 

 

第五条  100 米浮标救生 

100 米浮标救生：动图 11 

100 米浮标救生：动图 12 

100 米浮标救生：动图 13 

一、竞赛方法（附图） 

运动员穿着脚蹼及携带救生浮标，听到 “出发信号”后从出发台起跳入水，

游泳 50 米，触壁后在 5 米安全区内将救生浮标绕在假人胸部及双臂下，固定后

拖带至终点，拖带过程中运动员救生浮标应斜跨或背在运动员的一边肩部上，保

持绳索必须充分伸展，以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完成比赛。 

每位运动员必须有一名助手持假人，于运动员比赛出发后在转身处池边持假

人，假人垂直、面向扶持者，胸线上浮于水面。当运动员游 50 米触池壁后必须

立即放开假人。 

 

100米浮标救生 

二、犯规 

（一）助手放置假人位置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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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手在运动员触池壁前放开假人或触池后未立即放开假人。 

（三）助手用力将假人向运动员或终点方向推出。 

（四）助手在比赛期间故意入水，或入水以干扰其他运动员，或干扰裁判。 

（五）未能在 5 米安全区内用救生浮标固定假人。 

（六）救生浮标固定方式错误或在拖带过程中与假人脱离。 

（七）拖带假人时，救生浮标肩带脱离运动员肩部或手臂，救生浮标绳索未

完全伸展或用手推拉假人。 

（八）终点触壁时，救生浮标和假人未处于正确位置。 

（九）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运动员出发台左侧放救生浮标一个，转身端台上，面对泳池方向右侧放假人

（半水），并确保密封，假人背向泳池。假人装水量以将假人垂直放在水中，假

人胸部白色中线与泳池水平面持平为准。 

 

第六条  200 米超级救生 

200 米超级救生：动图 14 

200 米超级救生：动图 15 

200 米超级救生：动图 16 

一、竞赛方法（附图） 

比赛前运动员要将脚蹼及救生浮标在出发台一侧放置好。 

运动员听到 “出发信号”后从出发台起跳入水，游泳 50 米后转身游至 25

米处下潜，将假人在 5米安全区内运上水面，运送至起点，以身体任何部位触池

壁后方可将假人放开。放开假人后运动员须于 5米安全区内将脚蹼及救生浮标穿

戴上，游泳 50m，触池壁后在 5米内将救生浮标环绕在假人胸上及双臂下，固定

后拖带回终点。拖带过程中救生浮标的绳索必须充分伸展，以身任何部位触池壁

完成比赛。 

每位运动员必须有一名助手持假人，于运动员比赛发令后在转身处池边持假

人，假人垂直、面向扶持者，胸线上浮于水面。当运动员游 150米触池壁后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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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放开假人。 

 

200米超级救生 

二、犯规 

（一）未能正确放置脚蹼及救生浮标。 

（二）托起假人到水面的距离超过 5米安全区。 

（三）运送或拖带假人过程中假人头部浸没于水中。 

（四）第 100米后，未能在 5米安全区内穿着脚蹼及救生浮标。 

（五）助手将假人放于不正确位置。 

（六）助手在运动员触池壁前已放开假人，或触池后没有立即放开假人。 

（七）助手用力将假人向运动员或终点方向推出。 

（八）第 150米后，未能在 5米安全区内用救生浮标固定在假人身上。 

（九）拖带假人时，救生浮标肩带脱离运动员肩部或手臂，救生浮标绳索未

完全伸展或用手推拉假人。 

（十）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1、脚蹼和救生浮标的放置:出发前，将救生浮标和脚蹼（由运动员自己准备）

统一放在出发台左侧。 

2、假人:  

（1）池底假人（满水）放置：假人确保密封，放置在池底，水深超过 3 米

时，假人应当放置于一个专门的平台上（或者其他支撑物）以便达到规则要求的

深度。假人应面朝上摆放，头部指向终点，假人中部的胸线应对齐 25 米线。 

（2）转身端出发台上假人（半水）放置：假人确保密封，放置方法与 100

米浮标救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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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抛绳救生 

抛绳救生：动图 17 

一、竞赛方法（附图） 

比赛中，抛绳运动员抛出绳索给同队扮演溺水者的队员，此时该队员必须在

水中 12.5 米横杆处。抛绳运动员将“溺水者”拖回至池边完成比赛。 

比赛开始：听到一声长哨，运动员进入抛绳区。抛绳者手持绳的一段末端，

“溺水者”手拿绳的另一端，从规定泳道入水，将绳拉直，多余部分放至 12.5

米横杆的后面。在发令员发出“各就位”口令后，抛绳运动员和“溺水者”应该

处于出发位置。当运动员处于静止状态，发令员发出出发信号。 

出发位置：抛绳运动员站在抛绳区域内，面向溺水者，保持不动，两腿并拢，

双手垂下靠近身体两侧。绳的一段末端握在一只手中。 

溺水者踩水在泳道中央，靠近固定横杆处。溺水者握住（一手或两手）抛绳

和横杆指定点。 

开始哨声：抛绳运动员可以收绳，再将绳抛给溺水者，然后将他/她拉回岸

边直至溺水者触终点池壁。此时溺水者仍须留在水中，抛绳运动员仍须留在抛绳

区直到裁判长给出比赛结束的信号。为了够绳而拉固定横杆的动作不算犯规。 

正确抛法：“溺水者”可以在其泳道范围内用手抓绳(横杆不是“在泳道范围

内”)。“溺水者”可以下潜以拾回绳，但不可以在抓到绳之前手松开横杆。只要

“溺水者”维持在所属泳道且没有放开横杆，他们可用脚或其他身体部位操纵抛

绳到他们的泳道内，再用手抓住抛绳。 

从水中拉回：当“溺水者”被拖回至岸边时，“溺水者”必须以两手握绳，

绳要在溺水者之前。“溺水者”不可以“爬”绳，即两手交替抓绳。出于安全，

溺水者可以在要触壁的情况下松开一只手，此动作不属于犯规。 

溺水者必须佩戴泳镜。 

抛绳区：运动员们必须在跳台和相应的泳道内，泳池边有一条明显的标志着

1.5米的线，由泳池末端往后 1.5米。 

抛绳运动员必须至少一只脚完全站在抛绳区内。抛绳运动员离开抛绳区（以

两脚离开作为判罚依据）去拉溺水者或者在 45 秒比赛结束哨声前离开抛绳区，

都要判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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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干扰其他运动员以及在一脚完全站在抛绳区域内的条件下，运动员身体

的任何部位可以接触或者越过抛绳区而不算犯规，运动员脚的任何部分可以跨过

泳池末端的前沿而不算犯规。 

运动员可以在抛绳区外拾回绳，只要他们保持至少一脚完全在抛绳区域内，

并且没有干扰其他运动员。 

抛绳运动员入水或者掉入水中应该判犯规。 

时间限制：抛绳运动员应该公平抛绳并且在 45 秒时间内将溺水者拖回至终

点池壁。如果抛绳未到溺水者处或者抛到指定泳道之外，45 秒时间内，抛绳运

动员可以将绳收回再抛。抛绳者 45秒内无法将溺水者拉回终点池壁的，算"未完

成"。 

抛绳：抛绳长度应在 16.5米和 17.5米之间，抛绳运动员必须使用组委会提

供的绳。 

 

抛绳救生 

二、犯规 

（一）“溺水者”在抓住绳之前一手松开横杆的标志点。 

（二）“溺水者”在泳道外抓绳。 

（三）“溺水者”在被拖回终点池壁时，绳不在“溺水者”的前面。 

（四）“溺水者”在被拖回终点池壁时，没有双手握绳。（出于安全考虑，“溺

水者”可以在要触壁时松开一手方便触池壁，此动作不算犯规） 

（五）“溺水者”双手交替“爬”绳 

（六）为了避免任何干扰其他泳道的可能，“溺水者”不得离开水中且必须

待在自己的泳道内，如果在裁判发出结束信号之前，“溺水者”尝试起水或者坐

到泳池边将被判犯规。同样，抛绳运动员也应待在抛绳区内直至裁判宣布比赛结

束。 

（七）抛绳者在比赛开始后和比赛结束前离开抛绳区（以两脚都离开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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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未能在 45 秒时间内将“溺水者”拖回终点池壁应算“未完成”。 

三、器材设置 

将比赛规定用绳，统一缠好，放在出发台左侧，确保没有打结，并便于运动

员使用。 

固定横杆位于从出发端到泳池的 12.5米处，每条泳道都要有一条横杆。 

在横杆的中点处应该明显有一个给溺水者手握的标志点。 

 

第八条  4×25 米运送假人接力 

一、竞赛方法（附图） 

四名运动员依次接力每棒运送假人 25 米。当执行总裁判长发出第一声长哨

信号时，四名运动员应立即下水到达指定位置，当总裁判发出第二声长哨声信号

后，第一棒运动员在水中以单手抓住假人，另一手扶池壁（抓出发握手器）准备

出发，假人脸部须保持在水面上，听到 “出发信号”后出发，运送假人到池中

23米至 27米之间的交接棒区内交接，将假人交给第二棒运动员。 

第二棒运动员在交接棒区等待，接过假人后运送至转身端，以身体任何部位

触池壁后，将假人交给第三棒运动员。 

第三棒运动员手扶池壁在转身端水中等待，接过假人后运送至 73 米至 77

米之间的交接棒区内，将假人交给第四棒运动员。 

第四棒运动员在交接棒区等待，接过假人后运送至终点，以身体任何部位触

池壁完成比赛。 

 

  4X25米运送假人接力 

二、犯规 

（一）出发时未能以单手使假人脸部露出水面。 

（二）假人交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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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交接棒区以外交接。 

2、第三棒运动员在第二棒运动员未触池壁前接触假人。 

3、第三棒运动员没有在等待时手触池边。 

4、交接期间假人脱手。 

5、以推送的方式交接假人。 

6、非交接棒运动员为交接棒运动员提供帮助。 

（三）抵达终点前，运动员已放开假人。 

（四）运动员一人进行两段或以上的赛程。 

（五）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假人（满水）确保密封，放置在运动员所在的出发端池底，确保运动员清楚

假人所在位置，便于下水时拿起。 

 

第九条  4×50 米障碍游泳接力 

一、竞赛方法（附图） 

四名运动员分别于泳池两端，以接力方式依次游泳 50 米。第一棒运动员听

到 “出发信号”后从出发台起跳入水，游泳 50米，沿途必须潜过 2 个障碍物。

起跳入水后及潜过每个障碍前，身体须先露出水面游泳。潜过障碍时可借助蹬池

底使身体上升。游完全程以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后下一名运动员才能出发。第四

名运动员游完全程以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完成比赛。 

 

 

 

4x50米障碍接力 

二、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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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障碍上方通过。 

（二）出发后直接潜过障碍。 

（三）潜过障碍之前或之后，没有在水面游泳。 

（四）交接棒时抢跳。 

（五）运动员一个人进行两棒或以上赛程。 

（六）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器材放置：同 100 米/200米障碍。 

 

第十条  4×50 米混合救生接力 

4x50米混合救生接力：动图 18 

4x50米混合救生接力：动图 19 

4x50米混合救生接力：动图 20 

4x50米混合救生接力：动图 21 

4x50米混合救生接力：动图 22 

一、竞赛方法（附图） 

四名运动员分别于泳池两端，以接力方式进行比赛。第一棒运动员听到 “出

发信号”后，从出发台起跳入水，游泳 50 米用手触池壁。第二棒运动员穿着脚

蹼起跳入水，游泳 50 米（可潜泳）至终点端触池壁。第三棒运动员穿戴救生浮

标起跳入水，游泳 50 米至转身端触池壁后，把救生浮标肩带交给第四棒运动员。

第四棒运动员穿着脚蹼在水中手扶池壁等待，待第三棒运动员触池壁后，穿上救

生浮标的肩带。第三棒运动员双手抓紧救生浮标浮体，第四棒运动员拖带 50 米

至终点，以第四棒运动员用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完成比赛。触池时必须拖带着第

三棒运动员。 

第三棒运动员触池壁时，第四棒运动员必须至少一手抓住出发台，可以用手、

手臂推池壁或者脚蹬池壁。第三棒运动员必须于 5米安全区内触到浮标。第三棒

运动员被拖带时只能打腿辅助前进。第三棒运动员必须双手紧握救生浮标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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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抓其他地方（如浮标带，扣环等）。 

 

4X50米混合救生接力 

二、犯规 

（一）交接棒抢跳。 

（二）第四棒运动员在第三棒运动员触池前，已接触救生浮标。 

（三）第四棒运动员在拖带第三棒运动员时，第三棒运动员手划水，或双手

没有抓住浮标浮体。 

（四）第三棒运动员在 5米安全区外松脱救生浮标。 

（五）拖带时，救生浮标肩带脱离运动员肩部或手臂，救生浮标绳索未完全

伸展。 

（六）运动员一人进行两棒或以上的赛程。 

（七）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三、器材设置 

器材放置：救生浮标放置在出发台左侧，便于运动员拿取，要求摆放整齐。 

 

第十一条 50 米全能救生 

50 米全能救生：动图 23 

50 米全能救生：动图 24 

50 米全能救生：动图 25 

50 米全能救生：动图 26 

一、竞赛方法（附图） 

参赛运动员按抛绳救生比赛方法开始比赛（参赛者必须选择同队一人扮演溺

水者辅助，男女不限），运动员听到发令员发出“出发信号”后，按抛绳救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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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溺水者拖回至岸边，待溺水者手触池壁后，参赛运动员蛙腿式或跨步式入水

游至 12.5 米处潜过障碍网，通过障碍网后身体必须露出水面一次，再继续游至

25米处下潜，用手将池底假人在 5米安全区内运送上水面（以假人头部为准），

采用双手托腋的拖带技术将假人运送至 50 米终点处，用身体任何部位触壁完成

水中施救。 

50米全能救生 

二、犯规 

（一）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和抛绳救生所有犯规内容，但无 45 秒时间

限制。 

（二）未采用蛙腿式或跨步式入水方式。 

（三）从 12.5 米处障碍上方通过。 

（四）在潜过障碍之后，打捞假人之前，身体没有露出水面一次。 

（五）托起假人到水面的距离超过 5米安全区。 

（六）安全区域外，假人头部浸没水中。 

（七）拖带假人时为采用双手托腋的拖带技术，或压迫假人颈动脉处。 

（八）运动员没有触壁或触壁前放开假人。 

（九）比赛用时超过 3分钟。 

三、器材设置 

将比赛规定用绳，统一缠好，放在出发台一侧，确保没有打结，并便于运动

员使用。 

固定横杆位于从出发端到泳池的 12.5米处，每条泳道都要有一条横杆。 

在横杆的中点处应该明显有一个给“溺水者”手握的标志点。 

假人（满水）确保密封，放置在池底，水深超过 3米时，假人应当放置于一

个专门的平台上（或者其他支撑物）以便达到规则要求的深度。假人应面朝上摆

放，头部指向终点，假人中部的胸线应对齐 25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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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场地、器材设备 

第一条  游泳池 

（一）池长：游泳池应长 50米，误差范围为+0.03-0.00米。两端池壁自水

面上 0.30 米至水面下 0.80米的范围内，必须符合此要求。安装自动计时装置触

板后，误差不得超出此范围。 

 以上规格必须经由国家承认的测绘单位测量并提供书面证明。 

（二）池宽：举办全国体育大会游泳救生比赛、全国游泳救生锦标赛的游泳

池宽应为 25米，其他重大赛事的游泳池宽至少为 21米。 

（三）池深：游泳池深度 1.8-3米。 

（四）池壁：游泳池两端池壁必须平行，垂直于泳道和水面。池壁必须坚实、

平整，自水面下 0.80 米以上的池壁必须防滑。 

允许在池壁上设休息台。休息台必须设在水面下至少 1.20 米深处，台面宽

0.10米至 0.15米。游泳池的四壁可设水槽。如果在两端池壁上设水槽，水槽必

须用合适的栅板或隔板遮盖，同时能够在水面上 0.30米处安装触板。 

（五）池水：水温 25～28℃。比赛时，池水必须保持正常水位。如使用水

循环装置，池水不得有明显的流动或漩涡。池水应达到使运动员能看清池底和池

壁标志线的清晰程度。池水水质应符合国家游泳场所的水质卫生标准。 

（六）照明：整个游泳池的照明度不得少于 1500勒克斯。 

（七）如果游泳池与跳水池在同一比赛场地内，则游泳池与跳水池之间至少

应相隔 5米。 

 

第二条  泳道、分道线及标志线 

（一）泳道：游泳池可设 8条或 10条泳道。由 9条或 11条分道线构成。每

条泳道宽 2.50米。使用 8条泳道比赛时，泳道应是从 1到 8道。使用 10条泳道

比赛时，泳道应是从 0到 9道。 

（二）分道线：分道线必须拉至游泳池两端，固定分道线的挂钩应安装在池

壁内，分道线必须拉紧。分道线由直径 0.05～0.15 米的单个浮标连接而成，距

两端池壁 15 米处和 50 米池的 25 米处的浮标颜色应不同于其周围浮标颜色。自

两端池壁起至 5米内之浮标为红色。两条泳道之间只允许有一条分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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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泳道标志线：各泳道中间的池底应有清晰的深色标志线，线宽 0.20～

0.30米，线长 46米，泳道标志线两端距池端各为 2米。在泳道标志线的两端应

各设一条长 1米与泳道标志线同宽并与其垂直的对称横线。 

50 米游泳池的每条泳道标志线，在距两端池壁 15 米处设一条长 0.50 米、

宽 0.20～0.30米的横线（横线的前缘距池壁 15米）。 

（四） 池端目标标志线：池端目标标志线应设在两端池壁上或触板上，位

于各泳道正中，宽为 0.20米～0.30米，从池壁的上缘一直延伸到池底。在水面

下 0.30 米处的池端目标标志线中心上设一横线，横线长 0.50 米，宽 0.20 米～

0.30米。 

 

第三条  出发台 

（一）出发台应正对泳道的中间，其前缘应高出水面 0.50～0.75 米。出发

台的表面面积至少为 0.50米×0.50米。台面应由防滑材料覆盖，其向前倾斜不

超过 10°。出发台前缘应与池壁在同一垂直面上。 

（二）出发台必须坚固没有弹性，并应保证运动员出发时能在前缘和两侧抓

住出发台。 

（三）出发台四周应用明显的阿拉伯数字标明泳道号数。出发台的号数应在

出发一端面对游泳池从右至左依次排列。 

 

第四条 召回线及转身标志线 

一、出发召回线必须横跨游泳池并缚在离出发池端 15米处的固定柱子上（距

水面 1.2 米以上），要求能迅速放入水中，并能有效地盖住全部泳道。 

二、转身标志线为横跨游泳池的旗绳。旗绳两端固定在离游泳池两端 5米的

柱子上，高出水面 1.80～2.50米。 

 

第五条  自动计时装置 

（一）全国体育大会游泳救生比赛、全国游泳救生锦标赛原则上采用自动计

时装置。 

（二）自动和半自动计时装置应能判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先后，并记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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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成绩。计取的成绩应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任何装置均不得妨碍运动员的出发、

转身和溢水系统的功能。这种装置应由发令员启动。装置的连线尽可能不要露在

池岸上，能够按名次和泳道显示出各泳道所有记录下的信息，提供易读的运动员

成绩。 

（三）自动计时装置应包括以下设备： 

1、发令装置 

（1）供发令员发布口令的话筒。 

（2）如使用发令枪，必须带有信号转换器。 

（3）话筒和信号转换器应与各出发台的扬声器相连，使运动员都能同时听

到发令员的口令和出发信号。 

2、自动计时装置触板：触板最少应为宽 2.40米×高 0.90米，厚度为 0.01

米 0.002米。触板应露出水面 0.30米，浸入水中 0.60米，各泳道的触板应独

立安装以便单独控制。触板的表面颜色必须鲜明，并设有固定的池端目标标志线。 

（1）安装：触板应安装在泳道中心的固定位置上，并应轻便，以便容易拆

卸。 

（2）灵敏度：触板的灵敏度应不会受水浪的波动而产生作用，只对运动员

的轻微触动产生作用。触板的顶部前缘应是灵敏的。 

（3）标志线：触板上的标志线应与池壁的标志线一致并重叠，触板的周围

和边缘应标有 0.025 米的黑边。 

（4）安全性：触板应没有触电的危险，触板的边缘应平滑。 

3、自动计时装置至少有下列配件和功能： 

（1）在比赛中能重复打印出各种信息。 

（2）电子公告板。 

（3）精确到百分之一秒的接力出发判断器。当使用自动计时摄像系统时，

该系统可以作为接力出发判断器的补充。 

（4）自动计趟器。 

（5）分段成绩显示。 

（6）总名次排列。 

（7）误触板纠正器。 

（8）自动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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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举办全国体育大会游泳救生比赛、全国游泳救生锦标赛时，还应具

备下列条件： 

电子公告板至少应有 12行，每行可显示 32个字符，每个字符的位置上均能

显示字母和数字，每个字符至少为 0.36 米高。显示栏应可上下翻动，并且有闪

烁功能。电子公告板应显示在比赛中运行的成绩。每个矩阵记分牌都应能通过计

算机程序进行控制，并能显示动画。成绩公布板至少为 7.50米宽，4.50米高。 

在离终点池端 3～5 米处，必须有一个装有空调的控制中心，面积至少为 6

米×3米，要求在比赛中随时能不受阻碍地观察到终点端的情况。总裁判在比赛

期间应能方便地出入控制中心，其他时间控制中心应能封闭。 

（五）使用自动计时装置时，可以采用半自动计时装置作为自动计时装置的

备用系统，每条泳道须有 3个按钮，由 3名裁判员独立操作。在运动员抵达终点

触壁后，裁判员立即按下按钮以计取成绩。 

 

第六条  专项器材 

一、障碍网 

障碍网高 0.7米（±0.01 米）、宽 2. 4 米（±0.03米），内部架框包含格网

或其他足以阻碍运动员穿越的障碍物，格网颜色与水对比清晰可见。障碍网应牢

固在泳道线上，位置如下： 

（一）第一个障碍网—距离终点端池壁 12.5米处。 

（二）第二个障碍网—距离转身端池壁 12.5米处。 

（三）两障碍网之间距离 25米。 

二、假人 

比赛用假人必须是密封的(内部装满水并密封)，且经过中国救生协会核准。

救生假人高 1米，头的背部颜色要与假人本身颜色成对比。另外，在假人身体中

央(即从底部向头部方向量度至 40至 55厘米)横画一道 15厘米宽的对比颜色线。 

假人装水后重量由总裁判长临场决定。 

三、脚蹼 

竞赛用脚蹼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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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穿着前测量：长度 65厘米、宽度 30厘米。 

（二）禁止使用违反以上要求或可能造成危险的脚蹼。 

四、抛绳(专用抛绳) 

绳的长度必须在 16.5 米至 17.5 米之间，粗约 8 毫米（±1 毫米），由麻、

尼龙或有浮力的类似物料编织而成。严禁运动员擅自改动救生绳的物料与尺码，

并严禁在绳上打结。 

五、救生浮标 

浮标长度约 0.875-1 米，宽度 0.15 米，厚度 0.1 米，系有一条长度约 2 米

的绳索，绳索连接一条 1.2米的项圈背带。 

基层比赛的场地器材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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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模拟救生竞赛 

第一章 竞赛管理  

一、竞赛主办单位负责任命技术代表、仲裁、总裁判并委派裁判员。 

二、组织委员会或竞赛委员会全面负责大会的各项工作，对规则中未明文规定的

事项有权作出决定。 

三、技术代表在组织委员会或竞赛委员会领导下，监督竞赛工作及裁判员管理，

保证竞赛规程、规则得以顺利执行。 

第二章 裁判员 

第一条 裁判员设置 

全国和省、市模拟救生比赛，裁判员设置如下 

总裁判长 1人；副总裁判长 1人；技术裁判员根据比赛场地模拟情况设置；

每个模拟点设置 2人；发令员 1人；计时裁判长 1人；计时裁判员 2 人；编排记

录长 1人；编排记录员 6～10人；检录裁判长 1人；检录裁判员 5～8人；宣告

员 1人；器材裁判长 1～2人；器材裁判员 12～16人。 

一、总裁判长职责 

（一）总裁判长在赛会的领导和技术代表的监督下全面负责领导全体裁判员

的工作。负责裁判员的岗位分工及裁判长的确定。副总裁判长协助总裁判工作。 

（二）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和赛会竞赛规程，解决比赛中的有关问题，并可决

定规则中未详尽或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但不能修改规则和规程。 

（三）总裁判长可随时干预比赛，以保证规则和规程得以执行，有权裁定有

关比赛进行时的各种异议。 

（四）负责制定模拟救生比赛方案。 

（五）总裁判长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必要时有权撤换不称职的裁判员。 

（六）根据本人的观察或裁判员的报告，有权取消犯规运动员或运动队的比

赛资格或录取资格。 

二、检录裁判长及检录裁判员职责 

（一）检录裁判长负责领导和分配检录裁判员的工作。副检录裁判长协助检

录裁判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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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录裁判员负责布置检录处，赛前核对参赛运动员名单和出场顺序。 

（三）第一次检录完毕后，检录裁判长负责封闭场地，并向总裁判报告检录

情况。 

（四）检录裁判员在每组比赛前负责点名，并带领参赛队按顺序入场。及时

向检录裁判长和总裁判长报告未参加检录运动员名单。检录裁判员还要负责检查

运动员的着装是否符合规定，以及检查比赛规程规定的有关证件。 

（五）检录裁判员除按规定检录外，还应检查运动员是否携带能与外界联系

的通讯工具。 

（六）检录裁判员负责将比赛队按出场顺序带到候场区。在该队比赛前，将

检录单交总裁判长。 

三、发令员职责 

（一）发令员应站出发入口附近，面对总裁判长，要让运动员能听到或看到

发令信号。 

（二）发令员有权管理由总裁判长发出手势信号后至比赛开始的运动员。 

（三）当发现运动员延误比赛或蓄意不服从命令，在出发时有任何犯规行为

时，发令员及时向总裁判长报告，总裁判长有权取消该运动员或队的比赛资格。 

四、技术裁判员职责 

（一）在执行总裁判领导下，在指定的工作位置上根据评分表内容和要求，

独立公证打分。 

（二）技术裁判员工作是保证比赛公平进行的重要岗位。技术裁判员必须熟

悉规则中关于比赛和正确的规定动作，工作时要求仔细观察，公正准确地做出评

判。 

五、计时裁判长及计时裁判员职责 

在总裁判长领导下，计取各运动队比赛时间。 

六、器材裁判长和场地器材裁判员职责 

（一）场地器材裁判长全面负责场地器材组的工作。 

（二）准确、及时、快速地布置好场地器材，保证比赛正常进行。 

（三）发现器材损坏及时进行维修更新。 

七、编排记录长和编排记录员职责 

（一）编排记录长负责领导和分配编排记录员的工作；负责检查和核对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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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成绩、名次，经总裁判长确认签字后公布。 

（二）编排记录员根据规则和总裁判长的要求印制裁判所需的各种表格。 

（三）比赛中，要准确地统计和及时公布每队比赛成绩。 

八、宣告员职责 

在总裁判长的领导下，将大会赛事和比赛项目进行的情况及相关信息向观众

介绍，并宣布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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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赛通则 

第一条 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队必须按竞赛规程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报名手续。在报名单上要注

明该队队长及运动员姓名。 

二、各参赛队可在本队运动员中任选四人参加比赛，性别不限。 

三、运动员检录后不得更替。 

第二条 编排 

一、比赛形式以 4人为一队。 

二、参加比赛的各队出场顺序在总裁判长、教练员联席会议抽签决定。 

第三条 出发 

一、比赛必须从无法观察到游泳池场内情况的出发入口开始。当总裁判长发

出长哨音信号后，运动员应在入口处做好出发准备，当发令员发出“各就位”的

口令后，当所有运动员都处于静止状态时，发令员发出“出发信号”（鸣枪、电

笛、鸣哨或口令）。运动员在听到“出发信号”后才能做出发动作。 

二、任何运动员如在“出发信号”发出前出发，应判出发犯规，取消该运动

员或队的比赛资格。 

第四条 计时 

一、发令员发出“出发信号”计时裁判员开动计时表。 

二、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该队队长举手示意比赛完成，计时裁判员停表。 

三、比赛到规定的 2分钟，发令员发出“比赛结束信号”计时裁判员停表。 

四、比赛采用人工计时，正式成绩决定如下： 

（一）在 3名计时裁判员中，有两个以上的计时表的计时成绩相同时，此成

绩应为正式成绩。 

（二）如 3个计时表的成绩都不相同，应以中间的成绩作为正式成绩。 

（三）在 3块秒表中只有 2块秒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以平均成绩作为正

式成绩。 

第五条 评分与名次 

每个位置有 2名技术裁判员，负责给该位置运动员处理“模拟”情况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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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模拟”点的满分值为 10分。 

每位技术裁判根据运动员处理“模拟”情况的质量给予评分。如果 2人评分

不同，取 2人总分的平均分，为该位置的最后得分。 

各位置得分相加，为该参赛队最后得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得分相同，用

时少者名次列前。 

第四章 比赛内容 

第一条 竞赛方法 

一、通过模拟游泳池突发事件，评估参赛队水上救生员的观察判断、应变及

施救能力。 

二、比赛形式以 4人为一队，其中一名为队长。 

三、比赛开始以及整个比赛过程中，队伍要隔离在一个安全的“封闭区”，

看不到也听不到比赛区的情况。场景、扮演者以及任何器材对运动员都是保密的，

直到他们从隔离区出来。在封闭区里的参赛队不允许同封闭区外的任何人联系。

禁止使用任何通讯设备。 

比赛完成后的参赛队可以观看下一组的比赛。 

四、比赛时间为 2分钟。当发令员发出“比赛开始信号”（枪声、电笛），各

参赛队在 2分钟时间内处理游泳池的 N个突发模拟溺水事件。救生竞赛假人、电

脑评分“CPR”模拟假人，及 7至 14名模拟意外事故的人员扮演受害者、旁观者、

泳客等不同角色，分布于泳池四周或泳池中。运动员可根据溺水者情形，利用泳

池周围、泳池内所有可用的器具进行施救。参赛队队长举手示意比赛完成或发令

员发出“比赛结束信号”（枪声、电笛）为比赛结束。 

五、各参赛队比赛的模拟场景应确保基本一致，场景发展情况将随时间推移

而进行变化。 

六、运动员可以使用比赛区域内的任何器材。 

七、比赛区域内应清楚的标示出口和入口的位置。 

第二条 犯规 

一、参赛队以外的本队人员向参赛队提供援助、提示或建议。 

二、携带任何通讯器材进入安全区。 

三、使用比赛区域以外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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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为上、言语上对溺水者扮演者及模拟人员进行身体或者言语侮辱、伤

害。 

第五章 场地、道具及器材 

第一条 场地 

50 米标准游泳池及游泳池四周边 5米范围内划定为比赛场地。 

第二条 模拟者及道具 

一、模拟者：由大会工作人员或裁判员担任。 

扮演：呼救的溺者、不会游泳者、打斗者、受伤者、旁观者等数人。 

二、道具：救生竞赛假人、电脑评分“CPR”模拟假人数个。 

第三条 器材 

救生圈、救生杆、救生浮漂等各种救生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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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海浪救生 

第一章 竞赛管理  

一、竞赛主办单位负责任命技术代表、仲裁、总裁判并委派裁判员。 

二、组织委员会或竞赛委员会全面负责大会的各项工作，对规则中未明文规定的事项有

权作出决定。 

三、技术代表在组织委员会或竞赛委员会领导下，监督竞赛工作及裁判员管理，保证竞

赛规程、规则得以顺利执行。 

第二章 裁判员 

第一条 裁判员设置 

全国和省、市海浪救生比赛，裁判员设置如下： 

总裁判长 1人；副总裁判长 2人；水上技术检查员 6～10人；发令员 1～2人；起点

裁判员 4人；编排记录长 1人；编排记录员 4～8人；检录裁判长 1 人；检录裁判员 8～

10人；宣告员 2人；场地器材裁判长 1人；场地器材裁判员 12～20人；终点裁判长 1～

2人；终点裁判员 12～20 人；摄像员 1～2人；  

比赛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计时组。 

基层比赛的裁判员人数可根据比赛的具体条件配置。 

第二条 裁判员职责 

一、总裁判长职责 

（一）总裁判长在赛会领导和技术代表的监督下负责全面领导全体裁判员的工作。

负责裁判员的岗位分工及裁判长的确定。副总裁判长协助总裁判工作。 

（二）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和赛会竞赛规程，解决比赛中的有关问题，并可决定规则

中未详尽或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但不能修改规则和规程。 

（三）总裁判长可随时干预比赛，以保证规则和规程得以执行，有权裁定有关比赛

进行时的各种异议。 

（四）总裁判长可根据当时海面情况，改变起点、终点位置。 

（五）总裁判长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必要时有权撤换不称职的裁判员。 

（六）根据本人的观察或裁判员的报告，有权取消犯规运动员的比赛资格或录取资

格。 

（七）比赛前检查场地、器材是否符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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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未被规则涉及的问题上，总裁判长应当与组委会进行协商。 

（九）总裁判长应当就因安全问题可能导致赛事取消、改期以及重置的情况与组委

会进行协商。并保证将有关比赛的情况变化及时通知所有参赛队伍。 

（十）总裁判负责制定比赛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十一）总裁判长有权决定抽签方式。 

（十二）总裁判长在比赛出发前要告知运动员比赛的路线，每个转折位置和通过终

点的要求 

（十三）总裁判长可以根据需要，设定每项比赛完成时间。 

（十四）总裁判长可在限定时间已到，或晋级下一轮比赛人员已满的情况下，可提

前结束比赛。 

二、副总裁判长职责 

副总裁判长协助总裁判长工作，在总裁判长授权下，负责比赛相关工作。 

三、水上技术检查员职责 

（一）水上技术检查员位于比赛水域指定位置，在总裁判长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二）水上技术检查员负责检查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是否按规定路线进行比赛。 

（三）水上技术检查员如发现运动员犯规，应及时报告总裁判长，说明情况，总裁

判长判定犯规后填写检查表，上岸后交总裁判长。 

（四）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发生意外时，应及时施救，并迅速通知总裁判长。 

四、发令员职责 

（一）发令员应站在与总裁判长同侧的起点线外侧，使运动员能听到或看到发令信

号。 

（二）发令员有权管理由总裁判长发出手势信号后至比赛开始的运动员。 

（三）当发现运动员延误比赛、不服从命令、在出发时有任何犯规行为时，发令员

应向总裁判长报告。 

五、起点裁判员职责 

（一）起点裁判员应在总裁判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二）起点裁判员与检录员核对参赛运动员人数，引导运动员到达指定出发位置。 

（三）在每项（组）运动员出发后，起点裁判员负责向总裁判长和终点裁判长汇报

出发人数。 

六、终点裁判长和终点裁判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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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点裁判长负责终点裁判员的工作。在各组比赛中，观察全部情况，确定每

组比赛名次。副终点裁判长协助终点裁判长工作。 

（二）当每项比赛最后一名运动员到达终点后，终点裁判长向总裁判长汇报。 

（三）终点裁判员按分工准确地判断每组运动员比赛名次。 

（四）终点裁判员在运动员到达终点后，按比赛名次做好记录工作。 

（五）每项比赛结束后，终点裁判员负责与起点裁判员核对到达终点的运动员人数，

并向总裁判长汇报。 

七、场地器材裁判员职责 

（一）场地器材裁判长负责领导和分配场地器材裁判员的工作。 

（二）赛前组织人员对各项器材进行检查，比赛时准确、及时、快速地布置好场地

器材，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三）整理维护好场地器材，损坏及时维修更新。 

八、编排记录长及编排记录员职责 

（一）编排记录长负责领导和分配编排记录员的工作；负责检查和核对每项比赛名

次，并交总裁判长在成绩单上确认签字。 

（二）编排记录员根据规则和总裁判长的要求印制裁判所需的各种表格。 

（三）比赛中，要准确地统计和及时公布比赛成绩。 

九、检录裁判长及检录裁判员职责 

（一）检录裁判长负责检录裁判员的工作。副检录裁判长协助检录裁判长工作。 

（二）检录裁判员负责每项比赛的抽签工作。 

（三）检录裁判员负责布置检录处，赛前核对运动员比赛卡片。 

（四）检录裁判员在每组比赛前负责接收各项接力棒次表。 

（五）检录裁判员在每组比赛前负责点名，并带领运动员入场。必须及时向检录裁

判长和执行总裁判长报告未按时参加检录的运动员名单。比赛完毕后，带领运动员离场。

发奖时，负责点名及引导工作。 

（六）检录裁判员还要负责检查运动员泳装及器材是否符合规则。 

十、宣告员职责 

在总裁判长的领导下，将大会赛事和比赛项目进行的情况及相关信息向观众介绍，

并宣布比赛成绩。 

第三章  比赛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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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全国比赛项目设置 

第一条  海浪游泳 

第二条  浮标救生 

第三条  沙滩夺标 

第四条沙滩跑 

第五条沙滩跑接力 

第六条  独木舟速度赛 

第七条救生板竞速 

第八条  救生板救生 

第九条铁人救生 

第十条  铁人接力赛 

 

第二条 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必须按竞赛规程规定，确定每项参加的人数和每人参加的项数，并在

规定时间内办理报名手续。 

二、除了竞赛规程另有规定外，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及更改项目。 

三、海浪项目比赛可根据赛会规程规定穿着规定号码的比赛服装。 

 

第三条 编排 

一、各队报名截止后，大会分配给各队和每名队员一个编号。各队可根据比赛规程

的要求印制有编号的专门比赛服装。 

二、海浪游泳项目每组可编排 32 人同时参赛，其它项目每组最多 16 人。如超出以

上人数，可进行分组一次性决赛或安排预赛、半决赛和决赛。 

（一）预赛编排 

1、每组比赛按实际参赛人数随机编排出发位置。 

2、沙滩夺标项目以现场抽签的方式决定道次。 

（二）、半决赛、决赛编排 

1、半决赛、决赛可根据预赛或半决赛的成绩排列前 16名，随机编排出发位置。 

2、沙滩夺标决赛根据半决赛成绩排列前 8名进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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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层比赛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编排。 

 

第四条   出发 

一、海浪及沙滩赛项目出发方法 

（一）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运动员须站到出发预备线后（距离出发线一米）。 

（二）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哨音，运动员在出发线前做好出发准备，发令员发出“各

就位”口号，待运动员准备好并静止后，发出“出发信号”（枪声、电笛）。 

（三）独木舟项目采用水中出发。 

二、沙滩夺标项目出发方法 

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运动员两脚在起点线后呈俯卧姿势，两臂前伸、屈肘，

双手重叠置于下颌准备，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哨音，运动员抬头，当所有运动员做好出

发准备时，总裁判长侧举外展手臂指向发令员示意所有运动员已准备完毕，交发令员组

织出发。发令裁判员发出“各就位”口令，运动员低头，颌置手臂，身体不得有任何动

作，确认运动员准备好后，发“出发信号”。发令结束后总裁判长再收回手势。 

 

第五条   起点与终点 

一、海浪项目起点与终点 

海浪项目起点与终点都是由一条直线和两根标明边界的旗杆组成。终点和起点可根

据各项目要求设在同一处或分开设立。 

二、沙滩项目起点与终点 

沙滩项目起点与终点由两条平行的线组成。 

 

第六条  终点名次裁决 

一、运动员比赛名次，由运动员通过终点的顺序决定。必要时，终点裁判员可采用

电子录像系统协助名次裁决。 

二、运动员必须以跑步或步行的方式通过终点，摔倒或俯冲方式通过终点将视为犯

规（沙滩夺标项目除外）。 

三、运动员以胸部越过终点线为到达终点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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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犯规 

一、出发犯规 

（一）每项比赛只进行一次出发，任何一名运动员出发犯规都将被取消资格。 

（二）沙滩夺标决赛中，出发犯规者被淘汰，但保留名次。 

（三）故意阻碍或干扰其他运动员出发将取消录取资格。 

（四）如果在“出发信号”发出前发现运动员抢跑，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后，重

新组织出发。 

（五）因裁判员或器材问题而导致的运动员抢跑，发令员应将运动员召回，重新组

织出发。 

（六）出发前，不服从发令员指令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二、没有按规定的路线完成比赛 

三、用非正当手段阻碍或干扰其他运动员比赛。 

四、违反各项目比赛的规定。 

 

第四章 各项目比赛规定 

第一条  海浪游泳 

一、竞赛方法 

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运动员在预备线后站立，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哨音，运

动员在出发线前做好出发准备。运动员听到“出发信号”后出发，按照规定路线游完全

程，通过终点完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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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点 

海浪游泳起点距水线 5米，长 40米。两端各插一面旗，起点线的中心位置与海上第

一个折返标志点垂直。 

三、终点 

终点距水线 15米，长 5米，两端各插一面旗，终点线的中心位置与海上最后一个折

返标志点垂直。 

四、比赛距离 

比赛距离约 400 米，第一和最后一个折返标志点在一条与水线平行的直线上，两点

直线距离约 34至 40米。 

五、犯规 

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第二条  浮标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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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方法 

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各队四名参赛运动员前后列队站在预备线后。第一名运

动员担任溺水者，第二、三、四名运动员担任施救员。其中第二名持浮标、脚蹼担任入

水施救员。三、四名担任下水拖带溺水者上岸冲刺任务者。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哨音，

担任溺者的运动员走到出发线后做好出发准备。听到“出发信号”后，跑步入水游向指

定折返标志点，手拍标志点后举手示意，随后顺时针游到标志点后等待救援。担任入水

施救的运动员待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举手示意后，携带救生浮标手持脚蹼从出发线出发，

在水中穿上脚蹼游向标志点，按顺时针方向游到折返标志点后，用救生浮标固定并拖带

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返回，在拖带过程中，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应始终保持仰卧姿势。

陆上两名担任下水拖带溺水者上岸冲刺任务的运动员在确认海上两名运动员返回的情况

下可以离开出发线，入水将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拖上岸，两人拖带一溺水者三人同时冲

过终点。 

 

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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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救生赛起点与终点在一条线上，长 48米，与水线平行，两端插旗,距水线 5米。 

三、终点 

终点与起点相同。 

四、比赛距离 

水线距折返标志点垂直距离约 120 米。海上一号折返标志点和八号折返标志点之间

距离约 45米。 

五、犯规 

1、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未拍指定折返标志点前，担任施救的运动员已经出发。 

2、在指定折返标志点前面进行施救。 

3、没有按顺针顺序绕过折返标志点。 

4、水上两名运动员在还没有返回前，已经离开出发线。 

5、通过终点时两名担任下水拖带溺水者上岸冲刺任务的运动员与溺水者分开。 

6、被拖带运动员在水上有划臂动作。 

7、被拖带运动员上岸后做任何配合动作。 

8、在拖带过程中，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未始终保持仰卧姿势。 

9、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第三条  沙滩夺标 

一、竞赛方法 

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运动员两脚在前朝终点方向，两臂前伸、屈肘，双手重

叠置于下颌，呈俯卧姿势准备。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哨音，运动员抬头，发令员发出”

各就位”口令，运动员低头，下颌置于重叠的双手背上，身体不得有任何动作，确认运

动员准备好后，发令员发出“出发信号”。运动员听到“出发信号”后，起身跑向终点夺

标。夺到标的运动员到裁判员处登记为完成一次比赛。 

在两个运动员同时夺得一个标的情况下裁判员可以根据判断决定是否进行加赛，以

确定其中一人进入下一轮比赛。 

二、场地 

沙滩夺标场地为长方形，宽 12 米-24 米，长为 15-20 米，设 8-16 条道，道宽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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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规 

1、“各就位”口令后运动员身体未处于静止状态，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取消比赛资

格。 

2、一个人拿到两个或两个以上标。 

3、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第四条  沙滩跑 

一、竞赛方法 

总裁判长四声短哨音，运动员在出发线后一米的准备线站立，总裁判长一声长哨音，

运动员走到出发线前做好出发准备，听到“出发信号”后，运动员出发冲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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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地 

沙滩跑场地为长方形，宽 12米，长为 70-90 米，设 8条道，道宽 1.5 米，第一道靠

近海边一侧。 

 

 

三、犯规 

1、未在自己的跑道上完成比赛。 

2、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第五条  沙滩跑接力 

一、竞赛方法 

每队四名运动员，第一棒和第三棒接力队员站在起点，第二棒和第四棒接力队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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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折返点。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每队四名运动员分别在起点线和折返点各一米的

准备线后站立。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哨音，第一棒运动员走到出发线后做好出发准备，

听到“出发信号”后，第一棒运动员出发跑到折返点将棒交给第二棒运动员，第二棒运

动员接棒后跑到起点将棒交给第三棒运动员，第三棒运动员接棒后跑到折返点将棒交给

第四名运动员，第四名运动员接棒后跑过终点，完成比赛。场地。场地与沙滩跑场地相

同。 

 

 

二、犯规 

1、运动员未在自己的跑道完成比赛。 

2、交接棒时，接棒运动员已经越过起跑线。 

3、第四名运动员通过终点时没有接力棒。 

4、途中掉棒在其它队员帮助下捡起。 

5、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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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独木舟速度赛 

一、竞赛方法 

运动员将各自的独木舟泊稳，在及膝水位处排成一排，每艘独木舟的距离大约为 1.5

米。 

运动员必须听从发令员或者发令检查关于独木舟在起点处排位的指令。 

听到出发信号，运动员划动独木舟前进绕过指定浮筒标识的路线，返回，到达终点，

以独木舟任一部分横过水中的终点线完成比赛-通过终点时可以坐在独木舟上，也可手持

独木舟或是拖带独木舟通过终点。 

 

 

 

二、起点线 

起点线位于水中，长约 35 米，以两根旗杆标识并且起点线的中点需要与第一个折

返标志点垂直。 

三、终点线 

终点线位于水中，独木舟可以漂浮着通过，长约 35米，以两根旗杆标识并且终点线

的中点需要与最后一个折返标志点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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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距离 

比赛全程约 600米。 

五、犯规： 

1、运动员到达终点时未能与独木舟和桨同时通过终点线。 

2、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第七条救生板竞速 

一、竞赛方法 

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运动员持救生板在预备线后站立，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

哨音，运动员在出发线前做好出发准备，运动员听到“出发信号”后，按照规定路线划

完全程，手持救生板通过终点，完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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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点 

救生板竞速赛起点距水线 5米，长 30米。两端各插一面旗，起点线的中心位置与海

上第一个折返标志点垂直。 

三、终点 

终点距水线 15 米，长 20 米。两端各插一面旗，终点线的中心位置与海上最后一个

折返标志点垂直。 

四、比赛距离 

比赛距离约 600 米。第一和最后一个折返标志点在一条与水线平行的直线上，距离

约 75米。 

五、犯规 

1、出发后用救生板干扰或故意阻碍、冲撞其它队员入水。 

2、通过终点时没有手持救生板。 

3、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第八条  救生板救生 

一、竞赛方法 

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各队两名参赛运动员前后列队站在预备线后。前一名担

任溺水者，后一名持救生板。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哨音，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走到出发

线后做好出发准备。听到“出发信号”后，跑步进入水中，游向指定折返标志点，手拍

标志点后举手示意，随后顺时针游到标志点后等待救援。担任施救的运动员持救生板，

待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举手示意后，从出发线出发至标志点，按顺时针方向划到标志点

后面，接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上救生板一同返回上岸，两名运动员同时手持救生板通过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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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点 

救生板救生赛起点与终点在一条线上，长 48 米，与水线平行，两端插旗，距水线 5

米。 

三、终点 

终点与起点相同。 

四、比赛距离 

水线距折返标志点垂直距离约 120米。海上一号浮标和八号浮标之间距离 45米。 

五、犯规 

1、担任溺者的运动员未拍指定折返标志点前，担任施救的运动员已经出发。 

2、在指定折返标志点前面进行施救。 

3、没有按顺针顺序绕过折返标志点。 

4、两人没有同时持救生板通过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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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担任溺水者的运动员游到错误的浮标并在错误的浮标处举手示意。 

6、违反比赛通则的犯规规定。 

 

 

第九条  铁人救生 

一、竞赛方法 

铁人赛由游泳、救生板、独木舟和沙滩跑四个项目组成，每个项目的终点到起点间

由跑步联接。除最后一个项目固定为沙滩跑，其它项目比赛顺序由总裁判长确定。 

总裁判长发出四声短哨音，运动员在预备线后站立，总裁判长发出一声长哨音，运

动员在出发线前做好出发准备。运动员听到“出发信号”后，按照规定路线和项目完成

全程，通过终点，完成比赛。 

如第一段赛程为独木舟，应按规定在水中出发。 

比赛中本队要有一名本队队员负责帮运动员准备和收拾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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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点 

铁人救生赛的起点有两个，游泳和救生板起点在岸上，与水线平行，距水线 5 米，

长 30米。独水舟起点在水上，由水线向海面推进约 10米，水深以膝关节没水为准。 

出发同海浪游泳、救生板速度赛。 

三、终点 

终点线在起点一侧与水线垂直，长 5米，靠近水线的一端距水线 20 米。 

四、比赛距离 

游泳约 280米，救生板约 400米，独木舟约 600米，上岸跑约 80米通过终点完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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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五、犯规 

1、划板和独木舟比赛未通过最后折返标志点已经离开器材游泳上岸。 

2、上岸后没有按规定的路线行进。 

3、违反比赛通则及各项目的犯规规定。 

 

 

第十条  铁人接力赛 

一、竞赛方法 

铁人接力赛由游泳、救生板、独木舟和沙滩跑四个项目组成，由四名运动员组成参

赛队，每名运动员按指定赛程顺序和抽签排位依次完成一个项目。 

沙滩跑在最后一个项目。如果独木舟为第一个项目，则应以水中出发方式设定起点

线。按各项目的竞赛方法完成比赛。 

下一名运动员在出发线后等待，在前一名运动员到达并击掌后完成交接，开始下一

个项目的比赛。第四名运动员在出发线延长线和水线之间 5 米区域内，与第三名运动员

完成交接，按规定路线跑步通过终点完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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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点 

铁人救生赛的起点有两个，游泳和救生板起点在岸上，与水线平行，距水线 5 米，

长 30米。独水舟起点在水上，由水线向海面推进约 10米，水深以膝关节没水为准。 

出发同海浪游泳、救生板速度赛。 

三、终点 

终点线在起点一侧与水线垂直，长 5米，靠近水线的一端距水线 20 米。 

四、比赛距离 

游泳约 280米，救生板约 400米，独木舟约 600米，上岸跑约 80米通过终点完成比

赛。 

五、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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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划板和独木舟比赛未通过最后折返标志点已经离开器材游泳上岸。 

2、上岸后没有按规定的路线行进。 

3、未按照比赛规定进行交接。 

4、违反比赛通则及各项目的犯规规定。 

 

第五章 场地、器材设备 

第一条 场地 

海岸线至少 100米，向海上延伸 300米。 

 

第二条  器材 

一、场地器材 

（一）海上折返标志点 15个：国际比赛采用九种颜色的浮筒或浮球，全国比赛和基

层比赛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二）沙滩线标志绳 

（三）起点、终点旗帜：国际比赛采用附图对应的颜色的旗帜，全国比赛和基层比

赛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二、比赛器材 

(一)救生板 

最小重量为 7.6公斤，最大长度为 3.2米。 

(二)接力棒及沙滩夺标棒 

用可弯曲的材料制成，例如塑料软管等。全长度 30厘米，外圈直径约 2.5厘米。 

（三）独木舟 

最小重量为 18公斤，最大长度为 5.8米，最小宽度为 48厘米。 

运动员可以使用经中国救生协会认可的自己的器材， 

（四）救生浮标 

浮标长度约 0.875-1米，宽度 0.15米，厚度 0.1米，系有一条长度约 2米的绳索，

绳索连接一条 1.2米的项圈背带。 

（五）脚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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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用脚蹼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长度 65厘米、宽度 30厘米。 

2. 禁止使用违反以上要求或可能造成危险的脚蹼。 

 

第三条  比赛器材的更换 

一、运动员应在比赛开始前检查比赛器材（如救生板、救生浮标等），发现问题可要

求更换，经器材裁判长确认后可更换。 

二、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发现器材损坏或无法使用，可允许其在出发区域或在交接

区域进行更换。被更换的器材应由本队队员移至比赛区域外，不得影响比赛。 

基层比赛的场地器材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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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第一条  泳装规定 

一、游泳池救生比赛泳装要求： 

运动员只允许穿一件泳装参加比赛。男运动员泳装不得高于肚脐、低于膝部。女运

动员泳装可以是连体的或分体的，但不得覆盖颈部、延伸过肩部，不得低于膝部。所有

泳装的材质为不透明的纺织品。 

二、海浪救生比赛参赛服装要求： 

（一）运动员只允许穿一件泳装参加比赛。男运动员泳装不得高于肚脐、低于膝部。女

运动员泳装可以是连体的或分体的，但不得覆盖颈部、延伸过肩部，不得低于膝部。所

有泳装的材质为不透明的纺织品。当水温低于 16℃时，运动员方可穿着防寒比赛服参赛。 

（二）比赛时各运动队比赛着统一泳帽。 

（三）在大会有要求的情况下，各运动队需着符合规定的、印有号码的紧身背心。 

第二条  录像设备 

所有被批准的水上、水下录像、摄像设备，均不得阻挡运动员视线或游进路线，不

得干扰比赛。 

第三条  急救保障 

比赛期间，比赛场馆应配备必要的急救、救生设施和医护人员、救生员。 

第四条  技术会议 

各参赛代表队应派代表按时参加赛前技术会议。对于缺席的代表队，主办单位可对

其进行相应处罚，其参赛人员若出现技术会议内容涉及的报名报项更正、申诉等相关事

宜，将不予受理。 

第五条  申诉 

各代表队对裁判员的判决有异议时，其领队应先口头向总裁判提出询问，如仍有异

议，须在该项比赛结束后 30分钟以内填写申诉书并签名后交总裁判，同时交纳申诉费人

民币 500 元。总裁判签署意见后将申诉书送交技术代表，技术代表召集仲裁委员对申诉

进行复议和裁决。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定。如果申诉被否决，申诉费将上缴赛会

管理组织，反之，申诉费将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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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基层比赛 

基层比赛可参照本规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