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跑酷联赛奖励办法 

（试行版） 

一、赛事组织 

（一）中国跑酷联赛积分体系以跑酷赛事为基础，为更

好地服务于跑酷选手， 通过积分的方式组织和鼓励广大跑

酷爱好者，使更多的跑酷爱好者参与到跑酷运动中的服务体

系。 

（二）所有报名参加中国跑酷联赛的运动员，均需严格

遵守本管理办法及各场竞赛规程细则。 

二、周期及安排 

竞赛周期：每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竞赛安排：3—5 场 

竞赛地点：全国各举办地城市 

三、组别设项 

（一）组别 

男子精英组（T1）：年龄在 18-35 岁。 

女子精英组（T2）：年龄在 18-35 岁。 

男子大众组（T2）：年龄在 16-40 岁。 

女子大众组（T3）：年龄在 16-40 岁。 

全民健身组（T3）：年龄在 16-40 岁。 

青少年组（T4）：年龄在 12-15 岁。 

少儿组（T5）：年龄在 8-12 岁。 



（二）比赛项目类型 

1、竞速赛 

2、技巧赛 

（三）设立联赛总积分项目组别 

1、男子精英组（T1）竞速赛 

2、男子精英组（T1）技巧赛 

四、参赛资格 

（一）参赛选手必须是拥有中国国籍的运动员。 

（二）参赛选手必须符合各赛区竞赛规程中竞赛分组的

要求。 

（三）正式报名，并签署赛事安全风险免责法律声明。

未满 18 周岁的年轻选手必须有监护人许可参赛的签字证

明，并附签字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参赛选手必须携带健康证明进行报名确认，并接

受组委会的验证。 

（五）参赛者应具有良好的健康状况。组委会有权拒绝

不符合标准的运动员参赛。不符合标准的参赛选手隐瞒参赛，

责任自负。 

五、竞赛办法 

（一）各赛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特别技术规定。在因气

候等影响赛事安全的突发事件情况下，裁判团有权减少比赛

里程，甚至暂停、取消某项比赛。 



（二）以俱乐部为单位报名的运动队及运动员必须统一

本队服装。所有参赛运动员比赛装备的任何广告部分不能违

反规则规定。否则根据规则进行罚款处理。 

（三）所有运动员必须按规定完成比赛，任何违规行为

都将按规则进行处罚。 

（四）严重违反竞赛规则和规程的选手，或发生违反体

育道德行为的相关选手， 裁判团可对其取消本场比赛资格，

直至后续本系列所有比赛。 

（五）赛会组织方有权通过权威机构对参赛选手进行反

兴奋剂和性别检查。若检查结果呈现阳性，其须负担检查费

用，并取消其全部比赛成绩，不予排名。同时，禁止参加下

一年度比赛。 

（六）申诉：参赛选手若对裁判裁决有异议，须在成绩

公布后 10 分钟内携有效证据向裁判团提出申诉。经裁判团

核实做出相应裁决。裁判团的裁决为最终裁决，不得再次申

诉。 

六、报名 

（一）各场比赛均接受以参赛队为单位的报名和选手个

人形式的报名。 

（二）若因报名人数不足，裁判组及组委会有权取消或

合并未达到人数要求的组别，或取消积分榜单，具体情况听

从裁判员及组委会安排。 



（三）所有报名须登陆网上报名平台，或在指定报名地

点进行网上报名。报名录取，按网上报名确认的时间先后顺

序额满截止。 

（四）报名须提供有效证件，如身份证、护照、台胞证、

回乡证、军人证等。 

七、积分与排名 

（一）中国跑酷联赛将对全年各场积分赛事组别的参赛

选手进行累积积分排名。给予各赛区完成比赛且获得前 10 

名的运动员相应积分。 

（二）总排名中，如果累计得分相等，则以已完成比赛

的场次数多少进行排名，多者列前。 

（三）如果仍相同，比较其已获得各场赛事的最好名次

的次数，以此类推。优者列前； 

（四）如果依然相同，以总决赛排名顺序进行排名。 

八、奖励办法 

（一）单站积分赛事奖金与积分 

中国跑酷联赛将对每站积分赛事前 10 名，及全赛季积

分个人总排名前 15名，进行现金或等价实物奖励；对各站

积分赛事获得个人前 10 名的运动员给予下站优先报名的

权利，对全赛季获得个人总排名前 15 名的运动员给予下赛

季优先报名的权利，具体各项目的积分奖励和奖金奖励如下： 

 



 

 

名次 

男子精英组奖金 

（竞速赛） 

男子精英组奖金 

（技巧赛） 

 

积分 

第一名 5000 5000 100 

第二名 4000 4000 95 

第三名 3000 3000 90 

第四名 2000 2000 85 

第五名 1600 1600 80 

第六名 1400 1400 75 

第七名 1200 1200 70 

第八名 1000 1000 65 

小计 19200 19200  

总计 38400 

*根据国家税务规定，各组别所得奖金都需交付 20%的

偶然所得税。 

（二）单站常规赛事奖金： 

中国跑酷联赛将对每站常规赛事前 3 名，进行现金或

等价实物奖励；对各站常规赛事获得个人前 3 名的运动员

给予下站优先报名的权利，具体各项目的奖金奖励如下：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竞速赛 

女子精英组（T2） 1000 800 500 

男子大众组（T2） 1000 800 500 

女子大众组（T3） 1000 800 500 

 

 

捕捉赛 

男子精英组（T1） 1000 800 500 

女子精英组（T2） 1000 800 500 

男子大众组（T2） 1000 800 500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女子大众组（T3） 1000 800 500 

 

 

技巧赛 

女子精英组（T2） 1000 800 500 

男子大众组（T2） 1000 800 500 

女子大众组（T3） 1000 800 500 

总计  23000 

*根据国家税务规定，各组别所得奖金都需交付 20%的

偶然所得税。 

（三）全赛季总积分排名奖励： 
 

总积分 

男子精英组个人总排名奖金 

（竞速赛） 

男子精英组个人总排名奖金 

（技巧赛） 

第一名 20000 20000 

第二名 15000 15000 

第三名 10000 10000 

第四名 8000 8000 

第五名 6000 6000 

第六名 4000 4000 

第七名 2000 2000 

第八名 1500 1500 

第九名 1200 1200 

第十名 1200 1200 

第十一名 1200 1200 

第十二名 1000 1000 

第十三名 1000 1000 

第十四名 1000 1000 

第十五名 1000 1000 

小计 74100 74100 

总计 148200 



*根据国家税务规定，各组别所得奖金都需交付 20%的偶然

所得税。 

九、奖金及领取 

1、各站赛事奖金发放:获奖运动员领取奖金时，必须持

本人身份证和号码布，签字领取。同时，上缴号码布作为凭

证。 

2、年终奖金发放:运动员注册时需同时提交身份信息与

银行账户,奖金于赛季结束后统一发。 

十、食宿与交通经费 

所有各场次赛事组委会不负担交通、运输等相关费用事

项，比赛期间食宿、饮用水自备。 

十一、裁判团组成 

总裁判长和裁判团组成由中国极限运动协会指派，由赛

区调派相应的辅助裁判配合完成比赛裁判任务。 

十二、未尽事宜及各场次赛事的规程和技术指南，另行

发布。 

十三、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属中国跑酷联赛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