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山东青岛莱西）

竞赛规程

一、比赛名称：

2020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山东青岛莱西）

二、主办单位：

中国登山协会

山东省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山东省攀岩运动协会

青岛市体育局

莱西市人民政府

四、协办单位：

山东体育学院莱西极限运动基地

莱西市体育中心

五、运营单位：

乐攀（北京）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六、执行单位：

齐鲁体育科技公司

莱西中体御道体育俱乐部

青岛博安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泰石体育科技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七、比赛时间：8月 15-16 日

八、比赛地点：山东省青岛莱西市体育中心攀岩场

九、比赛项目：

个人：男子标准速度赛，女子标准速度赛；



团体：男子标准速度接力赛，女子标准速度接力赛。

十、参赛单位及运动员资格

1、参赛单位资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

最多可报 2支参赛队，以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或授权协会盖章为准，队

伍形式不限；个人速度项目每队最多限报男/女子各 4人；团队接力

项目每队最多限报男/女子各 2个组合，每个组合运动员人数不得超

过 4人。

2、参赛运动员资格

运动员需年满 14 周岁（2007 年 1 月 1日前出生），以最新国家

体育总局全国运动员注册单位或中国攀岩联赛注册单位为代表单位

参赛（香港及澳门地区运动员无需注册单位）。全国运动员注册单位

与联赛注册单位不同，以全国运动员注册单位为准；如仍有争议，可

以个人名义参赛。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无任何不

适宜运动的先天疾病。

3、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暂不接受来自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

及 14 天内到达过中高风险地区和相关人员接触史的运动队、运动员

报名参赛。

4、根据要求，所有参赛运动员及随队人员均必须持有 7天内核

酸检测阴性报告至赛区报到。

十一、报名方式

专业组通过提交电子报名表（附件一，pdf 格式）方式报名。

报名联系人：中国登山协会攀岩部 张浩然

电话：010-87182978 15950477089

电子邮箱：cma_climbing@163.com

报名截止日期：8月 11 日

十二、比赛规则

参照国际攀联最新比赛规则，由中国登山协会制定。

十三、比赛办法

mailto:cma_climbing@163.com


标准速度赛：采用国际标准赛道，将进行预赛和决赛；

标准速度接力赛：采用国际标准赛道，将进行预赛和决赛。

十四、名次录取与成绩判定

（一）名次录取：各单项取前 8名；

（二）成绩判定：预赛取男、女子前 16名进入决赛。

十五、奖励办法

（一）奖牌和证书：

各小项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个人速度前八名颁发奖金和获

奖证书；团体接力前六名颁发奖金、前八名颁发获奖证书。

（二）奖金

个人男/女子速度前八名奖金分别为：7000、5000、4000、3500、

3000、2500、2000、1000 元（税前）；小计 2.8 万元／小项，共计

5.6 万元（税前）；

团体男/女子接力前六名奖金分别为：11000、9000、7000、6000、

5000、4000（税前）；小计 4。2万元／小项，共计 8.4 万元（税前）。

十六、积分办法

系列赛每站比赛结束后，各小项前 30 名运动员个人或团队将获

得“2020 中国速度系列赛”积分。根据 4 站速度系列赛年度积分总

排名进行相应个人及团队项目的年度奖励及运动员技术等级评定。积

分计算方法如下：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积分 100 80 65 55 51 47 43 40 37 34

名次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积分 31 28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名次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积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十七、竞赛日程（见附二）

十八、运动员技术等级

以最新国家体育总局颁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为准。

十九、食宿交通及报到

交通费：大会将给予专业组参赛运动员一定的交通补贴，以实际

到达为准，随队官员的交通费自理；中国登山协会选派的裁判员及工

作人员交通费由大会报销。

食宿费：运动员、随队教练员、领队指定酒店办理入住(费用自

理)，食宿费用标准：280/人/天（标间） 。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食宿由

大会统一安排。

报到地点：中共莱西市委党校

运动队报到日期：8月 13 日 19 点前

裁判员报到时间：8月 13 日 16 点前

酒店预订联系人：于泽远 18108468788 高经理 18253207607

请各队、个人参赛运动员提前联系组委会预定车辆，安排接送。

原则上一队一车，以青岛市内机场、高铁站接送为准。不允许参赛队

及参赛运动员自发前往酒店报到。接送费用以实际发生由运营公司收

取。联系人：于泽远 18108468788 刘雪峰 13370803688

二十、比赛场地、器材、服装

比赛场地和技术装备由大会提供，运动员的攀岩鞋、安全带及镁

粉袋等个人装备自带。各队需统一参赛服。

二十一、仲裁、裁判员及定线员

仲裁、裁判长、裁判员、定线员及工作人员由中国登山协会选派。

以上人员根据要求，必须持有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至赛区报到。

逾期报到者，不予安排工作。

二十二、竞赛纪律

竞赛委员会须严格执行《裁判员守则》、《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

办法（试行）》、攀岩项目的有关规定及竞赛规程。全体裁判员、运

动员、领队及教练须遵守体育道德，严禁使用兴奋剂、弄虚作假、营



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如有违犯者经查实，将由竞赛赛风赛纪委

员会给予严肃处理。

参赛运动员无故弃权、检录后未到赛区者；故意延误比赛及比赛

罢赛者，将视情节给予黄牌或红牌，并处通报批评、禁赛等处罚。

二十三、保险

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自行购买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并在报到确认

时提交保单。

二十四、疫情防控及相关工作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体育工作领导

小组关于有序恢复体育赛事活动的指导意见》、《科学有序恢复体育

赛事和活动推动体育行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各参赛单位、参赛运

动员、裁判员及其他赛事相关人员需严格按照《2020 中国攀岩速度

系列赛（山东青岛莱西）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附件三）等有关规定

执行。

二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 1

2020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山东青岛莱西）报名表

省级体育部门（盖章）： 联系方式：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领队： 电话：

教练： 电话：

工作人员： 参赛单位盖章：

序

号
参赛单位 姓名

性

别

民

族
身份证号

男子标

准速度

女子标

准速度

男子速

度接力

女子速

度接力
备注

1 省（区、市）xx体校

2
3
4
5
6
7
8
9

注：速度接力每队最多限报男/女子各 2个团队，每个团队运动员人数不得超过 4人，需以 1队/2 队的形式在备注栏备注。



附 2

2020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山东青岛莱西）竞赛日程

8 月 13 日 9:00-19:00 报到、核酸检测 莱西市委

党校8月 14 日 核酸结果前 酒店房间隔离

19:30-20:00 技术会议

8月 15 日

08:00 男子热身区开放

莱西市

体育中心

攀岩场

09:00-10:00 男子速度练习、预赛

10:00 女子速度热身区开放

11:00-12:00 女子速度练习、预赛

17:30 男/女子速度决赛热身区开放

18:00-18:20 开赛仪式

18:30-19:30 男/女子速度决赛

19:40-20:00 男/女子速度颁奖

8月 16 日

08:00 女子速度接力热身区开放

莱西市

体育中心

攀岩场

09:00-10:00 女子速度接力练习、预赛

10:00 男子速度接力热身区开放

11:00-12:00 男子速度接力练习、预赛

17:00 女子速度接力热身区开放

18:00-18:45 女子速度接力决赛

18:00 男子速度接力热身区开放

19:00-19:45 男子速度接力决赛

20:00-20:10 男/女子速度接力颁奖

8月 17 日 12:00 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