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中国-⾦华国际空⽵邀请赛》章程 
  

1.活动宗旨  为推动和传承中国非物质⽂化遗产“抖空⽵”这项古老的传统体育运动，将中国空⽵运动 
与国际充分接轨，除提升空⽵技术⽔平、舞台⽔准，学习各国空⽵⽂化特⾊，激发空⽵运 
动与多元艺术结合的可能性外，并强化实施全民健身，推⼴发展空⽵运动，根深空⽵⽂化与 
技艺的传承，让空⽵这块体育艺术瑰宝发扬光⼤，更借此增进我国推动空⽵国际赛事能见 
度，活络国际交流。 

 
2.主办单位  ⾦华市体育局  ⾦华市教育局  ⾦华市体育总会  
3.承办单位  ⾦华市空⽵协会   
4.合作单位  IDF-国际空⽵联盟     ⾦华市体育馆   中国杭州市空⽵协会  
               ⾦华市功群⽂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功群台宝股份有限公司         
IDF-国际空⽵联盟成员：雪兰莪州扯铃协会、吉隆坡扯铃协会、沙巴扯铃协会、马六甲扯铃协会、 

澳门扯铃运动协会、四川省空⽵运动协会、成都市空⽵运动协会、日本扯铃协会、
 ⾼雄市扯铃协会、新北市扯铃协会、从铃开始传艺推⼴协会、台中市扯铃协会 

5.活动项目：   
  5.1  中国-⾦华国际空⽵邀请赛 
  5.2  ⾦华市第三届功群杯中小学⽣空⽵比赛 
  5.3  空⽵之夜 
  5.4  国际空⽵技术交流⼤会 
  5.5  IDF-国际空⽵联盟会议   

6.比赛日期：      2017 年 10 月 20 日⾄ 10 月 21 日       

7.比赛地点：      浙江省⾦华市体育馆（⼋⼀南街 21 号） 

8. 比赛及活动流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10 月 19 日
星期四 

国内外队伍抵达、安排住宿、办理报到⼿续. 
⾦华市体育馆 

18:00 召开领队、裁判、⼯作⼈员、解说会议，彩排开幕式.                                                   

10 月 20 日
星期五 

09:00 开幕仪式、中小学竞速赛、双轮空⽵团体舞台赛、单轮空⽵个⼈
竞速赛、单轮空⽵个⼈舞台赛. 

⾦华市体育馆 

18:00 彩排-空⽵之夜及闭幕式.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08:30 单轮空⽵个⼈舞龙舞台赛、双轮空⽵个⼈舞台赛、单轮空⽵团体
舞台赛、 CIDT Battle King ⼀对⼀表演赛 
16:00 颁奖 
17:30 彩排-空⽵之夜及闭幕式. 

19:30 空⽵之夜及闭幕仪式. 

10 月 22 日
星期日 

08:30 2017 国际空⽵技术交流⼤会 ⾦华体育馆室外 
篮球场/轮滑场 

09:00  2017 年 IDF-国际空⽵联盟会议。（联盟成员） 体育馆 
会议室 



 

9.比赛项目：   

    9.1 舞台赛 - 

 

 

 

  

赛别 年龄 时间 评分⽅法 实施扣分 
男⼥ 
组别 

单轮空⽵个⼈舞台赛 

（禁⽌使用危险动作） 

35 岁以下 
3-4 分钟 

1 动作难度 40 分         
2 动作创意 20 分          
3 舞台艺术 30 分          
4 服装造型 10 分       

 

1. 扯铃打结为小失误， 
每次扣 1 分。 
 
2. 扯铃落地为⼤失误， 
每颗铃扣 2 分。 

 

男⼥
分开 
组别 

36 岁以上 

双轮空⽵个⼈舞台赛 

（可⼀线多铃） 

12 岁以下 2-3 分钟 

13-18 岁 

3-4 分钟 19-39 岁 

40-65 岁 

单轮空⽵团体舞台赛 

（禁⽌使用危险动作） 
19-65 岁 5-6 分钟 

1 动作难度 30 分          
2 动作创意 20 分          
3 舞台艺术 30 分          
4 服装造型 10 分          
5 团体互动 10 分 

⼈数：4-8 ⼈ 

1. 扯铃打结为小失误， 
每次扣 0.5 分。 
 
2. 扯铃落地为⼤失误， 
每颗铃扣 1 分。 
 
3. 团体集体统⼀动作不得少于 5
个，少 1 个扣 5 分。 

男⼥
不分
组别 双轮空⽵团体舞台赛 

（可⼀线多铃） 

12 岁以下 3-4 分钟 

13-18 岁  

5-6 分钟 

 

19-39 岁 

40-65 岁 

单轮空⽵ 
个⼈舞龙舞台赛 

35 岁以下 

2-3 分钟 

1 技术难度 50 分           
2 技术创意 20 分           
3 舞台艺术 20 分           
4 服装造型 10 分  

1.要求龙长度为 7 米 

2.舞龙失败（空⽵停⽌转动）分
数为零。 

男⼥
分开 
组别 36 岁以上 

CIDT Battle King  
⼀对⼀表演赛 - 1-2 分钟 由裁判举牌表决 由⼤会邀请选⼿参加 



9.2 竞速赛 -  

 

 

*⼤会将提供单轮及双轮竞速赛之标准动作视频，⼀切动作要求，以官⽅视频为准*

双轮竞速赛  

双轮竞速赛项目  年纪  比赛要求  规则  / 备注  

抛  ⾼ 

2-3 年级 

⾼度必须达到 2 米。 1.计数 1 分钟内完成之次数，次数多者
为胜。 
                    
2.次数相同，以失误少者为胜，在相同
时，并列名次。 
                  
3.如有动作不标准者，裁判可以喊暂
停，每次暂停最多 2 秒，最多 2 次暂
停。    
                    
4.本类比赛为鼓励初学者各组各项 获得
第⼀名者下界比赛不得在继续报名该项
该组之竞赛，如发现有前述情形，取消
该选⼿名次，其余依次递补。 

5.空⽵绳之长度自地上拉起，需⾼于腰
部。                        

6.计时开始之前空⽵必须静⽌      

7.最多准备 3 组空⽵(含备用)                    

8.空⽵落地（或动作失败）那次不计数
在规定时间内可以继续进⾏比赛。 

9. 男⼥不分组别 

10.功群空⽵为<⾦华市功群杯中小学⽣
空⽵比赛>指定器材，⼤会将在比赛舞

台提供功群空⽵。 

翻  花 
翻花后空⽵未落线上将不计数、要求左
右翻花。 

⼆龙戏珠 
（蜘蛛结⽹） 

4-5 年级 

 
碗底部要求过杆头。 

摇轱辘 
（纺纱线） 

 
杆环绕空⽵⼀圈为⼀次来计数。 

⾦龙绕柱（腿绕） 

3-4 年级    
5-6 年级      
初中组 

腿落地，空⽵绕腿⼀圈为⼀次来计数。 

反  抄 
反抄抛出接住算⼀次来计数。也可连续
反抄中间不接，（不限左右） 

⼀线⼆铃 以右⼿每压⼀次来计数。 

⾼抛跳绳 

小学组 

初中组 

抛起空⽵跳绳之后接住空⽵算⼀次来计
数，可⼀抛多跳 

⼆⼈⼀铃脚绕互抛 以开始选⼿接住为⼀次来计数 

⼆⼈⼀铃互抛 
选⼿之间间隔 2 米距离，两名选⼿每接
住⼀次来计数。 

4 ⼈长绳 

 

空⽵在两条线滚动⼀个来回抛下并接铃
成功即为⼀次（空⽵要滚过单根绳⼦的
三分之⼆处，违规那次不予计数） 

单轮竞速赛 

项目 年龄 比赛要求 

 

 

 

规则  / 备注 

左右背托 
 

35 岁以下 

36 岁以上 

器材要求： 
- 线长为 180 厘米以上 
- 杆长 45 厘米(允许正负 2 公分) 
- 托盘用碗外径 3 厘米 

*（左右背托空⽵⾼度不过肩）                                                                                                                 

1.运动员完成起势加速，裁判员哨声响
起计时开时。                        

2.比赛限时⼀分钟。动作失败者将提前
结束竞赛，次数多者为胜。 

3.计数相同，裁判组根据个⼈形态、服
装等判定名次。 

4.如有动作不标准者，裁判可以喊停，
每次暂停最多 2 秒，最多 2 次暂停。 

5. 男⼥不分组别 。 

左右蹁马 
 

摆尾脱线 
 

正接反线托盘 
 



 
10.报名事项：  

  10.1 报名时间： 2017 年 6 月 15 日起 ⾄ 2017 年 8 月 15 日⽌。 
  10.2 报名⽅式：以省、市、县、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专院校等各级协会、俱乐部 
  （须具备法⼈资格）、⾏业体协为参赛单位均可参加。 
  10.3 参赛资格：具有⼀定空⽵技艺⽔准的空⽵爱好者，年龄限定 65 岁以下。   
  10.4 报名办法：IDF（国际空⽵联盟⽹）⽹址 www.idfdiabolo.org 

10.4.1： 中国联系⼈：⾼阳     电话：18072338005  ⽹址：178651653@qq.com   
        10.4.2： 台湾联系⼈：曹树仁 电话：886978356006 ⽹址：master@superdiabolo.net 
        10.4.3： 国外联系⼈：郑钦升 电话：60133911973 ⽹址：diabolo_king@hotmail.com 
  10.5 报名费用： 团体舞台赛每队 500 元⼈民币(⼈数 4-8 ⼈)。竞速赛（个⼈、两⼈组、四⼈组）
  以及个⼈舞台赛、每⼈每项 50 元⼈民币。⼤会仅提供给各参赛队伍比赛期间的午餐⼀
 份、纪念品⼀份，交通食宿自理。 
  户名：⾦华市功群⽂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汇款账号：1208013709200022678  
    开户⾏：中国⼯商银⾏股份有限公司⾦华李渔路支⾏（注明汇款单位）                                   
   10.6 比赛组别咨询电话： 
 双轮组咨询电话：18072338005（⾼阳） 18967930638（胡强） 
 单轮组咨询电话：15044772244（梁曙光）13605718498（包伟国） 
   10.7 国内食宿：各队伍自⾏安排，请联系比赛场地附近之合作酒店. 
   10.8 国外食宿：每位国外选⼿缴费 200 元⼈民币、由主办当局安排 4 天 3 夜之食宿。 
         
11.比赛事项：  

    11.1  各项比赛参赛选⼿名额有限，组委会按⼤会要求适当审议⼈数。 
    11.2  每⼈仅限代表⼀队参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 1 ⼈、指导教师(教练)1-2 ⼈。  
    11.3  单轮项目-  个⼈竞速赛⼈数有限，先报先得。 
                           个⼈舞台赛需提供视频审核。视频传⾄⽹址：463610959@qq.com 陈虎 13625718696 
                            团体舞台赛每队限报 1-2 组，⼈数 4-8 ⼈。 
    11.4  双轮项目-  个⼈竞速赛每校（队）每项限报 2 ⼈， 
           两⼈组合、四⼈组合竞速赛每⼈限报两项，每校（队）每项限报 1-2 组。 
           个⼈舞台赛⼈数有限，先报先得。 
           团体舞台表演赛每队限报 1-2 组，⼈数：4-8 ⼈。 
 

12.参赛事项 ; 

   12.1 报到当天每⼀位参加⼈员都需签订免责声明⼀份。 
   12.2 参赛选⼿年龄限定 65 岁以下，前来观摩参观以及随队观摩⼈员，需签订⼀份免责声明。 
   12.3 空⽵之夜门票售价为⼈民币 100 元⼀张。 
          赠票按每队参赛⼈数（包括领队以及教练）数量赠送。 

※报名提交后，经⼤会组委会按⼤会要求最终审议各个比赛项目参赛⼈数后，通知各参赛单位，  
    参赛单位确认报名数据⽆误后，于报名截⽌日后  3 天内  缴费，明细单发给各参赛单位，  

    请于收到该单后，7 天内完成汇款，汇款后再将汇款信息回传报名系统，则完成报名⼿续。  
 

13.赛程公告日期：  2017 年  9 月  15 日 . 

     13.1   赛程公告于活动官⽹ www.idfdiabolo.org，请各参赛⼈员上⽹下载各单项赛程。 
     13.2  各项比赛顺序由⼤会竞赛组排定，对⼤会所抽之顺序不得异议。 
     13.3   因参赛队伍众多，不开放调整赛程，请各参赛伍于报名备注填写赛程需求及原因，  
           ⼤会会依据需求作为安排赛程考量。 
 
14.奖励：  

    14.1 每项比赛取前 6 名，前 1-3 名颁发奖品奖牌奖状 ，4-6 名颁发奖状以资鼓励。 
    14.2 如参赛⼈数不⾜录取名次数时，合并组别，或按实际参赛数录取名次。 
 
 



15.申诉：  

    15.1 赛程中若发⽣争议，如规则上有明⽂规定的，以裁判之判决为终决。 
    15.2 提出申诉时，应由领队或学校代表签字盖章，以书面向⼤会提出，并缴交保证⾦ 500 元⼈民币，

 由仲裁委员会开会讨论并做成决议。 
    15.3 若赛程发⽣争议，当场以⼝头申诉外，仍须依照前项规定，于该项成绩宣布后三⼗分钟之内，

 正式提出书面申诉，否则不予以受理。 
    15.4 各项比赛进⾏中，各领队、指导教师及选⼿，不得当场质询裁判，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16.⼤会事项：  

     16.1   为维护比赛质量，⼤会适度规划主场馆进出管制，观众请于比赛场地外观看，比赛进⾏ 
               中可摄影，但禁⽌使用闪光灯。 会场规划摄影保留席，各领队请先向⼤会换证后⽅进   
               ⼊摄影席。 
     16.2   赛程公告后，请各参赛单位将比赛用音乐档案寄⾄竞赛组联络信箱 178651653@qq.com 
     16.3   ⼤会摄影之影像、照片，参赛者需⽆条件提供⼤会使用于宣传、⽂宣、供教育训练等用    
               途；⽽各队伍所使用之音乐版权问题由各参赛选⼿及单位自⾏负责。 
     16.4    赛程期间，如有违背运动精神、不正当之⾏为（如：冒名顶替、资格不符等），或 
            不服从裁判等情形；经查明属实者，立即取消比赛资格。禁⽌跨组报名，经审核属实消   
比赛资格或已得之成绩。 
     16.5    为推⼴赛事本会设有官⽅活动⽹站及微片，欢迎推⼴与支持。   
     16.6    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由⾦华市空⽵协会修订并于活动官⽹公告。 
     16.7    裁判和仲裁：由 IDF 国际空⽵联盟以及⼤会组委会选派。 
     16.8    本竞赛总则由⾦华市空⽵协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17. 赛会形象代⾔⼈：          

 
世界冠军  - 林韦良先⽣  
台湾⼈，曾任国际表演团队 - 太阳马戏团演员。曾获得：2007 年 WJF 世界杂耍联盟中国公开赛扯铃组-冠军、
2008 年法国明日节首奖总统奖及观众票选第⼀名、乌克兰艺术表演家维克多奇特别奖。 

⽕焰狼  - 梁曙光先⽣  
内蒙古⼈，中国国内单双轮空⽵兼优第⼀⼈ 。曾获得：2010 年代表国家汉办赴澳利亚巡回演出、2015 年保
定空⽵艺术节双轮空⽵比赛冠军、 2015 年马来西亚 BATTLE KING 冠军。    

豪神  - 姚膨豪先⽣  
马来西亚⼈，学习扯铃 16 年，热衷于⽹路上分享扯铃⼼得，⽹路扯铃论坛红⼈。曾获得 2008 年世界华⼈运
动会扯铃项目团体冠军及个⼈冠军、超级杯扯铃⼤赛超级组团体冠军及个⼈冠军。   

曹帥  - 曹和立先⽣  
台湾⼈，自幼随从铃开始团队学习扯铃⾄今 15 年，扯铃表演及比赛经验不计其数，在 2015 年马来西亚铃域
杯荣获个⼈赛冠军，隔年 2016 年荣获台湾全民运动会团体赛冠军及台湾国际邀请赛个⼈赛冠军。 

 
*此次⼤赛阵容强⼤云集国内外众多⼤牌空⽵明星，实属⼀次空⽵盛会，本次⼤会组委会热诚邀请⼴
⼤空⽵爱好者前来参赛、观摩以及交流。  

 
  



 
附件  
 
（⼀）合作酒店推荐 
Ø 颐豪撒商务宾馆 （⽆早餐） 

市门价 ：158 元（单间）/ 158 元（双间） 

协议价 ：138 元（单间）/ 138 元（双间） 

电话 ：0579 - 8263 8333 

地址 ：江北常安街 8 号（⼴电中⼼对面） 

 

Ø 明伦商务宾馆 （⽆早餐） 

市门价 ：128 元（单间）/ 138 元（双间） 
协议价 ：118 元（单间）/ 128 元（双间） 

电话 ：0579 - 8205 6811 
地址 ：⾦华市婺城区中村明伦街 259 号 
 

Ø 悠悠概念宾馆 （⽆早餐） 

市门价 ：128 元（单间）/148 元（双间） 
协议价 ：— 
电话 ： 0579 - 8291 7666 

地址 ： ⾦华市村明伦街 258 号 
 

Ø 俏江南酒店 

市门价 ：188 元（单间）/ 206 元（双间） 

协议价 ：168 元（单间）/ 185 元（双间） 
电话 ： 0579 - 8252 7777 

地址 ：⾦华市⼋⼀南街 206 号 
 

Ø ⾦发⼴场如家酒店 

市门价 ：149 元（单间）/ 149 元（双间） 
协议价 ：137 元（单间）/ 137 元（双间） 

电话 ： 0579 - 8351 2222 
地址 ：⾦华市⼋⼀南街 458 号（⾦发⼴场） 

 

Ø 莫泰阳光酒店 

市门价 ：149 元（单间）/ 149 元（双间） 
协议价 ：120 元（单间）/ 120 元（双间） 

电话 ：0579 - 8206 3333 
地址 ：⾦华市阳光路 58 号

*以上所有宾馆离⾦华体育馆 1000 米之内 （可查看以下地图）  
1. 可步⾏ 5 - 15 分钟到达。 
2. 可乘坐⾦华 BRT 1 在⼋⼀南街双溪西路下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