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空竹联盟简介
《国际空竹联盟》是由 13 个来自各国的扯铃协会一起发起，希望借由联盟的成立，
把各国扯铃协会结合在一起，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国际平台，互相学习和提供资源。
让大家因为扯铃，拿着扯铃，走到全世界，扯到全世界。

起源
在《2015 马来西亚国际扯铃研讨会》中讨论到，举办制度统一的国际巡回比赛活动
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地扯铃团队进行交流及观摩，是推广及发扬扯铃的一项重要途径。
有鉴于各个地方协会能力有限，所以必须结合大家力量，一起承担举办此项活动的重
任。因此在场协会都赞成成立《国际扯铃联盟》，以及把此项活动称之为《国际扯铃邀请
赛》。
并由《雪兰莪扯铃协会》作为召集人，进行成立联盟之工作，以及由《从铃开始传艺
推广协会》筹备举办《2016 国际扯铃邀请赛》活动。而《金华市空竹协会》则是承办《2017
国际空竹邀请赛》。

第一届理事会
主 席：拿督黄福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扯铃协会）
副主席：胡松辉 （澳门扯铃运动协会）
陈顺兴 （台湾从铃开始传艺推广协会）
伍柑聪 （马来西亚沙巴州扯铃协会）
胡 铿 （中国金华市空竹协会）
秘书长：郑钦升 （马来西亚吉隆坡扯铃协会）
财务长：吴佼花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扯铃协会）
IDF-国际空竹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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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空竹运动协会、澳门扯铃运动协会、金华市空竹协会、
四川省空竹运动协会、日本扯铃协会、高雄市扯铃协会、新北市扯铃协会、
台湾从铃开始传艺推广协会、台中市扯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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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程
Discipline

一、活动宗旨：
为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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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际空
竹运动，为广大空竹爱好者搭建沟通平台，增进友谊、助力全民健身，推广和普及空竹运
动，提升空竹竞技水平；增进国际空竹交流，促进空竹运动国际化、多元化发展。
二、指导单位：国际空竹联盟（International Diabolo Federation, IDF）
三、主办单位：成都市体育局

成都市教育局

四、承办单位：成都市空竹运动协会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成都市聚圆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五、协办单位：雪兰莪州扯铃协会、吉隆坡扯铃协会、四川省空竹运动协会、马六甲扯铃协会、
高雄市扯铃协会、澳门扯铃运动协会、台中市扯铃协会、金华市空竹协会、
新北市扯铃协会、台湾从铃开始传艺推广协会、日本扯铃协会、沙巴扯铃协会
六、赞助单位：台湾功群台宝股份有限公司
七、活动项目：
（一） 中国·成都国际空竹大赛-2018 年 10 月 12 日、13 日（周五、周六）
（二） 空竹之夜-2018 年 10 月 13 日（周六晚上）
（三） 国际空竹技术交流大会-2018 年 10 月 12 日、13 日（周五、周六）
（四） IDF-国际空竹联盟会议-2018 年 10 月 14 日（周日）
八、比赛地点： 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九．开 幕 式：2018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00 于比赛地准时举行
十、比赛类别：
（一）竞速赛（Speed）
（二）舞台赛（Stage）
（三）挑战赛（Challenge）
（四）耐力赛（Endurance）
（五）对抗赛（Battle）

(单轮空竹、双轮空竹分组比赛，比赛项目见附件一及附件二)
十一、报名组别：
（一）幼儿组：
3-6 岁（男、女）组
（二）少年组：
少年 C 组：7-8 岁（男、女）组
少年 B 组： 9-10 岁（男、女）组
少年 A 组：11-12 岁（男、女）组
（三）青年组：
青年 C 组：13-14 岁（男、女）组
青年 B 组：15-16 岁（男、女）组
青年 A 组：17-18 岁（男、女）组
（四）成年组：
成年 E 组：19-29 岁（男、女）组
成年 D 组：30-39 岁（男、女）组
成年 C 组：40-49 岁（男、女）组
成年 B 组：50-59 岁（男、女）组
成年 A 组：60-70 岁（男、女）组
十二、报名事项：
（一）报名时间：2018 年 8 月 1 日起 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止。
（二）报名资格：世界各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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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际报名办法：国际空竹联盟官网 www.idfdiabolo.org 线上报名
中国报名办法：成都市空竹运动协会官网 www.cdkzydxh.com 线上报名
1、中国联系人：杜贵兵 电话：18828093956
2、台湾联系人：曹树仁 电话：886978356006
3、国外联系人：郑钦升 电话：60133911973
（四）报名费用：个人赛每人每项 50 元人民币，双人赛每人每项 50 元人民币、团体
赛每人每项 50 元人民币（满 10 人以上团体每队只收 500 元人民币）。请在报
名后 3 天内完成汇款，并将汇款凭条或回单发送到 1262786639@qq.com 。

账户名称：成都市聚圆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南延线分理处
账

号：51001426293052501410

（五）比赛组别咨询电话：
双轮组咨询电话：18828093956（杜贵兵）
单轮组咨询电话：15044772244（梁曙光）
（六）报名与报到：
1、中国报名方法请登录成都市空竹运动协会官网下载电子报名表
2、报名截至时间：2018 年 9 月 20 日前，逾期不再接受报
3、个人组别禁止跨组别报名；团体组别年龄可往上越级，不可降级参加。
4、报到：请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7:00 前到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5、报到，请携带个人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驾照、护照等）（证件上需有照片）
6、领队及裁判会议：2018 年 10 月 11 日晚 17:00 于比赛地点召开
7、各参赛选手交通、食宿自理，有需要组委会代办食宿的提前联系成都市空竹运动协
会办公室 邵学瑞 18782118423
十三、参赛事项
（一）报到时需提供本人近期健康证明以及针对本次比赛的保险证明，如果没有购买保险，
须现场补买后方可完成报名注册。现场本人签署《自愿参赛安全责任书》，一旦出现重大
意外伤害事故，组委会将采取相应急救措施，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参赛选手年龄限定 70 岁以下，前来观摩参观及随队观摩人员，需签订一份免责声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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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能公平公正评判比赛项目，竞速赛只能使用“功群”专用空竹。
十四、赛程公告日期：2018 年 9 月 28 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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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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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因参赛队伍众多，不开放调整赛程，请各参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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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奖励
（一）每项比赛取前 8 名，前 1-3 名颁发奖品奖状 ，4-8 名颁发奖状以资鼓励。

（二）如参赛人（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数时，合并组别，或按实际参赛数录取名次。
（三）如参赛人（队）数过多时，大会将酌情增加奖项录取组数；
（四）大会设优秀奖若干名。
十六、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队对有失公正的评判、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比赛成绩公布后 30 分钟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时,应由参赛队的
领队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书面申诉报告，同时缴纳申诉保证金 500 元。申诉报告须有申
诉的参赛选手及领队签名；
3、参赛队不得采取任何过激行为表达不满,否则不予受理申诉;在约定时间内,如约定的联
系人未到场或中途离开,视为放弃申诉。
(二) 仲裁
1、仲裁执委会负责受理比赛中出现的申诉并进行协商仲裁,以保证大赛的顺利进行和
大赛结果的公平、公正；
2、申诉方如认为仲裁不合理,可向大赛仲裁委员会提出复诉；
3、参赛队不得因提起申诉或对申诉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比赛或滋事,否则按弃权处理。
大赛不因申诉事件而组织重赛。
十七、大会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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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程公告后，请参赛单位将比赛音乐档案寄至竞赛组联络信箱 1262786639@qq.com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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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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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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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由成都市空竹运动协会修订并于活动官网公告。
（七）裁判和仲裁：由 IDF 国际空竹联盟以及大会组委会选派。

（八）本竞赛规程由成都市空竹运动协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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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中国·成都国际空竹大赛组委会
2018 年 7 月 26 日

附件一：
双轮空竹比赛项目
项目

序

赛别

组别

号

个人竞速赛

1

抛高

2

翻花

3

鱼跃龙门

4

摇辘轳

5

抛高跳绳

6

大鹏展翅

7

金龙绕腿

时间

幼儿男、女）组
少年 C（男、女）组

计时开始后启动空竹，绳长自

少年 B（男、女）组

脚底拉直高于腰部，杆长 32CM
（正负 3CM），只能有 1 只备

少年 A（男、女）组
青年 C（男、女）组

1 分钟

用空竹，空竹落地（动作失败）
那次不计数。动作不规范者，

青年 B（男、女）组

裁判应喊停，每次暂停最多 2
秒，最多 2 次暂停。计时开始

8

金龙绕臂

青年 A（男、女）组

9

一线二

成年 E（男、女）组

前，空竹必须静止。

10

一线三

1

一空竹对抛

少年 B（男、女）组

只能有 2 只备用空竹，空竹落

2

一空竹绕脚对抛

少年 A（男、女）组

3

两空竹对抛

4

两空竹绕脚对抛

双人竞速赛

青年 C（男、女）组

地（动作失败）那次不计数。
1 分钟

青年 B（男、女）组

个人舞台赛

个人挑战赛

耐力赛

团体舞台赛

1

1

规定套路（一）

2

规定套路（二）

每次暂停最多 2 秒，最多 2 次
静止。

少年 B、A（男、女）组
青年 C、B、A（男、女）

3

规定套路（三）

4

自编套路

1

单铃挑战赛

2

双铃挑战赛

3

三铃挑战赛

4

直立铃挑战赛

1

四铃高抛赛

2

四铃线内赛

1

四人团体赛

2

六人团体赛

少年组

3

八人团体赛

青年组

4

十二人团体赛

成年组

5

十二人至二十人团体赛
1对1

动作不规范者，裁判应喊停，
暂停。计时开始前，空竹必须

青年 A（男、女）组

对抗赛

备注

3-5
分钟

备用空竹数量不限。

成年（男、女）组

混合组

混合组

混合组

1-2
分钟

不限时

4-6
分钟

1-2 分钟

备用空竹数量不限。

给予三次机会，取最好成绩。

备用空竹数量不限。

由大会邀请选手参加

附件二：

单轮空竹比赛项目
项目

赛别

组别

时间

备注

单腿侧骗马
（平盘）

线长自脚底拉直过肩，杆长 45CM（正

19-29 岁混合组

负 3CM），计时开始后方可启动空竹，

30-39 岁混合组
竞速赛

左右背脱

40-49 岁混合组

（立盘）

50-59 岁混合组

只能有 1 只备用空竹，空竹落地（动
1 分钟

作失败）那次不计数。动作不规范者，
裁判应喊停，每次暂停最多 2 秒，最

60-70 岁混合组

多 2 次暂停。计时开始前，空竹必须

摆尾脱线

静止。

（立盘）

平盘自由套路

19-29 岁男、女组
30-39 岁男、女组
40-49 岁男、女组

单项赛

50-59 岁男、女组

平盘自由套路不能出现立盘动作，立
1 至 2 分钟

盘自由套路不能出现平盘动作。可带
2 只备用空竹。

60-70 岁男、女组
立盘自由套路

19-29 岁混合组
30-39 岁混合组
个人全能套路

40-49 岁混合组
50-59 岁混合组

3 至 5 分钟

60-70 岁混合组
全能赛

可带 2 只备用空竹。
双人
团体
（至少 5 人）

对抗赛

1对1

混合组

4 至 5 分钟

混合组

4 至 6 分钟

混合组

1 至 2 分钟

由大会邀请选手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