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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

京操舞字[2021]11 号

关于举办2021年第六届北京市啦啦操锦标赛的
通 知

各区县体育总会（办公室）、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健身俱乐

部及相关单位：

为在全市大力推广普及啦啦操运动，提高我市啦啦操运动的

技术水平，增加各单位之间的交流，经研究，定于 2021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在北京市地坛体育馆举办 2021 年第六届北京市

啦啦操锦标赛。

现将竞赛规程下发给你们，请积极组织报名参赛。

附件：1.竞赛规程

2.组别一览表

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

2021 年 9 月 29 日

http://adminfile.cdsf.org.cn/saishi/2015badsaJMCjJBSguicheng02.doc
http://adminfile.cdsf.org.cn/saishi/2015badsaJMCjJBScansaishuomin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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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 年北京市啦啦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健美操专项委员会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

三、协办单位

北京辉煌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博壹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10 月 24 日在地坛体育馆举行。

五、参加单位：

北京市各有关 幼儿园、大中小学校、社会团体、培训考级中心（点）

及俱乐部。

六、竞赛组别：

（一）公开组：

1.公开幼儿组：

（1）公开幼儿甲组（5-7 岁）；

（2）公开幼儿乙组（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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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开幼儿丙组（3-5 岁）；

（4）公开幼儿混合组（3-7 岁）；

2.公开儿童组：

（1）公开儿童甲组（10-13 岁）；

（2）公开儿童乙组（8-11 岁）；

（3）公开儿童丙组（6-9 岁）；

（4）公开儿童混合组（6-13 岁）；

3.公开少年组：

（1）公开少年甲组（15-19 岁）；

（2）公开少年乙组（12-16 岁）；

（3）公开少年混合组（12-19 岁）；

4.公开青年组（17-26 周岁）：

（1）公开青年甲组（高水平及其他）；

（2）公开青年乙组（体育院校）；

（3）公开青年丙组（普通院校）；

（4）公开青年丁组（高职高专）；

5.公开成年组；

（1）公开成年甲组（45岁以上）；

（2）公开成年乙组（35-45 岁）；

（3）公开成年丙组（25-35 岁）；

（4）公开成年混合组（25岁以上）；

6.公开亲子组：

（1）公开亲子甲组（少儿运动员年龄：3-7 岁）；

（2）公开亲子乙组（少儿运动员年龄：6-13 岁）；

（3）公开亲子丙组（少儿运动员年龄：12-19 岁）；

（4）公开亲子混合组（少儿运动员年龄：3-19 岁）；

7.公开残障组：

（1）公开残疾组（含听力、视力及其他肢体残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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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特殊组（含智力障碍等）；

（3）公开残障混合组（同时含听力、视力及其他肢体残疾与等）。

（二）、俱乐部组：

1.俱乐部幼儿组：

（1）俱乐部幼儿甲组（5-7 岁）；

（2）俱乐部幼儿乙组（4-6 岁）；

（3）俱乐部幼儿丙组（3-5 岁）；

（4）俱乐部幼儿混合组（3-7 岁）；

2.俱乐部儿童组：

（1）俱乐部儿童甲组（10-13 岁）；

（2）俱乐部儿童乙组（8-11 岁）；

（3）俱乐部儿童丙组（6-9 岁）；

（4）俱乐部儿童混合组（6-13 岁）；

3.俱乐部少年组：

（1）俱乐部少年甲组（15-19 岁）；

（2）俱乐部少年乙组（12-16 岁）；

（3）俱乐部少年混合组（12-19 岁）；

4.俱乐部青年组（17-26 岁）：

（1）俱乐部青年甲组（高水平及其他）；

（2）俱乐部青年乙组（体育院校）；

（3）俱乐部青年丙组（普通院校）；

（4）俱乐部青年丁组（高职高专）。

（三）其他说明：

本次比赛共分为两个组：公开组和俱乐部组；

公开组：所有符合年龄要求的运动员都可以报名参赛；

俱乐部组：星级俱乐部、培训考级中心（点）才有资格报名参赛；报

名参加俱乐部组的运动员同时可以兼报公开组项目；

公开残疾组：包含听力、视力及其他肢体残疾等，残疾运动员人数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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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全队人数的 25%及以上；

公开特殊组：包含智力障碍等，特殊运动员人数须达到全队人数的

50%及以上；

公开残障混合组：同时包含听力、视力及其他肢体残疾 运动员及

智力障碍运动员；

公开亲子组：少儿运动员和成人运动员人数均须达到全队人数的 25%；

参赛年龄计算办法：比赛所在年份减出生年份为运动员参赛年龄（例：

2021 年-2011 年=10 岁）；参赛运动员年龄须符合相应组别年龄要求。

七、竞赛项目：

（一）啦啦操规定动作（项目设置详见附件一）：采用《2020 版全

国啦啦操规定动作》。

（二）啦啦操自选动作（项目设置详见附件一）。

（三）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项目设置详见附件二）：采 用《第三

套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2020 版）。

（四）校园啦啦操自选套路（项目设置详见附件二）。

（五）七彩星级啦啦操规定套路（项目设置详见附件三）。

（六）七彩星级啦啦操自选动作（项目设置详见附件四）。

（七）残障啦啦操比赛（项目设置详见附件五）；只在公 开组设立

残障啦啦操比赛。

（八）亲子啦啦操比赛（项目设置详见附件六）：采用《2018 版全

国亲子啦啦操示范套路》。

（九）成年组啦啦操示范套路（项目设置详见附件七）： 采用《2018

版全国成年啦啦操示范套路》。

（十）成年组啦啦操自选动作（项目设置详见附件七）。

八、参赛资格：

（一）啦啦操规定动作：8-24 人，成套音乐时间按规定音乐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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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体花球、街舞、爵士啦啦操自选动作：8-24 人， 成套音乐

时间在 1 分 45 秒至 2 分 15 秒。

（三）七彩星级啦啦操：小集体组（4-7 人）、中集体组（8-15 人）、

大集体组（16-24 人）；红、橙、黄三个星级自选音乐在 1 分 30 秒内、绿、

青、蓝、紫四个星级自选音乐在 1分 30 秒到 2 分以内。

（四）集体技巧啦啦操自选动作：8-24 人，成套音乐时间在 1 分 45

秒至 2 分 15 秒，比赛成套动作前，必须至少有 30 秒口号，口号与音

乐间隔时间不超过 20 秒。

（五）小团体配合技巧：4-5 人，成套音乐时间在 1 分钟内。

（六）混合双人配合技巧：1 男 1 女，成套音乐时间在 1 分钟内。

（七）自由舞蹈：8-24 人，自选套路成套音乐时间在 1 分 45 秒至 2

分 15 秒（八）校园啦啦操：16-36 人，示范套路成套音乐时间按规定执

行，自选套路成套音乐时间在 1 分 45 秒至 2 分 15 秒。

（九）亲子啦啦操：8-24 人，示范套路成套音乐时间按规定执行，自

选套路成套音乐时间在 1 分 45 秒至 2 分 15 秒。

（十）残障啦啦操：8-24 人，成套音乐时间在 1 分 45 秒至 2 分 15

秒。

（十一）双人（不限男女）花球、街舞、爵士啦啦操自选动作：成套

音乐时间在 1 分 30 秒内。

（十二）成年组啦啦操：16-36 人，示范套路成套音乐时间按规定执

行，自选套路成套音乐时间在 1 分 45 秒至 2 分 15 秒；

九、竞赛办法：

（一）竞赛赛制：预决赛同场制，详见通知。

（二）比赛出场顺序由组委会赛前抽签决定。

（三）采用《2021 版啦啦操竞赛规则》。

（四）如因疫情原因转为线上比赛，参赛相关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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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频要求：拍摄场地为适合运动的室内外平整有弹性场地，比赛场

地大小为 14m×14m，拍摄背景干净整洁，视频文件名须注明“单位名称+

组别+参赛项目名称”（例如：北京市西苑小学+ 儿童甲组+自选集体花球）；

2.每单项参赛视频须一次性一镜到底录制完成。录制现场光照均匀，

采取正面录制，平视拍摄，不得使用无人机俯视拍摄；不得使用以往比赛、

训练视频；镜头保持稳定清晰（建议使用三脚架），视频须为横屏，保证

画面画质清晰、镜头大小合适；格式为 mp4，建议分辨率为 1280×720，

大小 500m 以内； 建议拍摄距离 7-8 米，要求 14m×14m 场地必须在拍

摄镜头内， 拍摄视线无遮挡，单机位拍摄，每个运动员都要在视频里，

视频录制包括进场和退场，不得做剪辑、特写、配音等效果处理；

3.经审查，不符合上述视频格式要求的将视为无效。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别各单项根据比赛成绩颁发获奖证书，冠军颁 发奖杯；超

过八支队伍，前八名颁发获奖证书。

（二）设“优秀教练员”奖。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 报名方式：

报名网址：http://www.battledance.cn/（百透赛事）

微信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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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咨询电话：13611154109

报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止，逾期报名，

不予受理。

（二）网上报名信息将在参赛手册、证书等各类比赛文件中出现，确

认提交后，不得擅自修改；如出现信息漏报、错报、 多报等，由报名单位自行

承担相关责任和费用。

（三）报到事项：

1.缴费及核对发票信息；

2.确认比赛音乐；

3.领取物料。

（四）各参赛队伍须严格按照大会分组报名参赛，如经审查不符合参赛

要求，将取消其参赛资格或比赛成绩。

（五）赛事组委会相关联系方式（工作时间 9：30-17：30）

1.赛事咨询：张 达 17611469981（微信同号）；

张炳轩 18631674447（微信同号）；

2.相关赛事信息将同步在本次赛事微信群上公布，敬请留意。

十二、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总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由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选调，

（必须持有啦啦操二级或以上级别裁判员资格证书者）；

裁判员须自带裁判装备：

男士：白色长袖衬衣、藏蓝色西服套装、蓝色领带、黑色 皮鞋、裁判徽

章、裁判证书；

女士：白色长袖衬衣、藏蓝色西服套装（裙）、黑色皮鞋、裁判徽章、

裁判证书。

（二）辅助裁判由组委会选派。

（三）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按《仲裁委员会条例》的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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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十三、疫情防控要求：

（一）所有参赛运动员均需提供 7 天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和

北京健康宝阴性证明。所有领队教练及监护人员需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和 3日内核酸阴性证明；

（二）所有入场人员必须监测体温、信息登记措施实行“绿码”准入

制。未戴口罩和体温 37.3 以上者谢绝入场；

（三）除运动员处于比赛、裁判员处于场上执裁期间以外，所有人员

进入比赛场馆必须全程科学佩戴口罩，赛场内禁止饮食；

（四）等待比赛的运动员，在指定区域候赛，严格落实保持社交距离；

（五）完赛后，不逗留，尽快离开赛场，禁止在赛场周围观赛；

（六）听从防疫专员及工作人员的工作安排，加强防控意识，安全、

快乐、健康的参与比赛。

十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在大型体育赛事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下，由赛事活动组委会授权成立赛区应急工作现场指挥机构，制

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工作。

（二）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和保障机

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讯、供水、供电等。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承办单

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

息员和救援人员进行培训。

（四）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随 时报告。

十五、经费：

（一）因疫情原因，各队所有参赛运动员（含替补）须比赛后尽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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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由教练员或领队在本组别比赛后到领奖处领取证书和奖杯。

（二）比赛期间的食宿、市内交通，经费自理。

（三）报名参加公开组或俱乐部组的参赛运动员（含替补），需缴纳

赛事综合服务费 100 元/人；兼报公开组和俱乐部组的参赛运动员（含替

补），须缴纳赛事综合服务费 200 元/人。

（四）报考啦啦操七彩星级运动员等级证书需领收考级费：红星级 300

元、橙星级 350 元、黄星级 400 元。

（六）付款方式：

1.线上付款：网上报名后，进入付款平台，点击“在线付 款”，通

过支付宝进行付款（支付宝可绑定公务卡进行在线付款）；

2.通过银行汇入指定账户：请在汇款单上注明参加赛事及 学校名称

（例：北京市西苑小学）；

账户：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

账号： 11200101040004131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先农坛支行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