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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花样滑冰比赛（青少年组）
暨 2022 年上海市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有关区体育行政部门

三、协办单位：待定

四、竞赛日期：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待定）

五、竞赛地点：待定

六、参赛单位：本市各区

七、年龄组别和小项设置

组别 年龄段 设项数

项目设置

男子 女子

A 04.9.1-10.8.31 4
单人滑（短节目）、

单人滑（自由滑）

单人滑（短节目）、

单人滑（自由滑）

B 10.9.1-14.8.31 5

单人滑（短节目）、

单人滑（自由滑）

单人滑（短节目）、

单人滑（自由滑）

队列滑（自由滑）

八、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须具有中国国籍（包括港、澳、台），经医务部门

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赛。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 2022 年在本市有效注册的青少年运动

员，并持本人当年有效的《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卡》参赛。

九、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员若干名，其中有 2名教

练员可兼任其他队伍教练，1名教练员最多兼任 3支队伍教练。

（二）本次比赛各单人项目报名人数不限。

（三）队列滑项目各代表团限报 1 支队伍。每支队伍报名人数上

限为 20人，每队上场最少 8人，最多为 16 人。

（四）各代表团交流运动员报名人数不得超过该组别实际报名人

数的 30%。交流运动员上场人数不超过实际上场人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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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赛运动员不可跨越组别参赛。

（六）各参赛队须为参赛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将保

单复印件交予领队。领队在领队会时需提交保险单复印件查验，未提

供保单复印件，将禁止选手参赛。

（七）参赛单位通过大会指定的网站 www.aijingsai.cn（上海

青少年体育赛事网）进行网上报名，于 月 日前内将导出打印的

报名表加盖公章后，一式两份报大会组委会竞赛部（浦东新区泳耀路

300 号 10 楼）。

十、竞赛办法

（一）按国际滑联、中国花样滑冰协会公布的 2022/2023 赛季各

项竞赛规则内容及有关规定执行，具体竞赛内容详见附件一。

（二）一旦报名，不得更改，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如运动员确

因不可抗拒原因无法参赛的，须由代表团向单项竞委会提交书面退赛

申请。由单项竞委会同意后，方可退赛。

（三）出场顺序：

1.单人滑（短节目）出场顺序按 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花样滑冰

锦标赛成绩排名倒序出场（见附件二）。如遇参赛运动员没有成绩或

成绩相同，则由裁判长组织有关运动员单独抽签。

2.单人滑（自由滑）出场顺序，按照市运会短节目成绩倒序出场。

如遇参赛运动员没有参加市运会单人滑（短节目）比赛，则单人滑（自

由滑）出场顺序由裁判长组织有关运动员单独抽签决定。

3.队列滑（自由滑）出场顺序由裁判长组织有关运动队抽签决定。

（四）抽签：抽签在赛场抽签处进行，时间另行通知。如领队和

教练不能按时参加，将由组委会代为抽签。

（五）赛前练习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六）在公布比赛时间表后，参赛选手至少在项目比赛前一小时

到达比赛场地，如比赛宣告运动员名字一分钟后仍未上场，则视为自

动弃权。

（七）成绩并列的情况（参照依据），参照国际滑联相关技术规

则规定执行。

（八）各项比赛音乐自选，可以使用声乐。参赛选手需在指定时

http://www.aijingsa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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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前将音乐发送至指定邮箱。且需在邮件中要注明：姓名、性别、项

目和准确音乐时间（不是滑行时间），在音质、传送方面产生的问题

由参赛队及个人负责。

邮箱：shanghaitrophy@163.com，联系人：汤匀麒 15201721568。

（九）各组别报名少于 2 个参赛单位 3 人（队），则取消该组别

比赛。

十一、录取名次、计牌计分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 8 名，不足 8名参赛的，则按实际参赛人（队）

数录取名次。

（二）前三名依次按 1 金、1 银、1 铜计牌，前八名依次按 11、

9、8、7、6、5、4、3计分，统计各代表团团体奖牌和团体总分。

（三）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按照本届运动会竞赛

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申诉和纪律

按照本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按照本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四、有关赛事的防疫要求

遵照市体育局最新版的赛事防疫指引文件要求执行

十五、其他

（一）如本规程内容与本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或上海市体育局

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则以本届运动会总则或上海市体育局规定为准。

（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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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花样滑冰比赛（青少年组）
暨 2022 年上海市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

竞赛内容

男子单人滑 A 组（2004年 9

月 1日-2010年 8月 31日）：

参 照 国 际 滑 联 公 布 的

2022-2023 赛季竞赛规则及

2489 号公告中少年高龄组

(Advance Novice)的有关规

定执行。

短节目：音乐时间（2’20’’±10’’）

1. 一周半或两周半跳。

2．单跳：一个两周或三周跳跃（此跳跃不得与节目中其它跳跃重复）。

3．联跳：由两个两周，或一个两周与一个三周跳组成（此跳跃不得与节目中其它

跳跃重复）。

4．换足蹲踞旋转（2022-2023赛季）（5+5圈，不允许跳进入）。

5．只允许一次换足联合旋转（5+5 圈，允许跳进入）。

6. 充分利用冰面的接续步。

自由滑：音乐时间（3’ 00’’±10’’）

1．最多六个跳跃动作，其中一个必须是阿克谢尔类跳跃，最多可以有两个联跳，

或一个联跳和一个连续跳。其中一个联跳或连续跳可以包含三个跳，其他一个最

多包含两个跳。连续跳可以包含两个或三个任意周数的跳跃，其中第二个和/或第

三个跳跃是阿克谢尔类型，从第一/第二跳的落冰弧线直接进入阿克谢尔跳的起跳

弧线。在连续跳当中完成的跳跃可以得到完整的动作分值。不允许做四周跳。任

何一周、两周（包括两周半跳）或三周跳不能完成超过两次。

2．最多两个不同类型（简写）的旋转，其中一个必须是换足联合旋转（至少 8 圈），

不允许跳进入，另一个必须是跳接转（至少 6 圈）或跳进入的一种姿势换足旋转

（至少 8圈）。

3. 最多一个充分利用冰面的接续步。

女子单人滑 A 组（2004年 9

月 1日-2010年 8月 31日）：

参 照 国 际 滑 联 公 布 的

2022-2023 赛季竞赛规则及

2489 号公告中少年高龄组

(Advance Novice)的有关规

定执行。

短节目：音乐时间（2’20’’±10’’）

1．一周半或两周半跳。

2．单跳：一个两周或三周跳跃（此跳跃不得与节目中其他跳跃重复）。

3．联合跳跃：由两个两周，或一个两周与一个三周跳组成（此两跳跃不得与节目

中其他跳跃重复）。

4．不换足弓身转/侧弓身转或不换足蹲踞旋转（2022-2023 赛季）（6 圈，不允许

跳进入）。

5．只允许一次换足联合旋转（5+5 圈，允许跳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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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充分利用冰面的接续步。

自由滑：音乐时间（3’00’’±10’’）

1．最多六个跳跃动作，其中一个必须是阿克谢尔类跳跃，最多可以有两个联跳，

或一个联跳和一个连续跳。其中一个联跳或连续跳可以包含三个跳，其他一个最

多包含两个跳。连续跳可以包含两个或三个任意周数的跳跃，其中第二个和/或第

三个跳跃是阿克谢尔类型，从第一/第二跳的落冰弧线直接进入阿克谢尔跳的起跳

弧线。在连续跳当中完成的跳跃可以得到完整的动作分值。不允许做四周跳。任

何一周、两周（包括两周半跳）或三周跳不能完成超过两次。

2．最多两个不同类型（简写）的旋转，其中一个必须是换足联合旋转（至少 8 圈），

不允许跳进入，另一个必须是跳接转（至少 6 圈）或跳进入的一种姿势换足旋转

（至少 8圈）。

3. 最多一个充分利用冰面的接续步。

男子单人滑 B 组（2010年 9

月 1日-2014年 8月 31日）：

每个跌倒扣 0.5分，无奖励

加分。

动作级别：三级难度为所有

被评判级别动作的最高难

度。超过三级难度所需的定

级条件将被技术组忽略；

节目内容分只由三部分组

成，即：滑行技术、完成、

音乐表达。

短节目：音乐时间（1’30’’±10’’）

1．一周阿科谢尔跳；

2. 一周或两周跳（不能重复 1）；

3. 联跳：两周跳+一周跳或两个一周跳（不能重复 1和 2）；

4. 蹲转（至少 4圈）；

5. 只允许一次换足的直立转（每只脚至少 3圈）；

6. 编排步法，该编排步法将不被评定级别而直接给定基础分值，裁判员将对动作

完成质量进行评判。

自由滑：音乐时间（2’10’’±10’’）

1．最多四个跳跃，其中一个必须是阿克谢尔类跳，最多可以有两个联跳或一个联

跳和一个连续跳。联跳只包含两个跳。连续跳包含任意周数的两个跳，起始于任

何种类跳跃，立即接一个阿克谢尔跳，从第一跳落冰弧线直接进入阿克谢尔跳起

跳弧线。不允许做三周或四周跳，任何一周或两周跳（包括两周半跳）不能完成

超过两次。

2. 最多两个不同类型（简写）的旋转，其中一个必须是联合旋转，另一个必须是

一种姿势旋转。换足联合旋转至少 8 圈或者不换足联合旋转至少 6 圈。换足一

种姿势旋转至少 8 圈或者不换足一种姿势旋转至少 6 圈。两个旋转都可跳进入。

3. 最多一个编排接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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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单人滑 B 组（2010年 9

月 1日-2014年 8月 31日）：

每个跌倒扣 0.5分，无奖励

加分。

动作级别：三级难度为所有

被评判级别动作的最高难

度。超过三级难度所需的定

级条件将被技术组忽略；

节目内容分只由三部分组

成，即：滑行技术、完成、

音乐表达。

短节目：音乐时间（1’30’’±10’’）

1．一周阿科谢尔跳；

2. 一周或两周跳（不能重复 1）；

3. 联跳：两周跳+一周跳或两个一周跳（不能重复 1和 2）；

4. 蹲转（至少 4圈）；

5. 只允许一次换足的直立转（每只脚至少 3圈）；

6. 编排步法，该编排步法将不被评定级别而直接给定基础分值，裁判员将对动作

完成质量进行评判。

自由滑：音乐时间（2’10’’±10’’）

1．最多四个跳跃，其中一个必须是阿克谢尔类跳，最多可以有两个联跳或一个联

跳和一个连续跳。联跳只包含两个跳。连续跳包含任意周数的两个跳，起始于任

何种类跳跃，立即接一个阿克谢尔跳，从第一跳落冰弧线直接进入阿克谢尔跳起

跳弧线。不允许做三周或四周跳，任何一周或两周跳（包括两周半跳）不能完成

超过两次。

2. 最多两个不同类型（简写）的旋转，其中一个必须是联合旋转，另一个必须是

一种姿势旋转。换足联合旋转至少 8 圈或者不换足联合旋转至少 6 圈。换足一

种姿势旋转至少 8 圈或者不换足一种姿势旋转至少 6 圈。两个旋转都可跳进入。

3. 最多一个编排接续步。

队列滑 B组（2010年 9月 1

日-2014年 8月 31日）：

参 照 国 际 滑 联 公 布 的

2022-2023 赛季竞赛规则

及第 2471 号公告中关于

少年低龄组（ Basic Novice)

的有关规定执行，每队 8-16

人，4 名替补队员。

自由滑：6个动作 音乐时间（3’00’’±10’’）

1. 艺术类动作 - 圆形

2. 交叉动作 - 附加条件（交叉点 pi）是任意选择的

3. 线状动作 – 直线

4. 移动动作 - 最多允许两种不同的自由滑动作

5. 转轴动作 - 块状

6. 滑动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