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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更新内容 

内容 章节 更新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总规程 
1.1 大运会举办日期 

 1.6  资格条件 

 2.4 
大运会举办日期与大运村开村日

期 

 4.5 
出版物 

 5.2.2.  
资格条件 

 5.2.4.  
资格条件 

 5.3.5. 
团体押金支付截止日期 

 5.3.7. 报名截止日期 

 5.5.3 团体押金支付截止日期 

 6.1.2 删除，无献花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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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技术规程 
2.1 队伍筛选截止日期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各项目规程 
田径 1.3；2.4 达到报名标准的截止日期 

 羽毛球 2.2 队伍筛选 

 羽毛球 2.4 审查种子队标准 

 篮球 1.6 新增比赛服装相关章节 

 篮球 2.2 队伍筛选 

 艺术体操 1.2 集体单项 

 游泳 2.2. 完成种子选拔的截止日期 

 乒乓球 2.2  队伍筛选 

 排球 1.6  新增比赛服装相关章节 

 排球 2.2 队伍筛选 

 水球 1.6 新增比赛服装相关章节 

 水球 2.2 队伍筛选 

 射击 3.2 修改 ITO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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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术语 解释 

BWF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 

CdE 国际大体联学生委员会 

CEG 国际大体联男女平等委员会 

CEO 首席执行官 

CGS 国际大体联体育管理委员会 

CIC 国际大体联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 

CMC 国际大体联新闻宣传委员会 

CMI 国际大体联医务委员会 

CT 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 

EC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 

EDUC 国际大体联教育委员会 

FIBA 国际篮球联合会 

FIE 国际击剑联合会 

FIG 国际体操联合会 

FINA 国际游泳联合会 

FISA 国际赛艇联合会 

FISU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FIVB 国际排球联合会 

HOD 代表团团长 

IF （单项运动）国际联合会 

IJF 国际柔道联合会 

IOC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SSF 国际射击联合会 

ITF 国际网球联合会 

ITO 国际技术官员 

ITTF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 

IWUF 国际武术联合会 

MPA 营销计划协议 

NF （单项运动）国家协会 

NOC 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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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O 国内技术官员 

NUSF 国家大学生体育协会 

OAS 国际大体联网上注册系统 

OC 组委会 

FISU WUG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FISU WUG SUMMER 

ITC 
国际大体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 

TCC 技术委员会主席 

TO 技术官员 

VIP VIP贵宾 

WA 国际射箭联合会 

WADA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R 国际赛艇联合会 

WT 世界跆拳道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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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国/地区 

主办国际大体联赛事的国家/地区的国际大体联成员。 

国家/地区 

一国中有权报名参加国际大体联赛事的国家/地区大学生体育协会，

或其他具备此等权限的机构。 

项目 

指有相关国际联合会管理的运动项目。在国际大体联体系中，“项目”

既指“大项”，同时也指“分项”。 

分项 

分项中包含一个或多个小项，是大项的一部分。  

赛事 

指通过竞技产生排名的赛事活动。 

团体项目 

指需团体参加的运动项目，如篮球、排球、水球等。 

个人项目 

指个人参加的项目，如射箭、体操、艺术体操、田径、羽毛球、跳

水、击剑、柔道、游泳、乒乓球、跆拳道、网球、赛艇、射击、武术等。 

技术官员（TO） 

技术官员指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所需的官员，包括裁判和特定项目

需要的其他官员。根据各项目规则和规程，技术官员分为国际技术官员

（ITO）和国内技术官员（NTO）。原则上应由国际技术官员担任高级官

员职位。国际技术官员由各国际联合会或国家/地区大体协根据各项运动

的技术规程提名，由世界大运会夏季国际技术委员会审批。各项目中，

国际技术官员的数量和职能有所不同。国内技术官员由各国家协会与组

委会协商提名，负责辅助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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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费 

组委会有权根据大体联规则，从各参赛国收取参赛费。费用按每人

每天计算，涵盖住宿、餐饮、交通和其他与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相关的本地服务。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人员（国际大体联大运会参会人员）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人员指持有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正规身份注册卡（有效期在身份注册卡上注明）的各类人员，

包括代表团、技术官员、媒体代表、大体联大家庭及其嘉宾、工作人员

等。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场馆（国际大体联大运会场馆）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场馆指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的组织和运营相关的所有场馆，包括但不限于：大运村、竞赛场馆、

训练场馆、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公园等。 

指代阳性的词语均同时指代阴性。 

复数词语均同时包含其单数。 

单数词语均同时包含其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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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总规程  

一 概述条款 

（一）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于 2022年 6 月 26日至 7 月 7 日，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都市，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FISU）的监督指导下，由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FUSC）和当地组委会共同举办。 

（二）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奇数年）。 

（三）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应按国际大体联精神举办，不得因种族、宗教信仰

或政治倾向等因素歧视任何国家/地区或个人。 

（四）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举办呈现方式必须大方得体，必须避免过度商业

化，必须按独立活动举办，如可行，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主

办城市或邻近城市不应举办其他国际体育赛事或节日，可避免临近大运会开始

前举办此类活动更为理想。 

（五）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方仅限以下： 

(1) 国际大体联的活跃成员协会； 

(2) 如非国际大体联成员： 

该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须可参加奥运会； 

如该国没有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认可的奥委会，但该国内单项运动国家协

会是相关国际联合会的成员，则可参加此类单项。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将

最终判定此类国家/地区能否参加此赛事。 

（六） 参加国际大体联任何项目赛事的运动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身为所代表国家/地区的公民； 

(2) 在赛事当年 12 月 31日时年龄不低于 18岁且不超过 26岁（即出生于 1996

年 1 月 1 日后，2004年 12 月 31 日前）； 

(3) 满足第 5.2 条列出的条件。 

*年龄上限增加至 26岁，以使 2021年时满足条件的运动员 2022 年仍然能够

参加大运会。 

（七）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FISU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u Sport Universitaire）

是一家国际性、非政府和非盈利机构，存续期限无限，形式为协会，根据《瑞

士民法典》第 60条及以下，具备法人身份。 

国际大体联的注册住所是其位于瑞士洛桑的秘书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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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机构有权： 

(1) 商议申办事宜； 

(2) 签署合同； 

(3) 接收款项； 

(4) 处理可能产生的任何诉讼和争议。 

（八） 本国际大体联体育赛事规程构成管辖各方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则。 

“各方”指参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组织工作的所有公有、私有、人身和

道德权利意义上的人士。 

组织方有义务将本规程提供给参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或商业方

面组织工作的所有人士。 

因此，组织方需负责确保本规程适用于所有特定协议，不受限制。 

（九） 知识产权 

1 国际大体联的知识产权包括所有版权、专利、注册或未注册商标、注册设计、商

业秘密、专有技术和符合 1967年 7月《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 2条定义

的其他所有知识产权。 

2 尤其是下列者及其衍生品，皆为国际大体联的专有财产： 

(1) 国际大体联会徽，包括原始版本和扩展版本； 

(2) 国际大体联赛事名称； 

(3) 国际大体联口号； 

(4) 国际大体联赛事标识； 

(5) 营销、广播、电视和其他转播权利； 

(6) 社交媒体和在线直播平台（FISU.tv)。 

3 仅国际大体联有权授权他方使用其财产，或委托组委会或第三方使用其财产。以

上两种情形中，对财产的使用均须遵守国际大体联的精神和规程。任何授予、授

权或商业使用均须遵守本规程要求且为各相关方认可。 

（十） 名称 

1 国际大体联体育赛事的名称均已注册版权，为受保护名称，因此不得以任何形式

修改，因广告或商业目的使用须经由国际大体联授权。  

2 赛事的名称须经国际大体联审批，且在赛事中所有方面的使用方式必须保持一致，

不论是印刷或其他形式。名称有可能使用主办国的语言，但也可能使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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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名称及国际大体联会徽，必须出现在所有官方出

版物、宣传材料，以及所有设施和环境上（选手号码布、计分板、所有场馆中的

广告牌、运动设施和领奖台周边的旗帜和广告牌）。 

（十一） 国际大体联标识（包括字标） 

1 国际大体联所有标识均已注册版权，因此不得以任何形式修改，因广告或商业目

的对其使用须经由国际大体联授权。  

2 国际大体联会徽必须出现在所有官方出版物、宣传材料，以及所有设施和环境上

（选手号码布、计分板、所有场馆中的广告牌、运动设施和领奖台周边的旗帜和

广告牌）。 

3 使用国际大体联会徽必须符合国际大体联会徽指南。 

4 本赛事的所有标识均须经由国际大体联审批。本赛事中的标识使用已获商业使用

授权，但不得将标识与某些商业公司的名字联系起来，尤其是酒类、烟草和赌博

行业公司。在任何情况下，与其他名称或标识共同使用时，不得对大体联官方会

徽进行修改，且另一标识的尺寸不得超出大体联会徽尺寸的四分之一。 

（十二） 国际大体联会歌 

国际大体联的会歌为《让我们欢乐吧》（Gaudeamus Igitur）。在正式仪式中仅

奏此曲，特定仪式规程中另有说明者除外。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活动安排

中所有正式仪式上，均将奏会歌。此类仪式包括： 

(1) 开幕式； 

(2) 闭幕式； 

(3) 颁奖仪式； 

(4) 大运村开幕仪式； 

(5) 代表团欢迎仪式； 

(6) 献花仪式； 

(7) 代表团展示； 

(8) 其他可被视作正式仪式的仪式。 

（十三） 广告 

1 处理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相关广告的所有事宜时，组委会均须遵守《国

际大体联大运会最低要求》。 

2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正式仪式（开幕、闭幕、颁奖）期间、竞赛

和住宿点的所有广告，必须提交国际大体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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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转播或其他传输方式上出现的所有广告，必须经国际大体联提前批准。 

3 组委会需根据《国际大体联大运会场馆景观指南》和《国际大体联大运会品牌运

动和仪式号码布指南》，在所有设施和周边、计分板、横幅、器械、号码布等处，

为国际大体联赛事标识预留“广告位”。 

4 国际大体联有权根据《举办合同》和《营销计划协议》（MPA）规定，在竞赛区

预留广告位。 

5 器械和运动服装上的广告，必须遵守国际大体联（如适用）或相关国际联合会规

程。 

（十四） 主办国承诺 

1 国际大体联赛事的举办权，应授予国际大体联的活跃成员协会。 

2 国家大体协和组委会，代表主办国承诺： 

(1) 将遵守《国际大体联章程》《国际大体联内部规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规程》和《国际大体联大运会最低要求》； 

(2) 在确认举办时签署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正式《举办合同》，并在六

个月后（即组委会正式注册时）签署； 

(3) 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正式保证，将提供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功所需

的必要合作； 

(4) 获得政府部门的正式保证，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参会人员，参会

或会后离开时均不会遇到困难； 

(5) 宣布将尊重并遵守国际大体联《规程》列出的举办条件，并明确保证在国际

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场馆或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使用的其他

运动场地之中或周边，或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住宿点之中或周边，

不会发生政治会议或抗议活动；且不会将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用于

除促进大学生体育之外的其他任何目的； 

(6) 获得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包含项目的国家协会保证：将为赛事的

监督指导和举办提供所有技术支持； 

(7) 确保国际大体联获得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电视转播和/或其他传

输技术手段的独家权利； 

(8) 按照《举办合同》约定，向国际大体联支付主办权费用及其在电视转播和营

销权利收益中的份额； 

(9) 保护国际大体联会徽、国际大体联品牌、以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官方标识，以维护国际大体联利益； 

(10) 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正式保证：将提供确保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

者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的安全所需的必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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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确保所有竞赛场馆符合单项国际联合会关于安全的规则、以及关于安全的国

家/地区和地方性法律要求； 

(12) 遵守国际大体联营销规则； 

(13) 遵守国际大体联大运会《技术规程》第 4 条和各《项目规程》中关于提供技

术官员的规定； 

(14) 已是《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签约国，且已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对在体

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 

二 赛事安排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安排包括必选和可选项目，共持续 12 天。 

（一） 必选项目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必选项目： 

射箭   （男子和女子） 

体操    （男子和女子） 

田径   （男子和女子） 

羽毛球  （男子和女子） 

篮球   （男子和女子）  

跳水   （男子和女子） 

击剑   （男子和女子）  

柔道   （男子和女子） 

艺术体操 （女子） 

游泳   （男子和女子）  

乒乓球  （男子和女子） 

跆拳道  （男子和女子） 

网球   （男子和女子）  

排球   （男子和女子） 

水球   （男子和女子） 

如经国际大体联、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夏季大运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同意，

部分赛事可在开幕式开始前进行。 

开幕式之前不得进行任何赛事的决赛。 

（二） 可选项目 

主办国有权选择最多三个可选项目纳入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安

排。可选项目列表应在申请文件和申请陈述中介绍，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在授

予举办权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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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情况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安排还可包含其他可选项目。

但如需增加此类可选项目，组委会需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至少提前四

年向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提出特殊请求。 

成都 2021 年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可选项目为： 

赛艇   （男子和女子） 

射击   （男子和女子） 

武术   （男子和女子） 

（三） 取消 

如在人数报名的截止日期当日，报名人数不超过下列数量，国际大体联与组委

会协商后，有权取消该项目： 

(1) 个人赛：八人（代表至少四国） 

(2) 团体赛：六队 

(3) 团体项目：六队 

在上述要求的数量中，报名均须来自至少两个大洲。 

如因报名数量不足导致项目取消，组委会应负责在开幕式前提前两个月告知所

有参赛国。  

（四） 日期 

组委会需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至少提前三十六个月，向执行

委员会提交大运会拟定日期。决定日期时须考虑到其他重大国际活动。日期经国际

大体联执行委员会确认后，不得进行变更，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正式日期的定义为，开幕式当天至闭幕式当天。 

本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于 2022 年 6 月 26 至 7 月 7 日，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都市举办。 

大运村位于成都大学校址内。大运村自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2 年 7 月 10 日

开放。 

（五） 国际联合会赛事日历 

组委会负责通过相关国家协会，将赛事注册到相关国际联合会的赛事日历中。 

 



 

13 

 

三 国际大体联的责任 

（一） 概述 

1 国际大体联全权控制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但将委托主办国的国际大体

联成员和当地组委会组织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2 国际大体联将为每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指派一名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协调员，负责监督指导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总体组织工作。

协调员需与组委会全面合作，确保遵守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总规程、

组织形式、精神和传统。 

3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还将为每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指派： 

(1) 一个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CIC），负责审核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以及代表团、官员和运动员的注册事宜； 

(2) 一个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Summer FISU WUG 

ITC），负责确保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对技术规程的遵守； 

(3) 一个国际医务委员会，负责对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人员的反兴

奋剂和医疗服务； 

(4) 一个新闻宣传委员会，负责广告和媒体报道。 

如国际大体联认为有必要，国际大体联各委员会代表将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开始前进行实地考察，并向国际大体联秘书处提交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 

4 组委会将负责此类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任命的代表考察期间的当地食宿成

本。国际大体联将承担交通成本（参见第 4.4.1条）。 

5 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召开时，国际大体联需负责所有因公职参会的国

际大体联大家庭成员，组委会负责从其家庭住所至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指定的正式入口的差旅成本。 

但是，组委会只负责安排由 FISU 选出的其他 FISU 指定人员的二百五十（250）

人次从主办国的往返交通旅费。 

此外，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组委会负责 FISU在大运会期间在

总部酒店选择的 FISU指定人员的 4,500 个房晚(含早餐)费用。 

6 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国际大体联需负责所有在技术委员会（CT）

任职的各国际联合会代表，从其家庭住所至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指定的

正式入口的差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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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大体联需负责审批每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规程，并需确保有权

参赛的所有国家/地区均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提前一年收到规

程。 

8 国际大体联的合同责任仅限于履行上述义务。 

9 除其合同责任外，国际大体联的责任仅限于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或委托人的严

重过失。国际大体联对因举办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产生的任何对损失、

伤害或损害的索赔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 执行委员会（EC） 

1 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是所有与政策或争

议相关问题的最终决定机构。如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将终止，执委会将继续履

职直至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结束。 

2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负责： 

(1) 监督并确保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顺利进行； 

(2) 解释国际大体联规程； 

(3) 解决任何不涉及其他委员会或裁判团的争议； 

(4) 检查并处理任何非技术性的投诉或抗议； 

(5) 处罚任何违反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规程的团体或个人； 

(6) 决定其他本规程未尽事宜。 

因此，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将负责监督礼宾仪式的组织、关注国际大体联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安排中赛事的执行情况。执委会将与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夏季

大运会国际技术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 

3 执委会决定由投票产生，取在场投票成员的简单多数。缺席成员不得委托代理投

票。如双方票数均等，取主席票为决定票。 

4 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成员不得在其他职

位或岗位任职，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安排者除外。 

5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将邀请组委会在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口头和

书面形式汇报工作的实际进展（如《国际大体联报告政策》和《国际大体联大运

会最低要求》所载）。 

6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应按需频繁召开会议，以确保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的顺利进行。 

7 执委会议做出的决定应发送至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所有成员、各委员会、各代

表团和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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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根据第 3.2.2 d)条规定，非技术性抗议需由

代表团团长或副团长以书面形式，在事件发生后六小时内，呈交至国际大体联主

席或秘书长/CEO，该时限之后收到的抗议视作无效。每次提交抗议时需缴纳五十

欧元押金，仅在投诉视作合理时退还押金。 

9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均为最终决定。 

（三）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协调员 

1 国际大体联将为每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指派一名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协调员，负责监督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总体组织工作。 

（四） 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CIC） 

1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将成立国际大体联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国际大体联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分会。 

每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所需的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成员人数，由国

际大体联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主席与国际大体联秘书处协商决定。 

2 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核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以及代表团、官员和运动员的注册事宜。 

在个人报名截止时，即国际大体联大运会开幕式前一个月，国际大体联国际资

格审核委员会将核实并验证由代表团在国际大体联国际大体联网上注册系统上提交

的文件，以进行资格审核工作，尤其关注以下：  

(1) 国家/地区报名的真实性（参见第 1.5 条）； 

(2) 运动员的学生身份（参见第 5.2.2 条和 5.2.3条）； 

(3) 运动员的国籍和年龄（参见第 5.2.4条）； 

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的成员不得负责其他任务，不论是在其国家/地区代表团中

或是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组织工作中。 

3 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将在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指定的时间，核查运动员的文件

资料（参见第 5.4条），如核查无误，将在电子系统上正式激活其身份注册卡。 

4 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将向国际大体联夏季大运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和组委会告知分

配的身份注册卡编号。 

5 被拒绝签发身份注册卡的运动员，如通过欺诈手段参赛或试图参赛，将被禁止参

加本届赛事及未来所有国际大体联赛事。如此种欺诈发生在团体项目中，则将禁

止涉事团体继续参加本届赛事后续任何活动。以上两种情况中，此类个人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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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赛事中的成绩均将被取消。相关国家协会将收到事件报告。并将对此类个

人或团体所属的国家/地区大体协发出训诫。 

6 如有代表团官员蓄意向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提供关于运动员资格不实信息，将禁

止其涉事项目中的团体继续参加本届赛事，涉事团体的成绩将被取消；此类欺诈

发生后，应终止该国的国际大体联成员身份。 

7 如需质疑另一国运动员的资格（参加第 3.4.2 条和第 5.2.4 条），代表团团长须向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提交书面抗议。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有权调查相关参会者

的资格。仅代表团长或副团长有权提出此类抗议。 

8 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可随时（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前、期间或之后）

调查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任何运动员的学生身份和资格。 

9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闭幕前，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成员（参见第 3.4.1条）

需就其受委托的职责起草报告，并为未来赛事提供建议。 

（五）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Summer FISU WUG ITC） 

1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需成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

（Summer FISU WUG ITC），其成员应包括： 

(1)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安排中每个项目的专家：技术委员会主席

（TCC），还可能任命一位候补技术委员会主席； 

(2) 国际医务委员会主席或其代表。 

2 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负责： 

(1) 与国际大体联体育管理委员会合作，起草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技

术和项目规程； 

(2) 就任何一般性技术问题向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提供建议； 

(3) 为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提供技术方面的监督指导； 

(4) 与每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际大体联医务委员会紧密合作； 

(5) 与每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协调

员紧密合作； 

(6) 在第二次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实地考察后，与组委会共同批准

每日竞赛日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约 18个月）； 

(7) 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前、结束时和期间必要时召开会议，以确

保赛事顺利进行； 

(8)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赛事技术方面的顺利进行，以及在相关国际联合会规

则要求时，任命裁判团或国际技术官员分会； 

(9) 签字确认成绩册（参见第 4.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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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后，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需起草报告，

其中应包括对未来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建议。 

（六） 技术委员会  

1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安排中的每个项目均须设置技术委员会，其人

员包括： 

(1) 至少一位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TCC），需同时身为国际大体联运动

会国际技术委员会中负责此项目的成员； 

(2) 一位负责此项目的组委会代表； 

(3) 主办国相关国家协会的技术代表； 

(4) 相关国际联合会的技术代表； 

(5) 如需要，还可额外任命专家协助技术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将具备充足人员以协助其工作。 

组委会需为技术委员会指派一位行政秘书，其工作包括制作所有会议纪要。 

技术委员会上同国籍成员不得超过两人（不含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 

2 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在其负责的赛事开始前数天，需召集以下会议： 

(1) 技术委员会会议，组委会中负责此项目的人员可出席旁听； 

(2) 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会议将邀请技术委员会成员，以及在此项目中参赛的

每个国家/地区的一名代表。 

3 第一次技术会议将： 

(1) 筹备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 

(2) 明确成立仲裁委员会的标准（如根据国际联合会的规则和规程，认为需要）； 

(3) 决定技术官员（TO）的任命系统； 

(4) 批准项目的具体赛事安排； 

(5) 提议任命额外专家协助技术委员会（如需要）。 

4 第一次全体技术大会需： 

(1) 批准各项目的日程； 

(2) 根据本项目国际联合会的规则，任命仲裁委员会（如需要）； 

(3) 如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以确保赛事技术方面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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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参赛选手的正式名单。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在名单上签字，以确认其

国家/地区运动员将参加本项目竞赛，还可能需要填写报名表。全体技术会

议后，不得对选手名单进行变更，除项目技术规程特别规定外，不允许任何

例外情形。 

此报名表应包括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为参会者指定的身份注册卡编号、姓、名

和选手号码。 

未经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批准的运动员不得参加竞赛。 

5 技术委员会负责决定每场赛事技术官员（TO）的任命系统。 

6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结束前，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参见第 3.6.1 条）需为

其项目赛事未来的组织工作提出建议。 

7 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其负责的项目赛

事开始前，有义务： 

(1) 与国际大体联秘书处和组委会在技术委员会中的代表保持紧密合作； 

(2) 确保国际联合会的规程得到遵守； 

(3) 检查竞赛中将使用的运动设施和器械； 

(4) 收集关于以下的准确信息： 

‐ 参赛选手和团体的数量和竞技水平； 

‐ 国际技术官员的数量和资质； 

‐ 抽签系统。仲裁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如根据国际联合会的规程，认为需要）； 

(5) 筹备技术委员会会议（参见第 3.6.2 条）。与技术委员会成员协商，准备以

下事项的提议方案： 

‐ 协助技术委员会的额外专家成员的任命（如需要）; 

‐ 每场赛事技术官员的任命系统。 

8 在其负责的项目竞赛结束时，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须在由组委会制作的

一份完整成绩册正式副本上签名（参见第 4.6.e 条），并在竞赛结束后 48小时内提

交至国际大体联。 

9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后，每位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均须提交报告

（每个项目一份报告），其中需包括对未来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建议。 

（七） 国际医务委员会（CMI） 

1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需成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医务委员会（CMI），

其成员应包括国际大体联医务委员会，外加组委会中负责医务和反兴奋剂职能的

特定成员，后者由国际大体联医务委员会主席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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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医务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以下工作： 

(1) 为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者提供医疗服务；  

(2) 反兴奋剂； 

(3) 餐饮相关卫生； 

(4)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所有注册参会者的流行病安全问题。 

3 反兴奋剂工作应根据《国际大体联医疗服务和反兴奋剂规程》载明的流程进行。 

4 需将相关国际联合会的当前规程纳入考虑（参见国际大体联运动会《技术规程》

第 3 条）。 

5 国际大体联将向组委会提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批准的兴奋剂检测表格。 

（八） 新闻宣传委员会（CMC） 

1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需成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新闻宣传委员会，其

成员应包括： 

(1) 一位主席；  

(2) 一位副主席； 

(3) 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任命的五位成员； 

(4) 新闻宣传委员会还应含至少两名学生准成员，由国际大体联学生委员会

（CdE）每两年一届选举产生。 

2 此委员会负责： 

(1) 就国际大体联活动媒体报道相关所有事宜，向国际大体联主席、指导委员会

和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提供建议； 

(2) 促进教育活动，与国际大体联其他永久委员会合作，尤其是国际大体联教育

委员会、国际大体联学生委员会和国际大体联男女平等委员会； 

(3) 与所有国际媒体协会合作，尤其是国际体育记者协会（AIPS）； 

(4) 与组委会合作，确保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国际大体联其他活动触

及的观众群体尽可能广泛； 

(5) 确保国际大体联活动的组织方为媒体提供良好服务； 

(6) 在国际大体联活动期间，就所有与媒体相关事宜向组织方提供建议，并跟进

关注媒体代表的注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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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组委会的权利和责任 

（一） 概述 

1 主办国的国际大体联会员协会，可将其职责委托给组委会，组委会必须与该会员

协会协同工作。该国大体协或其代表将担任组委会成员，并担任制定决策的执行

委员会或类似委员会成员。 

该会员协会对国际大体联直接负责，直接向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汇报。 

2 组委会受委托组织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负责且必须为国际大体联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且一切以国际大体联批准为准。 

自确认举办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起六个月后，组委会必须具备合法身

份，应凭被授予的权力在指定的范围内工作，不得篡夺国际大体联的权力和责任。 

自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闭幕式起六个月后，组委员应进入清算程序，

此后不得进行任何工作，以清算为目的者除外，清算过程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在此

期间，组委会不得订立任何合同，与第 1.14 条相关者除外。同时必须解决所有与国

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相关的问题和争议，直至国际大体联利和义务（此条款

不影响第 1.14 条的效力）。 

3 组委会必须确保，所有国家/地区完全知晓所有必要的技术和其他方面安排，各代

表团能够在适当的时间使用国际大体联线上注册系统，以确保参赛国能够在截止

日期前完成填写并提交报名。  

4 如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签订的《举办合同》所载，组委会需自负成本购买适当且

国际大体联接受的综合责任保险，保险需涵盖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组织

工作中可能产生的所有责任和损害风险，以及组委会从成立至解散期间的所有行

为。该保险需覆盖因举办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产生的所有对个人和财产

损失、伤害和损害的索赔。 

组委会需向国际大体联提交有效保险证明。 

5 组委会必须购买保险以覆盖因对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的国际大体联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人员和观众，造成的任何过失产生的法律责任而出现的所有

索赔。保单中应将国际大体联列为附加被保险人。  

组委会需向国际大体联提交适当的保险证明。 

6 组委会必须与相关部门做出必要承诺，保证在与举办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相关的所有活动中所有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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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委会必须具备医疗保险或其他保证，证明其能够在大运村开放之日至其关闭期

间，向所有注册人员提供免费紧急医疗服务（诊断/治疗和当地交通）。  

（二） 与国际大体联的联络 

1 组委会有权： 

(1) 任命一名代表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

会会议（参见第 3.2.5条）； 

(2) 为各职能部门提供畅通的沟通渠道，与相关国际大体联委员会和部门对接。  

2 组委会必须与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向其提交所有关于运营

事宜的所需报告。 

（三） 对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者的义务—运动员和官员  

组委会从大运村开放当日至关闭，根据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设定的参赛费 70

欧元（每人每天），需向注册运动员和官员履行义务并提供以下： 

(1) 为注册运动员和官员提供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批准的适当的住宿和基本

生活所需； 

(2) 连接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各场馆的高效交通系统，包括抵离服务、

往返竞赛、训练、仪式和其他正式活动的交通服务，以及《国际大体联大运

会最低要求》中指定的专用车辆； 

(3) 相关国际联合会正式认可的，赛事顺利进行所必须的场地和设施、材料和器

械，须在相关项目竞赛开始前提前五天就位，直至竞赛结束； 

(4) 如《国际大体联大运会最低要求》所载，为每个代表团提供至少一位随员/

口译员，在整个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供代表团按需自由差遣； 

(5) 保证竞赛完美进行所必需的国际技术官员（ITO）、国内技术官员（NTO）

和技术分委员会。相关项目的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技术和项目《规

程》所要求的技术官员； 

(6) 根据《国际大体联技术最低要求》和《国际大体联大运会最低要求》，提供

充分和高效的信息系统，以确保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赛者充分知

晓赛事安排和赛事结果； 

(7) 为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注册参会者所有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相关的伤病（参见《国际大体联医疗服务和反兴奋剂规程》）提供免

费紧急医疗服务（诊断/治疗和当地交通）； 

(8) 根据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指南》，组织代表团团

长会议； 

(9) 根据《国际大体联医疗服务和反兴奋剂规程》载明的流程，进行反兴奋剂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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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国际大体联技术最低要求》，提供充分的电信系统。 

（四） 对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者的义务—国际大体联和国际联合会代表 

1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前的考察 

组委会需负责当地差旅成本，包括住宿、三餐和当地交通。国际大体联需负责

其所有委派人员从其家庭住所至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指定正式入口的差旅

成本，此类人员包括： 

(1)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官方代表（参见第 3.1.2条和第 3.1.3条）；  

(2) 各委员会代表（参见第 3.1.3 条）； 

(3) 国际大体联秘书处成员，以及国际大体联官方顾问。 

2 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 

组委会需负责正式担任下列职务之人士的当地交通、信息和国际大体联批准保

额和保险范围内的免费意外医疗服务： 

(1) 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成员； 

(2) 国际大体联各委员会主席； 

(3) 履行公职的国际大体联各委员会成员； 

(4) 国际大体联秘书处成员，以及国际大体联官方顾问； 

(5) 在技术委员会（TC）履行公职的国际联合会代表； 

(6) 以及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任命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委员会。 

组委会将最晚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 18个月时被告知预计人

数。 

3 组委会负责向第 4.4.2 条中描述的人士提供其在主办国内工作期间所需的以下设施

和服务： 

(1) 合适的住宿和基本生活所需，所选酒店需经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批准； 

(2) 连接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各场馆的高效交通系统，包括抵离服务、

往返竞赛、训练、仪式和其他正式活动的交通服务，以及《国际大体联大运

会最低要求》中指定的专用车辆； 

(3) 为确保国际大体联活动顺利所需的设施、材料和装备器械； 

(4) 为每位获批准成员至少提供一位随员/口译员，供其在整个国际大体联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按需自由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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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充分和高效的信息系统，以确保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会者充分知

晓赛事安排和赛事结果； 

(6) 为所有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相关的伤病（参见《国际大体联医疗

服务和反兴奋剂规程》）提供免费紧急医疗服务（诊断/治疗和当地交通）； 

(7) 合适的通讯手段，提供一部手机，免费实现当地与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

国际大体联各委员会和国际大体联秘书处的通讯。 

（五） 出版物 

如《国际大体联大运会最低要求》和《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出版物指

南》所载要求，组委会须出版并发行一系列出版物和其他传播材料，提供给各受邀

国、国际大体联大家庭和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其他参会者。 

必选出版物和传播材料列表如下： 

表 1 

出版物/材料 截止日期 

《注册报名指南》 大运会 12 个月前 

《注册简明指南》 大运会 1 个月前 

《大运村指南》 大运会 4 个月前 

《大运村地图》 大运会 4 个月前 

《竞赛日程》 大运会 12 个月前 

《日报》 大运会期间每日 

《每日赛事快报》 大运会期间每日（上午 6点前） 

《总结手册》 大运会 3 个月后 

《反兴奋剂指南》 大运会 4 个月前 

《最终报告》 大运会 6 个月后 

《团长手册》春季版 大运会 4 个月前 

《团长手册》夏季版 大运会 1 个月前 

《媒体指南》 大运会 4 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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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材料 截止日期 

《医务指南》 大运会 4 个月前 

《观察员计划手册》 大运会 1 个月前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规程》 大运会 12 个月前 

《技术手册》第一版 大运会 6 个月前 

《技术手册》终板 大运会 1 个月前 

《代表团交通手册》 大运会 1 个月前 

《媒体交通手册》 大运会 1 个月前 

《技术官员交通手册》 大运会 1 个月前 

《场馆信息指南》 大运会 4 个月前 

《运动器材申报单》 大运会 4 个月前 

 

（六） 需提交至国际大体联的材料 

组委会需自负成本向国际大体联提供下列材料数量充足的副本或样本： 

(1)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提供用于推广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的简报、照片、宣传视频、海报、旅行指南、新闻稿等； 

(2)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提供官方出版物、参会名单、剪报等； 

(3)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提供获胜选手在竞赛中以及领奖和献花

仪式中的彩色照片，开闭幕式以及整个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的

彩色照片；  

(4)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提供所有竞赛成绩（各项目的 PDF 成

绩册和 Excel 文件）和注册统计信息的电子副本，格式要求将由国际大体联

秘书处决定；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结束时，提供以下： 

‐ 技术委员会主席签字确认的竞赛成绩册，一份正式版； 

‐ 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代表签字确认的注册统计数据； 

‐ 国际医务委员会代表签字确认的兴奋剂检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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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结束时，提供影片或电视报道片段等视频素

材，格式要求将由国际大体联秘书处决定； 

(6) 国际大体联秘书处返程前，提供所有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授权产

品； 

(7)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结束后 6 个月内，提供组委会正式《最终报

告》； 

(8)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结束后 6个月内，提供官方影片及其达到专业

级标准的原始拷贝。 

五 参赛国的权利和责任 

（一） 邀请函 

1 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提前十二个月发出国际大体

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邀请函。受邀国家/地区名单将由国际大体联秘书处提供。 

2 给各国的邀请函（参见第 1.5 条）收件人须为： 

(1) 国家大体协； 

(2) 如无国家大体协，则为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或类似全国性学生机构，须经国

际大体联批准。 

（二） 参会 

1 只有含运动员的代表团可作为官方代表团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2 可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运动员仅限以下： 

(1) 目前已在大学或类似机构正式注册攻读学位或文凭项目的学生，其大学或类

似机构身份为相关国家/地区学术管理部门所承认； 

(2) 大运会前两个日历年*（即 2020 年和 2021 年），从上文 a)条所述机构获得

学位或文凭的毕业生。 

*日期限制扩大至两个日历年，以使 2021 年时满足条件的运动员 2022 年仍

然能够参加大运会。 

3 在不妨碍第 5.2.2条的前提下，对于人口低于 200万或大学生人数低于 5千的国家

/地区，中学或技校学生也可参加国际大体联赛事，但须在其学校入学至少满两年。 

希望利用第 5.2.3条第一段的国家/地区，须至少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式前提前六个月，向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申请。此类申请须附有相关州或国

家/地区教育管理部门认可的文件支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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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籍和年龄限制 

(1) 所有运动员均须满足以下条件： 

‐ 身为所代表国家/地区的公民； 

‐ 在赛事当年 12 月 31日时年龄不低于 18 岁且不超过 26岁（即出生于 1996

年 1 月 1 日后，2004年 12 月 31 日前）； 

(2) 参加国际大体联赛事的运动员代表的国家/地区，必须与其在相关国际联合

会赛事上代表的国家/地区相同。变更体育国籍须遵守相关国际联合会规则。 

*年龄上限增加至 26岁，以使 2021年时满足条件的运动员 2022 年仍然能够

参加大运会。 

5 禁赛 

处于国际大体联、国际联合会或本国协会施加的禁赛状态的运动员或官员，均

不得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被其项目所属国际联合会禁赛的运动员和/或团体，在禁赛期间，不具备参加国

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资格，除国际大体联评估批准者外，不允许例外。 

运动员和申报运动员参加国际大体联赛事的代表团，对运动员的资格问题始终

承担全部责任，包括针对国家大体协（或非成员国的相应机构）和运动员的处罚后

果（参见第 3.4.6条）。 

6 运动员和官员数量 

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代表团中官员人数上限为： 

表 2 

1-3 名运动员 → 2 名官员 

4-10 → 5 

11-20 → 9 

21-30 →

 

13 

31-40 → 17 

41-50 →

 

21 

51-60 → 25 

61-70 → 29 

71-80 → 33 

81-90 → 37 

91-100 → 41 



 

27 

 

101名或以上 → 每新增 10 名运动员可新增 5

名官员 

媒体联络员不计入官员人数。 

7 额外官员 

希望在人数限制外注册更多官员的代表团，须在人数报名截止时向国际大体联

提出特别人数请求。 

成都 2021年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额外官员的参赛费为每人每天 200欧

元。 

额外官员均安排在大运村内住宿，空间不足时，组委会将与国际大体联协商另

行安排酒店入住。 

8 代表团团长 

各国需指定其代表团团长。团长将有权在与国际大体联或组委会的各委员会或

分会的谈判中代表其国家/地区。 

表 3 

1-50 名运动员 → 1 名团长 

51-100名运动员 → 1 名团长+1名副团长  

101-150 名运动员 → 1 名团长+2名副团长  

151名或以上 → 每新增 50 名运动员可新增

1 名副团长 

9 媒体联络员 

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各国有权任命下列数量的媒体联络员：  

表 4 

1-100名运动员 → 1 名媒体联络员 

101-200 名运动员 → 2 名媒体联络员 

201名或以上 → 每新增 100名运动员可新增

1 名媒体联络员 

至少有一支团体参加一项团体项目的代表团，可额外增加一名媒体联络员。但

同时派男、女队参加同一团体项目，则该代表团只可额外注册 1 名媒体联络员。若

代表团参加两个不同的团体项目，则可以额外注册 2 名媒体联络员。 

媒体联络员不计入官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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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参会代表团需遵守《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技术规程》和各《项

目规程》中关于技术官员提供和成本的条款。 

11 运动员 

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竞赛的运动员，必须在其第一场竞赛前至少

提前 48小时抵达大运村。 

逾期抵达的运动员将被取消竞赛资格，责任自负，以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或

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决定为准。 

（三） 报名 

1 仅接受受邀参赛的组织报名（参见第 5.1 条）。各国大体协需确保各单项运动国家

协会了解国际大体联赛事规程和注册报名流程。国家大体协负责告知各国家协会，

报名参加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运动员名单。反对参赛或其他问题须在

报名截止日期前解决，且国家大体协和单项运动国家协会承担全部解决责任。 

2 各国须确保其报名以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规程》指定的形式，在截止日期前送

抵组委会。  

为便于官员抽签工作，填写项目报名部分时应格外关注信息准确。 

填写不完善或不准确的报名表将视作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参见第

5.3.7 条）。 

3 组委会有权要求在个人报名截止日期后逾期报名的国家/地区，为每位逾期报名的

参会者额外支付逾期报名费每人 200 欧元。逾期报名仅在特殊情形时接受，且须

由国际大体联批准。 

如有运动员出现伤病，可使用逾期运动员替换政策。 

4 在报名时（个人报名表），各国均须签署承诺书，承诺一旦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开始后，其运动员不会退出赛事。 

缺席 

在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参赛的运动员，如实际未能参赛，将记录为“缺席”，并将

被： 

(1) 取消参加本届赛事其他任何项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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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交国际大体联纪律委员会考虑进一步行动。 

因缺席比赛而被判弃权的运动员，如相关运动的技术委员会允许，可参加后续

赛事。委员会只能在特殊情形下给予允许。  

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必须在“缺席”出现当日，于计划的竞赛时间后一小时内，联

系相关项目的技术委员会，否则不得参加其他项目竞赛。 

5 团体项目/赛事押金 

报名参加团体项目/赛事的国家/地区，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至

少提前八个月，根据国际大体联团体项目/赛事信息，国际大体联在线上注册系统提

交《团体项目国家/地区报名表》。参加篮球、排球和水球项目的国家/地区，需为每

队缴纳 5,000欧元押金以确认报名。参加羽毛球和乒乓球项目团体赛事的国家/地区，

需为每队缴纳 2,500 欧元押金，以保证其队伍能够参赛。  

押金不得晚于 2021 年 11月 9日缴纳。  

押金由国际大体联直接收取，缴纳后可保证进入选择程序。若团体未能入选，

押金将予以退还。 

对于被选中参赛的国家/地区，押金将用于抵扣需向组委会缴纳的参赛费。 

如出现退赛，押金将根据《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技术规程》第 2.3条原

则管理。 

 

6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所有参赛国均须缴纳数额为参赛

费 50%的预付款以确认参赛（基于数量报名表中的人数和参赛 11天计算）。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如运动员参赛，其预付款将用于抵扣其需向组委会缴纳的参赛费。 

如发生弃权，其预付款将用于偿付组委员已产生的成本支出。 

7 报名表必须根据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制定的流程，在国际大体联国际大体联网上

注册系统上填写，并遵守以下时限：  

(1) 报名截止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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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意向：参会意向报名阶段已经结束。将保留大运会延期前已经提交的

数据； 

‐ 国家/地区报名—团体项目/赛事（团体项目最终报名）：由于情况特殊，

OAS 上现有数据将被保留，并可根据国家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要求进行修

改（即撤销某支队伍或注册新的队伍），修改时间不晚于国际大体联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八个月； 

‐ 国家/地区报名—个人项目（最终报名）：个人项目报名阶段已经结束。

将保留大运会延期前已经提交的数据； 

‐ 人数报名（确认参与）：各项竞赛的运动员和官员人数，国际大体联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四个月； 

‐ 姓名报名（ITO）：必须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提前四

个月提交； 

‐ 个人报名（参赛条件、参赛所需个人和教育相关信息、出行信息）：要参

加的项目名称、各项目要求的具体信息、需要的照片，国际大体联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提前一个月。 

(2) 报名要求： 

‐ 参赛意向，国家/地区、数量、提名表和个人报名表均需通过国际大体联

国际大体联网上注册系统提交，并满足报名时限要求。国际技术官员姓名

报名表应根据既定程序和时限提交至组委会； 

‐ 截止日期之后逾期提交的报名视作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逾期

报名将列入候补列表，由国际大体联逐例具体评估； 

‐ 来自非成员协会运动员的个人报名表，需经国家协会或国家奥委会签署。

相关项目的国家协会或奥委会须向国际大体联秘书处提交正式请求，国际

大体联批准后将向前者提供国际大体联网上注册系统访问权限； 

‐ 国际大体联须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七个半

月收到押金（不含任何本地或国际银行手续费），以保证团体项目报名成

功，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另行规定者除外； 

‐ 组委会须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两个月收到

参赛费预付款（不含任何本地或国际银行手续费），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

会另行规定者除外。 

8 运动员、官员和其他人士以参赛或其他方式出现在国际大体联活动中，即表示同

意被录像、在电视上播放、拍照、识别或以其他方式记录，并按照国际大体联当

前或未来规定的条件和授权的用途，用于国际大体联官方支持下组织或认可的体

育推广和文化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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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抵达时需提交的个人文件 

1 每位运动员的个人文件资料需准备就绪，呈交给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需英文版）。

文件须包括： 

(1) 护照，需含以下信息： 

‐ 姓和名（大写）； 

‐ 国籍、出生时间和地点； 

‐ 近期照片。 

(2) 在读学生需（参见第 5.2.2a 条）： 

‐ 证明其满足在其国家/地区内就读大学或类似机构的一般条件的文件； 

‐ 国际大体联《资格表》，需经国家大体协和其大学或类似机构签字盖章；

或相关全国性学术管理部门签发的证明该运动员目前已在大学或类似机

构正式注册攻读学位或文凭项目的文件，其大学或类似机构身份需为相关

国家/地区学术管理部门所承认； 

(3) 毕业生（参见第 5.2.2b 条）：获得最后学位或文凭的日期的证明； 

(4) 非大学学生（参见第 5.2.3 条）：在读证明，须由就读学校负责人亲笔签名，

证明该生入学时间及该生已在该校正常就读至少满两年。 

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有权核实运动员的资格，通过任何通讯手段验证收到的文

件，并在必要时要求提供补充信息或文件。 

2 代表团长或副团长在提交运动员个人文件时，需提供一份由其国家/地区相关全国

学术管理部门认证的大学或类似机构名录（大学身份需满足第 5.2.2 条要求）。 

（五） 财务条件 

1 国际大体联注册费 

国际大体联将向所有参赛国，按下列标准收取国际大体联注册费： 

(1) 国际大体联的活跃成员协会：每名运动员和官员 20欧元； 

(2) 其他协会：每名运动员和官员 40 欧元。 

包含全部参赛人员费用的国际大体联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账单（国际大体联注

册费）将在大运会结束 2个月内由国际大体联发送至国家大体联电子邮箱。 

2 交通成本 

各国自行承担从其国家/地区往返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指定到达点（国

际机场或其他）的交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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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赛费 

参赛国抵达后需向组委会缴纳其余参赛费，每人每天（24小时，含餐）70 欧元，

费率已经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批准（参见第 4.3 和 5.3条）： 

(1) 报名参加团体项目/赛事的国家/地区须不晚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向国际大

体联缴纳押金，篮球、排球和水球项目每队 5,000 欧元，羽毛球和乒乓球项

目每队 2,500欧元（参见第 5.3.5 条）； 

(2) 各参赛国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两个月，向组

委会缴纳预付款，金额为运动员和官员（根据人数报名表）参赛费的 50%； 

(3) 各国抵达后须向组委会缴清余款。 

组委员也可选择根据官方汇率，用本国货币接收此等缴费，但须经国际大体联

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 身份注册卡 

1 组委会须根据国际大体联分类，自行负担成本提供全部所需身份注册卡，以及国

际大体联线上注册系统注册和处理所需的高效设备。 

2 个人文件通过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审批，且代表团已向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为其

缴清费用的运动员，将收到带编号和近期照片的身份注册卡。所有注册官员和技

术官员也都会收到为其签发的身份注册卡。 

3 运动员须始终佩戴其身份注册卡，以便在国际资格审核委员会成员或其他国际大

体联授权人士检查时向其出示。 

4 持证人可凭身份注册卡进入场馆、官方住宿区，并使用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国允

许使用的其他设施或服务。 

5 代表团长在参赛名单或团体成员名单时，必须列出运动员身份注册卡编号。  

运动员到任何个人或团体项目赛场报到时，必须向当值官员出具身份注册卡。

团体项目赛事中，领队必须在每场比赛前，出具参赛选手名单及其身份注册卡编号。 

（七） 保险 

1 国际大体联对因举办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产生的任何损失、伤害或损

害的索赔不承担任何责任。 

2 如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签订的举办合同所载，组委会需自负成本购买适当且国际

大体联接受的综合责任保险，保险需涵盖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组织工作

中可能产生的所有责任和损害风险，以及组委会从成立至解散期间的任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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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保险需覆盖因举办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产生的所有对个人和财产损

失、伤害和损害的索赔。 

组委会需在大运村主信息中心专门设置“保险信息台”并配备适当人员。 

3 参赛国必须具备适当的保险以覆盖交通和参赛过程（包括二级非紧急医疗服务），

此类风险不属于组委会或国际大体联责任。 

六 礼宾和仪式 

国际大体联将任命相关负责人，与组委会代表共同确定与礼宾、仪式和颁奖相

关的所有事宜。 

所有礼宾事宜的参考文件是《国际大体联礼宾指南》。组委会须遵照此指南，

并将所有礼宾相关事宜提交国际大体联审批。 

（一） 仪式 

所有代表团均须参加官方仪式（开幕式、闭幕式、代表团欢迎仪式和其他可视

作正式仪式的仪式）。各代表团应至少派出半数团员出席此类仪式。具体时间、地

点和流程将由组委会通知。 

开闭幕式和其他仪式的礼宾事宜，由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协商决定。 

所有正式仪式的语言均为英语和主办国语言。 

1 颁奖仪式 

组委会将向代表团团长、团体官员和运动员告知颁奖仪式的时间和地点。 

升前三名获奖选手的国家/地区旗帜，只奏国际大体联会歌《让我们欢乐吧》。 

奖牌由国际大体联主席或其代表授予。 

（二） 颁奖 

1 奖牌 

颁奖仪式上，每位参加竞赛的运动员，不论参加个人项目、个人项目中的团体

赛事或是团体项目，均有权获得下列奖牌： 

(1) 第一名：一枚金牌 

(2) 第二名：一枚银牌 

(3) 第三名：一枚铜牌 

仅以上运动员可获得奖牌并登上领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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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由组委会准备，根据《国际大体联礼宾指南》为每个小项竞赛颁发。奖牌

设计须经国际大体联正式批准。 

在特定项目中，如相关国际联合会规则要求，可根据适用规则颁发两枚铜牌。 

被取消资格的运动员和团体，其奖牌需归还国际大体联。 

2 证书 

证书设计须经国际大体联正式批准，由组委会准备并根据《国际大体联礼宾指

南》授予:  

‐ 参赛证书：授予所有代表团成员； 

‐ 荣誉证书：  

‐ 个人赛事—排名第 1至第 8 的运动员； 

‐ 团体赛事—排名第 1至第 8 的团体，授予所有运动员；另授予团体一份； 

‐ 表彰证书：对于团体项目，在对应的决赛出场名单上提及的，奖牌获得者

队伍的官员，应授予表彰证书； 

‐ 国际大体联纪录证书：授予打破大体联纪录的运动员。 

可以授予的其他证书参见《国际大体联仪式和礼宾指南》。被取消资格的运动

员和团体，其证书需归还国际大体联。 

3 其他奖项 

除非与国际大体联另行商定，则无其他奖项。 

（三） 旗帜 

组委会需提供所有旗帜（各国大体协/代表团、国际大体联、主办国、主办国大

体协、国际联合会、组委会及其他）并自行负担成本。旗帜的数量、位置和展示方

式，须遵守《国际大体联礼宾指南》并提交国际大体联审批。 

（四） 比赛坐席 

依据《国际大体联大运会最低要求》，场馆均为所有注册群提供足够的座位。 

七 媒体服务 

媒体代表需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至少 6 周在国际大体联网上注册

系统向组委会申请注册。 

组委会负责审批主办国媒体代表的注册申请，国际大体联负责外国媒体代表的

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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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技术规程  

一 概述条款 

（一） 成都 2021 年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体育赛事需按照相关国际联合会的

最新技术规则组织，各项目《项目规程》或体育管理委员会另行规定者除外。 

（二） 任何体育或纪律方面的抗议，须根据相关国际联合会的规程，提交裁判团或其他

主管部门处理。 

提交此类抗议须缴纳押金，数额需遵照国际联合会规程规定，项目技术规程另

行规定者除外（参见各《项目规程》）。 

（三） 各代表团团长或副团长有权对裁判团的决定提出上诉。此类上诉须根据相关国际

联合会规程，以书面形式提交至仲裁委员会或其他主管部门。  

（四） 仲裁委员会或单项运动的同等机构的决定均为最终决定，且须立即汇报至相关国

家/地区代表团团长。 

任何体育纪律处罚，如该项目技术委员会和该项目纪律规程无法满意解决，将

汇报至国际大体联纪律委员会考虑进一步行动。 

如需要，还将向相关国际联合会提交报告。 

（五） 团体项目中的赛制，包括排名方式，将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基于国际大体联

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的提议制定。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协调员和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技术

委员会，需于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一年批准项目组织和

场馆。 

二 队伍筛选和抽签 

（一） 在团体项目（篮球、排球和水球）和团体赛事（羽毛球和乒乓球）的队伍筛选中，

报名数大于可参赛团体数，将应用相关《项目规程》中规定的团体筛选标准。 

国际大体联需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七个月宣布入

选参赛团体名单。 

入选团体需在其赛事开始前至少提前一个月向组委会告知其抵离信息。未能满

足此项义务的国家/地区，可能被视作退赛，继而候补列表中的队伍将受邀参赛。 

（二） 团体项目的小组赛和淘汰赛抽签过程，将根据相关《项目规程》规定的标准，考

虑团体以往成绩。 

（三） 团体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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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式报名后且抽签前宣布退赛，不受处罚； 

(2) 抽签后且离竞赛开始日期前提前 60 天以上宣布退赛，将扣除团体押金作为

处罚（其中 50%交至组委会，50%交至国际大体联）； 

(3) 正式比赛开始前提前 60 天内且 21天以上宣布退赛，处罚为： 

‐ 扣除团体押金（其中 50%交至组委会，50%交至国际大体联）； 

‐ 在下一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所退赛项目队伍筛选中，将被置于

考虑顺序的最后一位； 

(4) 正式比赛开始前 21 天以内宣布退赛，处罚为： 

‐ 扣除团体押金（其中 50%交至组委会，50%交至国际大体联）； 

‐ 禁止参加下一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所退赛项目赛事； 

(5) 在赛事期间退赛或缺席，处罚为： 

‐ 扣除团体押金（其中 50%交至组委会，50%交至国际大体联）； 

‐ 必须向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补偿其代表退赛代表团和团体产生的成本，外

加对收入损失及不良财务影响的补偿； 

‐ 禁止参加下两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所退赛项目赛事，且在国

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锦标赛该项目赛事中禁赛三年； 

(6) 若上文(5)条所述退赛重复出现，执行委员会还需根据国际大体联纪律委员

会建议，采取进一步纪律处罚措施。 

（四） 预选赛可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之前进行。  

选用的预选赛体系需对应相关国际联合会使用的体系。 

根据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决定，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

间将为预选赛战败而未晋级的队伍组织专门赛事（“盘赛”）。 

三 反兴奋剂 

赛事反兴奋剂工作，必须考虑相关国际联合会的规程，并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

员会决定（参见国际大体联医务和反兴奋剂规程》）。  

四 技术官员 

（一） 技术官员指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所需的官员，包括裁判和特定项目需要的其他官

员。根据各项目规则和规程，国际技术官员分为国际技术官员（ITO）和国内技

术官员（NTO）。原则上应由国际官员担任高级官员职位。国际技术官员由各

国际联合国或国家大体协根据各项运动的技术规程提名，由世界夏季大运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审批。各项目中，国际技术官员的数量和职能有所不同。国内技

术官员由各国家协会与组委会协商提名，负责辅助职能。 

国际技术官员的职责和义务细节参见《国际技术官员政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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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名  

国际技术官员提名方式有两种，分别如下。 

(1) 由国际联合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提议并提名： 

‐ 射箭；    -乒乓球； 

‐ 体操；    -跆拳道； 

‐ 田径；    -网球； 

‐ 羽毛球；   -排球； 

‐ 篮球；    -游泳； 

‐ 击剑；    -赛艇； 

‐ 柔道；    -射击； 

‐ 艺术体操；  -武术。 

(2) 由代表团提议，国际联合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提名： 

‐ 跳水；    -水球。 

针对跳水和水球项目，根据《项目规程》，各国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四个月通过国际大体联网上注册系统，向组委会提供（通过

《国际技术官提名报表》）所要求的国际技术官员的姓名和类别。如未能在规定时

限内收到具体姓名，组委会有权另行安排官员。 

最终，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相应的国际联合会与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

共同提名。 

国际技术官员不是代表团成员。 

（三） 组委会必须至少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邀请

国际技术官员。其中包括签证申请、机票预订和住宿安排等行政工作。  

因未履行此义务而产生的任何额外成本将由组委会承担。 

（四） 财务义务 

1 财务义务包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成本。 

根据各项目的国际大体联项目规程，应按照国际大体联和国际联合会合作协议

规定的数额和总计工作天数（包括路途天数），向国际技术官员支付每日津贴。 

应向国际技术官员支付的所有约定费用，均须由组委会在其抵达国际大体联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后最晚两天内付清。根据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协定的政策，此类付

款必须使用现金、刷卡或银行转账形式。  

组委会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尽量提前确保所有国际技

术官员均充分知悉付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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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体操、篮球、跳水、击剑、柔道、艺术体操、跆拳道、排球和水球，组委会

已获授权收取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计算方式为：取所有报名参加个人项目的运

动员，和所有参加团体项目的团体，在两者数量基础上分别按比例计算）。  

各项目每名运动员或每个团体需缴纳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如下： 

表 5 

项目 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 

体操 每名运动员350欧元 

篮球 每队2,200欧元 

跳水 每名运动员450欧元 

击剑 每名运动员150欧元 

柔道 每名运动员150欧元 

艺术体操 每名运动员300欧元 

跆拳道 每名运动员150欧元 

排球 每队2,200欧元 

水球 每队2,200欧元 

 

个人项目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须由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在抵达大运村时办

理注册时缴纳；团体项目的贡献费将从团体项目/赛事押金中抵扣。 

在注册时未能缴纳所需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的代表团，将无法得到身份注册卡，

也无法参加相关项目竞赛。 

3 组委会和/或国际联合会，应根据国际大体联/国际联合会惯例，负担国际技术官员

成本的剩余部分。 

（五）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六）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七） 国际技术官员的职责和义务细节参见《国际技术官员政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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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各项目规程  

射箭 

一 概述  

（一） 射箭赛事应按国际射箭联合会（WA）最新射箭规则举办。 

如各语种文本之间存有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五天，包括： 

(1) 个人赛： 

表 6 

男子 女子 

反曲弓 反曲弓 

复合弓 复合弓 

 

(2) 团体/混合团体赛：  

表 7 

男子 女子 

反曲弓 反曲弓 

复合弓 复合弓 

反曲弓混合团体 

复合弓混合团体 

 

（三） 每个国家/地区最多可申报 12名选手。 

在各小项中，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1) 个人赛： 

‐ 每个弓种、各性别最多 3 名选手（女子反曲弓 3 人、男子反曲弓 3人、女

子复合弓 3人、男子复合弓 3人）。 

(2) 团体赛： 

‐ 每个弓种、各性别最多 1 队（女子反曲弓团体 1 队、男子反曲弓团体 1队、

女子复合弓 1 团体队、男子复合弓团体 1 队）。 

‐ 每队 3名选手，国籍、弓种、性别相同。 

(3) 混合团体赛： 

‐ 每个弓种最多 1队（反曲弓混合团体 1 队、复合弓混合团体 1 队）。混合

团体每队 2名选手，弓种相同但性别不同。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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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五） 所有选手均必须参加赛事开始前一天进行的正式练习安排。缺席选手将不得参
赛，不可抗力因素所致或技术委员会主席提前批准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射箭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射箭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射箭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前邀请
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射箭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4 名国际技术官员 

‐ 来自赛事所在大洲但非主办国的 2名经验丰富的国际裁判， 

‐ 来自其他大洲的 2 名经验丰富的国际裁判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
大体联与国际射箭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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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 

一 概述 

（一） 体操赛事将参照国际体操联合会（FIG）最新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出现
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 5 天，包括以下男女项目： 

(1) 团体决赛及个人资格赛； 

(2) 个人全能决赛 ； 

(3) 个人单项决赛。 

依据国际体操联合会评分制度，以下小项包含自选动作： 

表 8 

男子 女子 

自由体操 自由体操 

鞍马 跳马 

跳马 高低杠 

吊环 平衡木 

双杠 

单杠 

 

（三） 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1) 团体决赛及个人资格赛 

每个参赛国可申报男女各 1 队参加团体赛，每队 3到 5名选手。 

每个单项上场比赛人数不超过 4 名。 

这 4 名选手可从队伍中自由选择。比赛开始后，若有选手受伤，则余下单项

的比赛可替换队内其他选手完成。 

比赛成绩决定团体和个人名次，并作为入选个人全能决赛和个人单项决赛的

资格赛。 

团体名次通过各单项排名前三的分数相加得出。 

仅参加个人赛（全能或单项）的参赛国可申报男女各不超过 2 名选手。  

所有选手的名次通过各单项成绩相加得出。 

(2) 个人全能决赛 

团体决赛和个人资格赛中排名前 18 的男女选手有资格参加个人全能决赛，

但同一国家/地区的选手不超过 2名。 

名次通过个人全能决赛中各单项成绩之和得出。 

(3) 个人单项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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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决赛和个人资格赛中各单项排名前 8 的男女选手（但同一国家/地区的

选手不得超过 2名）可以参赛。将采用平分决胜制，将每个单项的参赛选手

限制为 8 名。 

各单项的名次由个人单项决赛得分决定。 

获得个人全能决赛和个人单项决赛参赛资格的选手，必须参加相应比赛。 

（四） 所有选手必须持有有效的国际体操联合会认证证书，证书号必须填入个人报中。 

（五）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竞技体操项目的国家/地区必
须缴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应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种子 

个人选手将参加团体决赛及个人资格赛的第一场。参加团体赛的队伍，根据其
上一届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成绩，会在团体决赛及个人资格赛其他场次
作为种子队伍。 

（三） 抽签 

抽签应依照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在个人报名截止日后的两周内进行。  

抽签后，不再接受任何报名。 

（四） 调查 

竞技体操的相关调查将依照国际体操联合会政策进行。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体操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竞技体操技术委员会
主席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三个月邀请此
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竞技体操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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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官员人数 

40名国际技术官员 

表 9 

男子 女子 

3 名单项裁判员 2 名单项裁判员 

6 名 D组裁判 4 名 D组裁判 

15名 E组裁判 10名 E组裁判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经费义务 

参赛队伍必须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国际体操联合会国际
裁判的相关成本（含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大体联和国
际体操联合会的合作协议，在报名队伍数量的基础上按比例计算）。  

项目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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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 

一 概述 

（一） 田径赛事将参照世界田联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出现分歧，以英文
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会持续 6天，包括： 

(1) 个人赛 

表 10 

男子 女子 

100米 100米 

200米 200米 

400米 400米 

800米 800米 

1500 米 1500 米 

5000 米 5000 米 

10000 米 10000 米 

20公里竞走 20公里竞走 

半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110米栏 100米栏 

400米栏 400米栏 

3000 米障碍 3000 米障碍 

跳高 跳高 

撑竿跳高 撑竿跳高 

跳远 跳远 

三级跳远 三级跳远 

铅球 铅球 

铁饼 铁饼 

链球 链球 

标枪 标枪 

十项全能 七项全能 

 

(2) 接力赛:  

表 11 

男子 女子 

4 x 100米 4 x 100米 

4 x 400米 4 x 400米 

 

20公里竞走和半程马拉松赛还将得出男女团体名次。 

（三） 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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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个个人小项：2 名选手，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个人报名表提交截止日期

期间成绩达到报名要求者；或 1 名未达到报名标准的选手； 

(2) 每个接力小项：1支队伍，不超过 4名选手。 

‐ 若参加接力赛的国家/地区已申报 2 名或以上选手参加 100 / 200 米（参加

4x100 米接力）或 400 米（参加 4x400 米接力）的选手，接力队伍可由不

超过 2 名未报名上述比赛的选手加入。例如：若有 3 名选手报名参加

100/200 米，则接力赛事中只能另派 2名选手。 

‐ 若参加接力赛的国家/地区已申报不超过 1名参加 100 / 200 米（参加4x100

米接力）或 400米（参加 4x400 米接力）的选手，接力队伍可加入不超过

4 名选手。比如：若有 1 名选手报名参加 100/200 米，则接力小项可另派

3 名选手； 

(3) 男女 10,000 米赛跑：不超过 3 名选手，2021 年 1 月 1 日至个人报名表提交

截止日期期间成绩达到报名要求；或 2名未达到报名标准的选手； 

(4) 男女半程马拉松和 20公里竞走： 

‐ 不超过 5 名选手，2021 年 1 月 1 日至个人报名表提交截止日期期间成绩

达到报名要求；或 3名未达到报名标准的选手。 

‐ 参加竞走或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需有最少 3 名，最多 5 名选手。 

‐ 每队首先完成比赛的 3 名选手的成绩将进行累计，用于确定团队排名；累

计时间最短的队伍获胜，以此类推。 

‐ 若出现平分，则通过比较每队最后一个计分选手完成时间，用时短的队伍

排第一。 

‐ 所有完成比赛的选手都应有个人名次，且有权获得个人奖牌。 

‐ 完成比赛人数少于 3名的队伍，团体成绩不予排名。 

（四） 全体技术会议前一天不晚于 12:00，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
单，签字地点在大运村赛事信息中心（SIC）。  

全体技术会议当日 12:00 前，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应在大运村赛事信息中心
（SIC）提交首日各项比赛报名的最终确认。  

剩余比赛日各小项报名的最终确认，在该小项首轮之前一天的 9:00，在大运村
赛事信息中心(SIC)或竞赛场馆的技术信息中心（TIC）进行。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五） 田径比赛最低报名标准需经国际大体联执委会同意。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田径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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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应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参赛选手的最近成绩必须在个人报名表中准确填写 

田径的参赛队伍必须在全体技术大会前，用 USB盘将比赛服装的照片提交至大
运村赛事信息中心（SIC）。 

（三） 晋级流程 

径赛项目：各轮比赛根据报名截止日后的参赛人数，并依据世界田联规则 20条
（TR20）和世界田联径赛项目轮次、预赛和晋级表安排。 

径赛项目中低于 1,500米的小项均由三轮（第一轮、半决赛和决赛）组成。1,500

米和 5,000 米小项由两轮（第一轮和决赛）组成。10,000米和公路赛仅有决赛。10,000

米被套圈的选手：10,000 米赛事中第二次被套圈的选手应被竞赛官员立即暂停并终
止比赛。被套圈选手的名次根据被叫停之前的成绩，在最后完成比赛的选手之后依
次排列。 

田赛项目：进入决赛的资格标准将由田径技术委员会确定，并在第一次全体技
术会议上公布。若 12名或超过 12名选手满足资格，则将全部进入决赛。 

（四） 报名标准 

报名运动员必须在 2021年 1 月 1日至个人报名表提交截止日期期间达到所有小
项报名标准。 

表 12 

小项 男子 女子 小项 男子 女子 

径赛小项（时间以 hh:mm:ss.ms表示） 田赛小项（单位为 m.cm） 

100米 10.60 12.00 跳高 2.15 1.70 

200米 21.85 25.10 撑竿跳高 5.10 3.55 

400米 49.00 56.00 跳远 7.30 5.95 

800米 1:51.00 2:10.00 三级跳远 15.00 12.80 

1500 米 3:50.00 4:31.00 铅球 16.50 13.50 

5000 米 14:45.00 17:30.00 铁饼 55.00 48.00 

10000 米 30:00.00 35:00.00 链球 60.00 59.00 

20公里竞走 1:28:00 1:43:00 标枪 72.00 48.00 

半程马拉松 1:10:00 1:22:00 七项全能  不适用 

100/110 米栏 14.00 13.45 十项全能 不适用  

400米栏 53.00 63.05 

3000 米障碍 9:00.00 11:00.00 

不适用-不适用于成都 2021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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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将由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和世界田联提名和筛选。 

组委会必须至少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三个月前邀请此类国际
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田径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20名国际技术官员： 

‐ 11名国际技术官； 

‐ 1 名统计员； 

‐ 6 名竞走裁判； 

‐ 1 名国际发令员； 

‐ 1 名国际终点录像裁判。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经费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
大体联与世界田联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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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 

一 概述 

（一） 羽毛球赛事应按世界羽毛球联合会（BWF）最新技术规程组织。如各语种文本
之间存有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 9 天，包括： 

(1) 单项赛 

表 13 

男子 女子 

单打 单打 

双打 双打 

混合双打 

 

(2) 混合团体赛  

表 14 

男子 女子 

32支队伍赛事 

 

（三） 每个国家/地区最多可申报 12名选手，其中男女选手各 6 名。参加： 

(1) 单项赛 

‐ 男子单打：最多 3 名选手； 

‐ 女子单打：最多 3 名选手； 

‐ 男子双打：最多 3 对选手； 

‐ 女子双打：最多 3 对选手； 

‐ 混合双打：最多 3 对选手； 

任何选手不得报名超过 2个项目。比如：一个单打项目和一个双打项目，或

选择两个双打项目。 

(2) 混合团体赛：  

一支队伍最少由 2 名男子选手和 2名女子选手，最多由 6名男子选手和 6 名

女子选手组成。为预防伤病影响，建议最少有 3 名男子选手和 3名女子选手。 

一个团体比赛包括： 

‐ 一场男子单打 

‐ 一场女子单打 

‐ 一场男子双打 

‐ 一场女子双打 

‐ 一场混合双打 

一个团体比赛中，任何选手不得参加超过两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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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赛中，一场比赛的全部五场比赛均需完成。 

淘汰赛中，若胜负已分，则比赛终止。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两类赛事（混合团体和单项赛）前召开一次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 

二 赛前流程 

（一） 押金（参见总则第 5.3.5 条） 

除上述内容外，代表团还应向国际大体联缴纳团体赛事押金，以进入团体选择
流程。每支报名队伍支付 2,500欧元。  

（二） 队伍筛选 

团体赛队伍筛选时，若报名数超过批准的参赛队伍数，则实施以下标准： 

(1) 在原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已支付团体押金； 

(2) 延期后，在新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支付团体押金； 

(3) 若东道主队伍有意愿参加比赛，则自动进入排位上半区； 

(4) 若下一届东道主队伍有意愿参加比赛，则自动进入排位上半区； 

(5) 排位上半区其他名额，在各队已报名且满足 a)所述条件时，按照最近的国际

大体联赛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大体联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或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锦标赛）排名高低自动填补。若有队伍不愿参赛，

则其名额按国际大体联排名顺序填补； 

(6) 第三个四分之一区由根据国际大体联排名选出的队伍填补； 

(7) 第四个四分之一区根据各大洲代表情况筛选，优先考虑无排名的队伍（若

有）。  

国际大体联将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七个月前宣布入选
的参赛队伍。 

（三）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羽毛球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
缴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四） 种子和抽签 

(1) 团体赛 

抽签应依据参赛队伍最近两次国际大体联团体赛成绩得出的国际大体联团

体排名。除非上届赛事后发生重大变更，否则排名靠前的队伍为种子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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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一次参加国际大体联赛事的队伍，可将其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世界团队排

名视为建立了一个合适的种子队伍标准（仅针对第 5-8位种子队伍）。 

团体预赛抽签应在赛事开始前一天进行，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中完成。决

赛阶段选抽签应在预赛结束后立即完成。 

(2) 单项赛 

单项赛抽签的种子依照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和国际大体联团体排名决定。之前

团体赛中表现特别出色的选手也有可能被裁判选为种子选手。 

裁判可酌情将在之前团体赛中表现异常出色的选手作为种子选手，无需参考

该选手的国际大体联团体排名。 

(3) 单项赛抽签应在团体赛的最后一天的第二次全体技术会议上进行。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羽毛球技术委员会
主席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邀
请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羽毛球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12名国际技术官员： 

‐ 1 名国际裁判长； 

‐ 2 名国际副裁判长； 

‐ 8 名世界羽毛球联合会裁判员； 

‐ 1 名赛事软件专家。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
大体联与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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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       

一 概述  

（一） 篮球赛事将参照国际篮球联合会（FIBA）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
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 10 天，包括： 

表 15 

男子 女子 

24支球队赛事 16支球队赛事 

比赛将在室内举行。 

（三） 每类赛事中，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1支球队，12 名队员。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五） 组委会需用 USB或类似媒介存储高质量的比赛录像，向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选手提供： 

(1) 免费获取自己的比赛录像； 

(2) 若获取对手的比赛录像需收取费用（费用由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协商确定）。 

（六） 比赛服装必须符合《国际大体联篮球比赛服装指南》。 

二 赛前流程 

（一） 押金（参见总则第 5.3.5 条） 

除上述内容外，为获得进入队伍筛选流程的资格，代表团还应向国际大体联缴
纳团体项目押金。每支报名队伍支付 5,000欧元。  

（二） 队伍筛选 

团体项目队伍筛选时，若报名数超过可参赛队伍数，则实施以下标准： 

(1) 在原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已支付团体押金； 

(2) 延期后，在新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支付团体押金； 

(3) 若东道主国队伍有意愿参加赛事，则自动获得进入排位上半区； 

(4) 若下一届东道主国队伍有意愿参加赛事，则自动获得进入排位上半区； 

(5) 上半区其他名额，在各队已报名且满足 a)所述条件时，按照最近的国际大体

联赛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国际大体联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或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锦标赛）排名高低自动填补。若有队伍不愿参赛，则

其名额按国际大体联排名顺序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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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三个四分之一区由根据国际大体联排名选出的队伍填补； 

(7) 第四个四分之一区根据各大洲代表情况筛选，优先考虑无排名的队伍（若

有）。  

国际大体联将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七个月宣布入
选的参赛队伍。 

（三） 种子 

国际大体联排名根据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得出，并考
虑以下标准： 

(1) 该项目最近两次的国际大体联赛事，记录时间最多追溯至本次赛事的四年

前；  

(2) 若 a)不适用，则国际大体联赛事该团体项目报名截止日时，可参考最新国际

联合会排名（或等同排名）中的高级别及相应年龄组； 

(3) 若 b)不适用，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可酌情根据最近表现在剩余

队伍中选出种子队。 

（四）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篮球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五） 抵达日期 

入选队伍必须在赛事开始前至少提前一个月，向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确认抵离
日期。未履行此义务的国家/地区可能被视为退赛，候补名单中的队伍将作为替补参
赛。 

入选队伍必须在其首场比赛前至少提前 48小时抵达大运村。 

晚到队伍将接受团体项目押金 50%的罚款。罚款将由组委会在代表团到达注册
中心时，向代表团收取。  

晚到及违反国际大体联规程的行为，将交由国际大体联纪律委员会进一步处理。  

晚到的队伍，将无法保证能够按时完成注册，如导致被取消比赛资格需自负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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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篮球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篮球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邀请此
类国际技术官员。 

除此之外，国际篮球联合会将提名 2 名赛事监督和 3 名裁判指导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篮球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国际篮球联合会裁判数量应与入选队伍数量一致。 

‐ 40名国际篮球联合会裁判； 

‐ 2 名国际篮球联合会赛事监督； 

‐ 3 名裁判指导员。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根据报名队伍数量，参赛队伍必须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
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
见国际大体联和国际篮球联合会的合作协议）。  

相关大项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球探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大体联与
国际篮球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国际篮球联合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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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      

一 概述  

（一） 跳水赛事将参照国际游泳联合会（FINA）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
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会持续 8 天，包括： 

(1) 个人赛 

表 16 

男子 女子 

1 米跳板 1 米跳板 

3 米跳板 3 米跳板 

跳台 跳台 

 

(2) 双人赛 

表 17 

男子 女子 

双人 3米跳板 双人 3米跳板 

双人 10米跳台 双人 10米跳台 

 

表 18 

混合双人 3 米跳板 

混合双人 10 米跳台 

 

(3) 混合全能 

表 19 

男子 女子 

混合团体（3米/10米） 

 

（三） 男、女团体名次分别排列。将各参赛队在双人 3 米跳板、双人跳台决赛的 1 对运
动员和 1 米跳板、3米跳板、跳台预赛中的成绩最好的 2名运动员的实得分和所
有混合双人项目决赛的实得分的 50%累加后分别计算男、女子团体成绩。 

（四） 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最多 20名选手-男女选手最多各 10名，参加： 

(1) 个人赛：跳台和跳板 

男子和女子-各个人小项（1 米、3米、跳台）男女最多各 3 名选手，报名无

分数标准。 

每个国家/地区进入一个小项半决赛的选手不得超过 2 人。 

报名个人赛的选手可参加所有双人赛和/或团体赛。 

(2) 双人赛：跳台和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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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和女子-各小项一组 2名选手（同性别）。 

混合：每支队伍最多 2 名选手（一男一女） 

双人赛的选手可参加所有个人赛和/或团体赛。 

(3) 混合全能：跳台和跳板 

各小项一组 2 名选手，男女各 1 名。 

混合全能的选手可参加所有个人赛和/或双人赛。 

（五） 在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跳水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抽签 

所有预赛，双人赛和团体赛决赛的跳水顺序（出场顺序）通过随机抽签决定。
抽签将在全体技术会议上进行。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申报三名或多名选手的国家/地区必须提名（参见技术规程第 4.2 条）一名国际
游泳联合会认证的国际级裁判。 

申报少于三名选手或不参赛的国家/地区可选择提议一名国际游泳联合会认证的
国际级裁判。  

各国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四个月前，向组委会提供提名
裁判（国际游泳联合会认证的国际级裁判）姓名。若在此截止日前未收到相关姓名，
国际大体联有权安排替代官员。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大体联跳水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国际游泳联合会从提
名裁判名单中挑选。 

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邀请所有
国际裁判。 

除此之外，国际大体联跳水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国际游泳联合会将提名三名国际
游泳联合会技术跳水委员会（FINA TDC）成员，担任总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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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跳水项目所需的非裁判的技术官
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21名国际技术官员 

‐ 3 名总裁判 

‐ 参赛国 18 名裁判（包括主办国 1 名） 

若参赛国提名的裁判少于 18 人，则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国际游泳联合
会将提名裁判以填补空缺。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参赛队伍按照报名选手人数，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国际
游泳联合会国际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
际大体联和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合作协议）。  

相关大项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三名国际游泳联合会技术跳水委员会（总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
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大体联与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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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剑       

一 概述  

（一） 击剑赛事将参照国际击剑联合会（FIE）最新的技术规则举办。如对规则解读出
现分歧，以法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会持续 6 天，包括： 

(1) 个人赛 

表 20 

男子 女子 

重剑 重剑 

花剑 花剑 

佩剑 佩剑 

 

(2) 团体赛：  

表 21 

男子 女子 

重剑 重剑 

花剑 花剑 

佩剑 佩剑 

 

（三） 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24名选手，各剑种 4名选手。 

个人赛中，每个剑种，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4 名选手。  

团体赛中，每个剑种，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1 支队伍。每个参赛队伍由最多 4

名，最少 3名选手组成。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击剑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种子和抽签 

根据当前国际击剑联合会世界排名，确定个人赛参赛选手中的种子选手。无排
名的选手进行随机抽签决定顺序。团体赛的种子队，依据各队队员的个人赛成绩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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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剑种的种子选手，通过叠加其在该剑种中的三次最好成绩来确定。总分最小
的团体为 1 号，以此类推。不参加某个分项个人赛的选手的排位，为该个人小项参
赛选手数加 1。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击剑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击剑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前邀请
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除此之外，国际击剑联合会将提名 5 名国际技术官员加入击剑技术委员会。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一名国际技术官员加入技术委员会，以及和国内技术
官员，以补充击剑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共 38 名国际技术官员： 

‐ 技术委员会 6 名国际技术官员（5 名国际技术官由国际击剑联合会提名，1 名
由国家协会提名）； 

‐ 24名国外裁判（由国际击剑联合会提名）； 

‐ 8 名国内裁判（由国家协会提名，并告知国际击剑联合会）。 

所有裁判必须持有有效的国际击剑联合会执照（比如：必须在过去两年有国际
赛事执裁经验）。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参赛队伍按照报名选手人数，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国际
击剑联合会国际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
际大体联和国际击剑联合会的合作协议）。  

相关大项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技术委员会 6 名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
贴数额参见国际大体联与国际击剑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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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      

一 概述  

（一） 柔道赛事将参照国际柔道联合会（IJF）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出
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 4 天，包括： 

(1) 个人赛：男女选手及各重量级，比赛时长均为 4 分钟。 

表 22 

男子 女子 

60公斤以下级 48公斤以下级 

60至 66公斤级 48至 52公斤级 

66至 73公斤级 52至 57公斤级 

73至 81公斤级 57至 63公斤级 

81至 90公斤级 63至 70公斤级 

90至 100 公斤级 70至 78公斤级 

100公斤以上级 78公斤以上级 

 

(2) 团体赛：男女选手及各重量级，比赛时长均 4 分钟。 

表 23 

男子 女子 

66公斤以下级 52公斤以下级 

66至 73公斤级 52至 57公斤级 

73至 81公斤级 57至 63公斤级 

81至 90公斤级 63至 70公斤级 

90公斤以上级 70公斤以上级 

 

（三） 每个国家/地区最多可申报 14名选手（男女选手各 7 名），参加： 

(1) 个人赛 

‐ 男子：各重量级最多 1 名选手 

‐ 女子：各重量级最多 1 名选手 

(2) 团体赛：  

‐ 男子：1支队由至少 3名选手，最多 5 名选手，以及不超过 2名候补选手

组成。  

‐ 女子：1支队由至少 3名选手，最多 5 名选手，以及不超过 2名候补选手

组成。 

（四） 每队可申报 7 名选手参加团体赛。参加团体赛的选手必须同样参加相应级别的个
人赛。团体赛当日，选手可参加各自重量级或上一重量级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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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已报名选手必须出赛，直至其中一方队伍获得胜利。若有选手拒绝出赛，
则该队将被取消资格。  

若一方队伍未能到场参赛，则将宣布另一方将获胜。  

率先获得多数胜场的队伍将被宣布获胜。剩余比赛将停止。  

若比赛结束时，双方胜场数持平，各级都将参与抽签，即便队伍已无某级别的
选手，（若两队均无某重量级选手，则该级别不参与抽签）。被抽中的重量级，相
应选手进行金分加时赛。抽签由电脑完成，结果在选手和公共记分牌显示。 

参加团体赛的选手可参加与其个人赛相同重量级或上一级重量级的比赛。 

（五）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个人和团体赛选手正
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六） 柔道比赛中，不可对总裁判和裁判员的裁决提出申诉。总裁判及裁判员的所有决
定均取三票中的多数，且均为最终结果。 

（七） 选手或其代表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咨询裁判或裁判委员会。选手或其代表不可对
决策提出申诉，或尝试向组委员提出相关问题，否则可能导致被取消柔道项目
参赛资格。 

（八） 本规程中未尽事宜，可参见定期更新的国际柔道联合会运动和组织规则（SOR）。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柔道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种子 

选手顺序将根据国际大体联/国际柔道联合会排名，以最公平的方式决定。一旦
重量级抽签完成，且结果已在全体技术会议中公布，顺序将不可更改，亦不可增加
参赛选手。 

（三） 抽签 

抽签将由装有国际柔道联合会软件，或其他获得国际柔道联合会授权的类似软
件的电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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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称重 

正式称重在每个重量级比赛开始前一天进行。所有选手必须达到或低于允许重
量。个人赛正式称重之后，所有选手体重浮动必须保持在允许体重的 5%以内。 

团体赛无需正式称重。但是，在团体赛当日，会有随机体重检查，所有队员的
体重浮动必须在最大允许体重的 2公斤以内。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柔道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柔道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前邀请
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柔道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20名国际技术官员： 

‐ 15名国际柔道联合会裁判； 

‐ 2 名电脑系统操作员； 

‐ 1 名回放系统操作员； 

‐ 1 名裁判委员会成员； 

‐ 1 名体育委员会成员。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参赛队伍按照报名选手人数，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国际
柔道联合会国际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
际大体联和国际柔道联合会的合作协议）。  

相关大项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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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操      

一 概述  

（一） 艺术体操赛事将参照国际体操联合会（FIG）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
读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 3 天，包括以下女子项目： 

(1) 个人全能赛 

(2) 个人单项决赛 

比赛包括以下器械： 

表 24 

女子 

圈 

球 

棒 

带 

 

(3) 集体全能赛 

(4) 集体单项决赛 

比赛包括以下器械： 

表 25 

女子 

5 圈 

3 带+2球 

 

（三） 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1) 个人全能赛 

每个参赛国最多可申报 2名选手。 

总分为选手各项器械的成绩总和。 

(2) 个人单项决赛。 

个人全能赛中，各项器械排名前 8的选手有资格参加单项决赛。一旦获得比

赛资格，则必须参加决赛。 

各项器械的名次以该项的决赛得分决定。 

(3) 集体全能赛 

各参赛国可携一支队伍申报集体全能赛，一支队伍由 5至 6名选手组成。 

(4) 集体单项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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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全能赛中，各项器械排名前 8的队伍有资格参加该项的集体决赛。 

一旦获得比赛资格，则必须参加决赛。 

各项器械的名次以该项的集体决赛得分决定。 

（四） 所有选手必须持有有效的国际体操联合会执照。执照号必须填入个人报名表中。 

（五）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艺术体操项目的国家/地区必
须缴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抽签 

抽签应依照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在个人报名截止日后的两周内进行。  

抽签后，不再接受任何报名。 

（三） 调查 

艺术体操的相关调查将依照国际体操联合会政策进行。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体操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艺术体操技术委员会
主席审批。组委会必须至少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式前提前三个月前
邀请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艺术体操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32名国际技术官员： 

女子 

‐ 12名 E组裁判； 

‐ 8 名 D组裁判； 

‐ 4 名 R组裁判； 

‐ 8 名高级裁判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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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根据报名队伍数量，参赛队伍必须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
国际体操联合会国际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
见国际大体联和国际体操联合会的合作协议）。  

相关大项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四名 R 组参考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
国际大体联与国际体操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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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一 概述  

（一） 游泳赛事将参照国际游泳联合会（FINA）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
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会持续 7 天，包括： 

(1) 个人赛 

表 26 

男子 女子 

自由泳 

50米 

自由泳 

50米 

100米 100米 

200米 200米 

400米 400米 

800米 800米 

1500 米 1500 米 

蛙泳 

50米 

蛙泳 

50米 

100米 100米 

200米 200米 

仰泳 

50米 

仰泳 

50米 

100米 100米 

200米 200米 

蝶泳 

50米 

蝶泳 

50米 

100米 100米 

200米 200米 

混合泳 
200米 

混合泳 
200米 

400米 400米 

 

(2) 接力赛: 

表 27 

男子 女子 

自由泳 
4 x 100米 

自由泳 
4 x 100米 

4 x 200米 4 x 200米 

男女 4 x 100米自由泳 

混合泳 4 x 100米 混合泳 4 x 100米 

男女 4 x 100米混合泳 

（三） 个人项目，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不超过 2名选手，接力项目，各国可申报 1 支
队伍。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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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游泳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种子 

选手及队伍根据提交的成绩确认预赛种子选手，成绩必须在最终个人报名表中
标注。必须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个人报名表提交截止日期期间达到成绩时间。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游泳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游泳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前邀请
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游泳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6 名国际技术官员。仅出现在国际游泳联合会游泳官员清单 20或 21 的官员有权
获得提名。 

‐ 1 名国际游泳联合会注册的国外发令员； 

‐ 1 名国际游泳联合会注册的东道国发令员； 

‐ 2 名国际游泳联合会注册的国外裁判员； 

‐ 2 名国际游泳联合会注册的东道国裁判员。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
大体联与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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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      

一 概述  

（一） 乒乓球赛事将参照国际乒乓球联合会（ITTF）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
解读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 8 天，包括： 

(1) 个人赛 

表 28 

男子 女子 

单打 单打 

双打 双打 

混合双打 

 

(2) 团体赛：  

表 29 

男子 女子 

32支队伍赛事 32支队伍赛事 

 

（三） 每个国家/地区最多可申报男女选手各 5 名，参加： 

(1) 个人赛 

‐ 男子单打：最多 5 名选手； 

‐ 女子单打：最多 5 名选手； 

‐ 男子双打：最多 2 对选手； 

‐ 女子双打：最多 2 对选手； 

‐ 混合双打：最多 2 对选手。 

(2) 队伍赛事：  

‐ 男队赛事：1支队伍由最少 3 名选手，最多 5 名选手组成； 

‐ 女队赛事：1支队伍由最少 3 名选手，最多 5 名选手组成。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押金（参见总体规程第 5.3.5 条） 

除上述内容外，代表团还应向国际大体联缴纳团体赛押金已保证进入队伍筛选
流程。每支报名队伍支付 2,5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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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队伍筛选 

团体赛队伍筛选时，若报名数超过可参赛队伍数，则实施以下标准： 

(1) 在原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已支付团体押金； 

(2) 延期后，在新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支付团体押金； 

(3) 若东道主国队伍有意愿参加赛事，则自动进入排位上半区； 

(4) 若下一届东道主队伍有意愿参加赛事，则自动进入排位上半区； 

(5) 该小项前两级的其他名额，在各队已报名且满足 a)所述条件时，按照最近的

国际大体联赛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国际大体联大学生冬季

运动会或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锦标赛）排名高低自动填补。若有队伍不愿

参赛，则该名额根据国际大体联排名顺序填补； 

(6) 第三个四分之一区由根据国际大体联排名选出的队伍填补； 

(7) 第四个四分之一区根据各大洲代表情况筛选，优先考虑无排名的队伍（若

有）。  

国际大体联将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式至少七个月前宣布选择
的参赛队伍。 

（三）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前两个月，参加乒乓球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
缴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四） 种子  

个人赛事种子选手根据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排名，上届国际大体联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 比赛结果和国内排名确定。 

（五） 抽签 

团体赛抽签需依照国际乒乓球联合会规程，在全体技术会议上进行。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乒乓球技术委员会
主席审批。组委会必须至少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式前提前三个月前
邀请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乒乓球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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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官员人数 

25名国际技术官员： 

‐ 1 名总裁判； 

‐ 3 名副总裁判（2名国外裁判和 1 名国内裁判）； 

‐ 2 名电脑系统操作员； 

‐ 19名国外裁判员 。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商定，但至少包含： 

‐ 49名裁判员； 

‐ 6 名球拍检验员。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
大体联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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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     

一 概述  

（一） 跆拳道赛事将参照世界跆拳道联合会（WT）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若有任何分
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 7 天，包括： 

(1) 竞技赛： 

‐ 个人赛 

表 30 

男子 女子 

54公斤以下级 46公斤以下级 

54至 58公斤级 46至 49公斤级 

58至 63公斤级 49至 53公斤级 

63至 68公斤级 53至 57公斤级 

68至 74公斤级 57至 62公斤级 

74至 80公斤级 62至 67公斤级 

80至 87公斤级 67至 73公斤级 

87公斤以上级 73公斤以上级 

 

‐ 团体赛 

表 31 

男子 女子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2) 品势赛： 

‐ 个人赛 

表 32 

男子 女子 

个人 个人 

 

‐ 团体赛 

表 33 

男子 女子 

1 队三名选手 1 队三名选手 

混双项目（男、女各 1 人） 

 

（三） 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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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竞技赛：最多 16名选手（男女选手各 8名）。  

‐ 个人小项：每个重量级最多 1名选手。 

‐ 团体小项：最多男女各 1支队伍。 

男女团体赛队伍各由 4 名选手（3名选手+1名替补）组成，选自各参赛国的

16名竞技赛和 10名品势赛选手，总重量级要求如下： 

团体赛重量级范围：总体重。 

男子：4名选手（3+1 名替补）总体重不应超过 300 公斤。 

女子：4名选手（3+1 名替补）总体重不应超过 260 公斤。 

(2) 品势赛：最多 10名选手（男女选手各 5名），参加： 

‐ 个人小项：最多男女选手各 1名。 

‐ 团体小项：各项目限组 1队。男子 3人、女子 3 人，混双男子、女子各 1

人。 

‐ 每名选手在决赛中应进行一（1）套公认品势和一（1）套自由品势。 

‐ 得分分配：公认品势（50%）和自由品势（50%）。 

 

每名选手可参加多个组别品势赛。每名选手可参加竞技赛和品势赛。所有参赛
选手必须持有有效的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全球运动员证（GAL）。全球运动员证号码
必须正确填写在该选手的单项报名表上。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跆拳道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
缴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种子和抽签 

品势赛，个人竞技赛和团体竞技赛的抽签仪式应在全体技术会议后在同一地点
即刻进行。 

应使用电子抽签，由组委会组织并在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监督下进行。 

可根据世界跆拳道联合会世界排名章程的规定进行确定，基于选手的世界跆拳
道联合会世界排名决定种子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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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称重 

统一称重将在各组别比赛的前一天进行。 

随机称重将依据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的规则，在大运村进行。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世界跆拳道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跆拳道技术委员会
主席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前
邀请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跆拳道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44名国际技术官员： 

‐ 竞技赛：28名国际裁判； 

‐ 品势赛：16名国际裁判。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参赛队伍按照报名选手人数，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世界
跆拳道联合会国际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
国际大体联和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的合作协议）。  

相关大项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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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    

一 概述  

（一） 网球赛事将参照国际网球联合会（ITF）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出
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将持续 9 天，包括： 

(1) 个人赛： 

表 34 

男子 女子 

单打 单打 

双打 双打 

混合双打 

 

单打比赛将采取三盘两胜制。每盘都将采用平局决胜制。双打、混合双打和安
慰赛将采取三盘两胜制。前两盘采用平局决胜制、无占先的计分方式，盘数一比一
时以平盘决胜局（抢十分）来决定胜负。 

(2) 团体赛： 

男子团体名次根据男子单打、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的成绩决定。 

女子团体名次根据女子单打、双打和混合双打必赛的成绩决定。 

（三） 每个国家/地区最多可申报男女选手各 4 名参赛，参加： 

‐ 男子单打：最多 2 名选手； 

‐ 女子单打：最多 2 名选手； 

‐ 男子双打：最多 1 对选手； 

‐ 女子双打：最多 1 对选手； 

‐ 混合双打：最多 1 对选手； 

同时参加所有三个项目的选手，每天最多可能进行三场比赛。 

（四） 团体名次：  

（五） 每个国家或地区男、女团体的最终排名，根据最多 2 名单打选手的成绩、1 对双
打选手的成绩和 1 对混合双打选手的成绩决定。 

排名前 3 的团队将获得奖牌。 

参加双打项目的两名选手必须拥有相同国籍，且来自同一国家/地区大学生体育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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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网球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种子 

个人报名表中必须清楚填写单打及双打选手的最新成绩及“国际排名”成绩（参见
第 5.4.6条）。 

裁判长将根据抽签当周的最新“国际计算机系统排名”成绩，确定单打和双打
参赛选手的种子排序。如果选手没有单打和双打的国际排名，裁判长将根据其最近
参加国际网球联合会赛事的成绩或经国家/地区网球协会确认的国内排名进行排序。 

双打组合的种子选手数量和安放程序将遵照国际网球联合会规则执行。 

（三） 抽签 

抽签需依照国际网球联合会规则，在全体技术会议上进行。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网球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网球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前邀请
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网球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26名国际技术官员： 

‐ 1 名外籍裁判长（金牌）； 

‐ 1 名外籍副裁判长（银牌或铜牌）； 

‐ 1 名国内副裁判长（铜牌或以上）； 

‐ 1 名裁判组长（白牌或以上）； 

‐ 2 名国内助理裁判组长（国家一级）； 

‐ 10名外籍裁判员和 10名国内裁判员（白牌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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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
大体联与国际网球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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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       

一 概述  

（一） 排球赛事的举办将参照国际排球联合会（FIVB）最新的技术规程。如对规则解
读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会持续 11 天，包括： 

表 35 

男子 女子 

24支队伍赛事 16支队伍赛事 

 

比赛将在室内举行。 

（三） 每项赛事，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1 支队伍共 12 名队员。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五） 组委会可用 USB或类似媒介存储高质量的比赛录像，提供给国际大体联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选手： 

(1) 免费获取自己队伍的比赛录像。 

(2) 若获取对手的比赛录像，需收取费用（费用由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协商一致

确定）。 

（六） 比赛服装必须符合《国际大体联排球比赛服装指南》。 

二 赛前流程 

（一） 押金（参见总则第 5.3.5 条） 

除上述内容外，为获得进入队伍筛选流程的资格，代表团还应向国际大体联缴
纳团体项目押金。每支报名队伍支付 5,000欧元。 

（二） 队伍筛选 

团体项目队伍筛选时，若报名数超过可参赛队伍数，则实施以下标准： 

(1) 在原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已支付团体押金； 

(2) 延期后，在新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支付团体押金； 

(3) 若东道主国队伍有意愿参加赛事，则自动进入排位上半区； 

(4) 若下一届东道主国队伍有意愿参加赛事，则自动进入排位上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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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参与相关小项前两轮预赛的队伍，若以报名且满足 a)所述条件，则应根

据最近的国际大体联赛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国际大体联世

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或 FISU世界大学生锦标赛）最高排名进行筛选。若有

队伍不愿参赛，则该名额根据国际大体联排名顺序填补； 

(6) 第三个四分之一区由根据国际大体联排名选出的队伍填补； 

(7) 第四个四分之一区根据各大洲代表情况筛选，优先考虑无排名的队伍（若

有）。  

国际大体联将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式至少七个月前宣布入选
的参赛队伍。 

（三） 种子 

国际大体联排名依据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定义，并参
考以下标准： 

(1) 该大项最近两次的国际大体联赛事，记录时间可追溯至本次赛事的四年前； 

(2) 若 a)不适用，则国际大体联赛事该团体大项报名截止日时，可参考最新国际
联合会排名（或同等级别）高级别及相应年龄组； 

(3) 若 b)不适用，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 可酌情根据最近表现在余
下队伍中选出种子队。 

（四）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排球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五） 抵达日期 

队伍筛选必须在赛事开始至少一个月前，向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确认抵离日期。
未履行此义务的国家/地区被视为放弃参赛，候补名单中的队伍将作为替补。 

队伍筛选必须在其第一场比赛前至少 48小时到达大运村。主教练及队长需尽早
抵达，确保出席前期询问会议和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 

晚到队伍将接受 50%团队大项押金的罚款。罚款将由组委会在代表团到达注册
中心时，向代表团收取。  

晚到及违反国际大体联规程的行为，将交由国际大体联纪律委员会进一步处理。  

晚到的队伍，将无法保证能够按时完成注册，如导致被取消比赛资格需自付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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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排球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排球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至少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式前提前三个月前邀请
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除此之外，国际排球联合会将于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合作，提名排球裁判及判定
员技术小组委员会。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排球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60名国际技术官员： 

‐ 女子赛事 16名国际排球联合会裁判和国际裁判候选人； 

‐ 男子赛事 24名国际排球联合会裁判和国际裁判候选人； 

‐ 20名排球裁判和判定员技术小组委员会成员。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按照报名队伍数量，参赛队伍必须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
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
见国际大体联和国际排球联合会的合作协议）。  

相关大项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技术小组委员会成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
见国际大体联与国际排球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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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球      

一 概述  

（一） 水球赛事将参照国际游泳联合会（FINA）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
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会持续 13 天，包括：  

表 36 

男子 女子 

16支队伍赛事 12支队伍赛事 

 

（三） 每项赛事，每个国家/地区可申报 1 支队伍共 11 名队员及不超过 2 名守门员。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五） 组委会可用 USB或类似媒介存储高质量的比赛录像，提供给国际大体联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选手： 

(1) 免费获取自己队伍的比赛录像； 

(2) 若获取对手的比赛录像，需收取费用（费用由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协商一致  

确定）。 

（六） 比赛服装必须符合《国际大体联水球比赛服装指南》。 

二 赛前流程 

（一） 押金（参见总则第 5.3.5 条） 

除上述内容外，代表团还应向国际大体联缴纳团体项目押金，以保证进入队伍
筛选流程。每支报名队伍支付 5,000欧元。 

（二） 队伍筛选 

团体大项队伍筛选时，若报名数超过可参赛队伍数，则实施以下标准： 

(1) 在原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已支付团体押金； 

(2) 延期后，在新截止日期前报名/提名、支付团体押金； 

(3) 若东道主国队伍有意愿参加赛事，则自动进入排位上半区； 

(4) 若下一届东道主队伍有意愿参加赛事，则自动进入排位上半区； 

(5) 该小项前两级的其他名额，在各队已报名且满足 a)所述条件时，按照最近的
国际大体联赛事（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大体联冬季大运会或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锦标赛）排名高低自动填补。若有队伍不愿参加下一
个小项的比赛，则该名额根据国际大体联排名顺序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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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三个四分之一区由根据国际大体联排名选出的队伍填补； 

(7) 第四个四分之一区根据各大洲代表情况筛选，优先考虑无排名的队伍（若有）； 

(8) 国际大体联将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至少七个月前宣布入
选的参赛队伍。 

（三） 种子 

国际大体联排名依据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定义，并参
考以下标准： 

(1) 该大项最近两次的国际大体联赛事，记录时间可追溯至本次赛事的四年前； 

(2) 若 a)不适用，则国际大体联赛事该团体大项报名截止日时，可参考最新国际
联合会排名（或同等级别）高级别及相应年龄组； 

(3) 若 b)不适用，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际技术委员会 可酌情根据最近表现在余
下队伍中选出种子队。 

（四）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水球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五） 抵达日期 

队伍筛选必须在赛事开始至少一个月前，向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确认抵离日期。
未履行此义务的国家/地区被视为放弃参赛，候补名单中的队伍将作为替补。 

队伍筛选必须在其首场比赛 48小时前抵达大运村。 

晚到队伍将接受 50%团队大项押金的罚款。罚款将由组委会在代表团到达注册
中心时，向代表团收取。  

晚到及违反国际大体联规程的行为，将交由国际大体联纪律委员会进一步处理。  

晚到的队伍，将无法保证能够按时完成注册，如导致被取消比赛资格需自付责
任。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将由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国际游泳联合会提名及筛
选。 

参赛国家/地区可建议： 

‐ 男子赛事：2名国际游泳联合会注册的国际裁判（1名提名及 1 名替补）； 

‐ 女子赛事：2名国际游泳联合会注册的国际裁判（1名提名及 1 名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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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四个月向组委会提供提名裁
判的姓名。若在此截止日前未收到相关姓名，国际游泳联合会有权安排替代官员。 

除此之外，国际游泳联合会将提名 2 名中立裁判。 

（二） 技术官员人数 

30名国际技术官员： 

‐ 女子赛事 12名国际游泳联合会裁判； 

‐ 男子赛事 16名国际游泳联合会裁判； 

‐ 2 名中立国际游泳联合会裁判。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按照报名队伍数量，参赛团队必须向组委会缴纳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以承担
国际游泳联合会国际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
见国际大体联和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合作协议）。  

相关大项参赛选手/队伍的国际技术官员贡献费，参见技术规程第 4.4.2条。 

中立裁判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大体
联与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国际游泳联合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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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艇      

一 概述  

（一） 赛艇赛事将参照国际赛艇联合会（WR）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舵手（无论男女）
相关规则除外。如对规则解读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根据比赛通知，原则上，赛事会持续 3天，包括以下小
项： 

表 37 

男子 女子 

单人双桨（M1×) 单人双桨（W1×) 

双人双桨（M2×) 双人双桨（W2×) 

双人单浆无舵手（M2－） 双人单浆无舵手（W2－） 

四人单浆无舵手（M4－） 四人单浆无舵手（W4－） 

八人单浆有舵手（M8+） 八人单浆有舵手（W8+） 

混合四人双桨（Mix4×） 

轻量级 

单人双桨（LM1×) 单人双桨（LW1×) 

双人双桨（LM2×) 双人双桨（LW2×) 

 

（三） 每个小项，每个国家/地区最多可报名 1 条艇参赛。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五） 组委会将向所有参赛队（含亚洲参赛队）提供免费赛艇和船桨。所有竞赛器材将
由国际赛艇联合会官方器材合作伙伴提供。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赛艇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预付款金额为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队伍筛选 

若参加一个小项的艇数超过航道数量时，则应根据国际赛艇联合会竞赛规则，
采用预赛晋级或计时制。 

（三） 抽签和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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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项比赛中，每轮比赛间需间隔两小时。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比赛
中使用通过预赛晋级系统应遵循国际赛艇联合会竞赛规则（规程 57 及附件 R7 的附
则）的规定。 

预赛第一轮抽签应在全体技术会议中举行，原则上应为第一轮预赛前一天。抽
签规则为随机。 

若有小项在抽签时报名参赛艇少于 7 支，则进行预赛确定决赛赛道。 

抽签需该小项官方计时器使用的软件进行。 

抽签后，如果参赛选手在第一场预赛开始前一个小时退出比赛，并且这样的退
出导致剩余选手参加预赛和复赛的组数变化或对预赛产生不平衡影响，国际大体联
技术委员会主席应重新抽签。 

（四） 上述规则中未尽事宜，参见国际赛艇联合会竞赛规则。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赛艇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赛艇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至少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式前三个月前邀请此类
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赛艇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19名国际技术官员： 

‐ 1 名裁判委员会主席，由东道主国提名（持有国际裁判执照）； 

‐ 18名裁判员。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参见国际大体联与国
际赛艇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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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      

一 概述  

（一） 射击赛事将参照国际射击联合会（ISSF）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出
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原则上，赛事会持续 5 天，包括： 

(1)  步枪分项： 

表 38 

男子 女子 

10米气步枪（60发） 10米气步枪（60发） 

50米步枪三种姿势（3 x 40 发） 50米步枪三种姿势（3 x 40发） 
混合团体气步枪 

 

(2) 手枪分项： 

表 39 

男子 女子 

10米气手枪（60发） 10米气手枪（60发） 

25米手枪速射（60 发） 25米手枪（30 + 30发） 

混合团体气手枪 

 

资格赛：各小项需以个人形式完成。50 米小项中，若报名选手数量超过预期数
量，需进行淘汰赛。 

最终轮即为决赛。步枪和手枪个人小项资格赛中成绩最高的前八名选手进入决
赛。男子手枪速射小项，成绩最高的前六位进入决赛。 

(3) 团体名次：  

以下小项：10 米气步枪（男子和女子），50 米步枪三种姿势（男子和女子），
10 米气手枪（男子和女子），25 米手枪速射和 25 米手枪，团队名次由所有资格赛
的总成绩决定。 

（三） 每个参赛国可申报不超过 21 名选手，参加： 

(1) 步枪分项 

‐ 男子小项：最多 5 名选手，且各小项不超过 3 名选手； 

‐ 女子小项：最多 5 名选手，且各小项不超过 3 名选手； 

‐ 混合团体赛：最多 1组选手，且亦为个人赛选手。 

(2) 手枪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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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小项：最多 7 名选手，且各小项不超过 3 名选手； 

‐ 女子小项：最多 4 名选手，且各小项不超过 3 名选手； 

‐ 混合团体赛：最多 1组选手，且亦为个人赛选手。 

(3) 团体名次：  

每个国家/地区的 3 名选手（男子和女子）成绩将被记入最终排名。选手人数少
于 3 人的国家/地区，将不参加团队名次奖牌角逐。  

 

（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针对团体名次，团体构成应在全体技术会议或分项比赛开始前至少 48小时确认。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五） 所有选手必须参加赛事开始前一天进行的正式训练。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射击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选手需在报名表中注明参加的项目：个人小项、混合团体小项、或都参加。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射击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射击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前邀请
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射击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16名国际技术官员： 

‐ 10名外籍国际射击联合会裁判团成员（A，B类执照）； 

‐ 6 名国内国际射击联合会裁判团成员（A，B类执照）。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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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
大体联与国际射击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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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      

一 概述  

（一） 武术赛事将参照国际武术联合会（IWUF）最新的技术规程举办。如对规则解读
出现分歧，以英文版为准。  

（二） 竞赛的赛事安排和时长由国际大体联执行委员会与组委会、国际大体联运动会国
际技术委员会协商决定。赛事会持续 4天，包括： 

(1) 武术套路： 

表 40 

男子 女子 

长拳 长拳 

刀术 剑术 

棍术 枪术 

南拳 南拳 

南棍 南刀 

太极拳 太极拳 

太极剑 太极剑 

 

长拳，刀术，棍术，剑术，枪术，南拳，南棍和南刀套路的比赛时长不应少于 1

分 20 秒。  

太极拳和太极剑套路的比赛时长应在 3到 4分钟之间。 

(2) 武术散打 

表 41 

男子 女子 

52公斤 52公斤 

60公斤 60公斤 

70公斤 

80公斤 

 

每场比赛由三局组成，每局净打 2 分钟，局间休息 1 分钟。选手两局获胜；或
将对手重击倒地不起；或满足国际武术散打比赛规程规定的战术胜利，则可判定为
赢得该场比赛。 

（三） 每个参赛国可申报不超过 1 个队伍，由 8 名选手组成，分别是： 

‐ 4 名武术套路选手（各套路小项不超过 1 名选手参赛，每名选手参加不超过 2

项套路小项）； 

‐ 4 名武术散打选手（各重量级不超过 1 名选手参赛，最多为总共 3名男子散打
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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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代表团团长或其代表需签字确认选手正式名单。 

未在第一次全体技术会议上确认的报名将视为无效，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除外。 

二 赛前流程 

（一） 预付款 

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两个月，参加武术项目的国家/地区必须缴
纳预付款以确认参会（报名选手和官员参会费用的 50%）。 

预付款由组委会直接收取。 

（二） 抽签 

抽签由国际武术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依照国际武术联合会技术规程，在全体技
术会议上进行。  

（三） 称重 

正式称重将在该重量级比赛的前一天进行。 

三 技术官员 

（一） 提名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由国际武术联合会提名，国际大体联武术技术委员会主席
审批。组委会必须在国际大体联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前至少提前三个月前邀请
此类国际技术官员。 

组委会和国家协会将委派国内技术官员，补充武术项目所需技术官员团队。  

（二） 技术官员人数 

32名国际技术官员： 

‐ 3 名仲裁委员会成员； 

‐ 2 名总裁判长； 

‐ 2 名裁判长； 

‐ 21名裁判员； 

‐ 2 名编排记录长；  

‐ 1 名医务人员； 

‐ 1 名检录长 。 

国内技术官员的人数应由组委会和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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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抵离日期 

所有国际技术官员均需在国际大体联和组委会商定的第一次技术会议前一天抵
达，赛事结束次日离开，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四） 住宿 

需为国际技术官员提供单人间，国际大体联另行说明者除外。 

（五） 财务义务 

国际技术官员的相关成本（交通、住宿、三餐和每日津贴，津贴数额参见国际
大体联与国际武术联合会的合作协议）由组委会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