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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文件 

校体发〔2020〕1 号 

关于举办南京邮电大学第五十一届田径运动会

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分工会、各职能部门： 

学校第五十届田径运动会定于 10月 30 日-31日举行，竞赛

规程、网上报名方法、竞赛日程预排（学生组）、教工趣味项目

规则等详见附件，请各单位按照要求积极准备。 

 

 

2020 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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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主办单位： 

南京邮电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比赛时间： 

2020 年 10 月 30—31日（星期五、星期六） 

三、比赛地点： 

仙林校区主田径场 

四、参赛单位： 

（一）学生组 

1．本科甲组（10 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自动化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物联网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

外国语学院，通达学院。 

2．本科乙组（10 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理学院，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现代

邮政学院、现代邮政研究院，传媒与艺术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

学院，贝尔英才学院，海外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应用技术

学院。 

3．研究生组（17 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自动化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物联网学院，理学院，地理与

生物信息学院，现代邮政学院、现代邮政研究院，传媒与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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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

外国语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海外教育学院。 

（二）教工组（25 队） 

机关，后勤、基建，科研与产业，图书馆、档案馆，通信与

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计算机学院、

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物联网学院，理学院，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现代邮政学院、现代邮政研究院，传媒与艺术学院，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外国语学院，教

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贝尔英才学院，海外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

院，工程训练中心，通达学院。 

五、竞赛项目： 

（一）学生组： 

1．男子甲、乙、研究生组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米、5000米、4×100

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掷沙包、

引体向上（5人团体）。 

2．女子甲、乙、研究生组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米、1500 米、4×100米接力、

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掷沙包、仰卧起

坐（5人团体）。 

3．男女混合组（甲、乙组） 

20×50 米迎面接力（10 男 10女） 

（二）教工组 

1．教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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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组（40 岁以下，1981年后生） 

30 米赶牛、5000米、掷沙包、对踢毽子（双人）、立定跳远、

投篮、羽毛球（双人）、足球（双人）、4×100米。 

（2）女子组（35 岁以下，1986年后生） 

30 米赶牛、5000米、掷沙包、对踢毽子（双人）、立定跳远、

投篮、羽毛球（双人）、4×100米。 

（3）男女混合组 

30 米心心相印（1 男 1 女）、拾贝（1 男 1女）、20米同舟共

济（2男 2 女）、30 米毛毛虫竞速（2 男 2 女）、30米车轮滚滚（2

男 2 女）。 

2．教中组 

（1）男子组（40-50 岁，1971年-1980年生） 

30 米赶牛、5000米、掷沙包、对踢毽子（双人）、立定跳远、

投篮、羽毛球（双人）、足球（双人）。 

（2）女子组（35-45 岁，1976年-1985年生） 

30 米赶牛、5000米、掷沙包、对踢毽子（双人）、立定跳远、

投篮、羽毛球（双人）。 

（3）男女混合组 

30 米心心相印（1 男 1 女）、拾贝（1 男 1女）、20米同舟共

济（2男 2 女）、30 米毛毛虫竞速（2 男 2 女）、30米车轮滚滚（2

男 2 女）。 

3．教老组 

（1）男子组（50 岁以上，1971年前生） 

20 米托球跑、30米赶牛、5000 米、立定跳远、掷沙包、投

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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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子组（45 岁以上，1976年前生） 

20 米托球跑、30米赶牛、5000 米、立定跳远、掷沙包、投

篮。 

（3）男女混合组 

拾贝（1 男 1女）。 

4．教工不分组别项目：运转乾坤（3 女 5男）。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在校

在籍学生(含留学生)、教职工。 

七、报名规定： 

（一）高水平运动员需在姓名后加 T。 

（二）参赛运动员，每人限报二项（含双人项目），另可兼

报接力和集体项目。学生组每项限报二人（含高水平运动员）；

教工组每项限报两人（对）。参加学生组 20×50米迎面接力、引

体向上、仰卧起坐运动员必须是普通学生。 

（三）教工组可跨组别参赛，但必须是高年龄组参加低年

龄组比赛，不可同时参加两组别比赛。 

（四）报名截止日期： 2020 年 10 月 18 日。登录

www.tjydh.net/bmv20/index.asp?id=75 网站报名，具体报名方

法见附件 2。学生组网上报名表打印一份盖学院章，交至体育部

102 办公室。教工组网上报名表打印一份盖分工会章，交至行政

楼 337 办公室。逾期不报网站将自动关闭无法补报。赛事咨询：

丁锋老师，联系电话：13390907231。 

八、资格审查： 

为端正赛风，运动员（含教工）必须携带智慧校园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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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姓名清晰）或其他身份证件参赛否则取消比赛资格。比赛中或

比赛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者，取消比赛资格和获

奖名次，同时，取消该运动员所在单位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和团体总分排名，给与大会通报批评并扣减各学院体育贡献奖诚

信积分。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和《南京邮电大学趣味项目竞赛规则》。 

（二）径赛项目，100 米、200 米采用 2 个赛次，其它各项

采用 1 个赛次。高水平运动员不参加决赛，预赛成绩带入决赛，

按成绩同等名次录取。 

（三）报名人数不足 3人（对、队）的项目，取消该项目比

赛，由大会秘书处提前通知报名单位，可更改报名人或者项目。

不足 8 人（对、队）参加比赛的项目，按实际参赛人（对、队）

录取。如有多报者，由竞赛组从后往前取消项目。 

（四）径赛项目的分组、道次，田赛项目的试投、试跳顺序

均由竞赛组代抽签确定。 

（五）高水平运动员按同等名次录取。 

十、录取名次、计分和奖励办法： 

（一）个人名次、计分 

1．各项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计分。 

2．引体向上、仰卧起坐、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

20×50 米迎面接力、20 米同舟共济、30 米毛毛虫竞速、30米车

轮滚滚、50米运转乾坤双倍计分；学生组 20×50米迎面接力得

分平均计入男子、女子团体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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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体名次 

1．本科甲组、乙组：男子团体名次、女子团体名次、男女团

体名次，均录取前六名。 

2．研究生组和教工组：男女团体名次录取前八名。 

如遇积分相等，以打破纪录（人、次）数多者列前；如仍相

等，以第一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三）破纪录加分 

打破校田径最高纪录者加 9分；在同一项目比赛中，连续多

次打破同一纪录者，只计一次加分。 

（四）奖励 

1．获学生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单项前八名的

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获教工组单项前八名运动员、5000米完赛

运动员颁发纪念品。 

2．获团体名次的运动队颁发奖杯。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具体办法另定，限学生组） 

十二、裁判员： 

裁判员从教师和学生中挑选责任心强，工作负责，作风正派

的教师和学生担任。 

十三、竞赛要求： 

（一）运动员必须讲文明、讲礼貌、尊重裁判、服从裁判。 

（二）参赛运动员胸前必须配带号码布参加比赛，无号码布

者不得参加比赛。 

（三）严禁冒名顶替，如有违规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比赛

资格与名次，并给予大会通报批评。 

（四）比赛中要发扬风格，赛出水平，注意安全，服从指挥，



 ─ 8 ─ 

严防伤害事故。 

（五）各院按指定地点组织学生观看比赛，没有当场比赛项

目者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十四、解释权： 

本规程解释权属南京邮电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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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系统进入：登录 www.tjydh.net/bmv20/index.asp，用户

名按钮选择单位，初始密码 1234578。XX 学院代表本科生组代表

队、XX 学院-研代表研究生组代表队、XX 学院-教代表教工组代

表队。 

 

2.修改密码：参赛单位收到比赛通知后赛事负责人需及时修

改登录密码。 

3.报名截止日期：2020 年 10月 18 日 

4.工作人员报名：领队报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分工会主席，

教练报教师、辅导员、院学生会体育部负责人。 

5.运动员报名：学生组高水平运动员姓名后需加“T”。在

组别栏选择填报组别，填完后点击保存提交再选其它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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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组双人项目须报齐两人（如足球 A，须报两个足球 A）；

男女混合两人项目须先在男子组录入男运动员、女子组录入女运

动员，然后在混合组报比赛项目。 

 

6.教工组运动员跨组：运动员只能由高年龄组跨到低年龄组，

不能同时参加两个组别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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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印报名表：一份上交（学生组交到体育馆 102 办公室，

教工组交到行政楼 337办公室），一份自己保留。 

8.赛事咨询：丁锋老师  1339090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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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 10 月 30日 

上午 下午 

径赛 田赛 径赛 田赛 

100米预、 

400米、 

1500米（女） 

学男甲铅球、学女乙跳远、学男乙跳高、学女

甲三级跳远、研女跳远、 

100米决、 

5000米、 

4×100 米接

力 

学男甲跳远、学男乙铅

球、学女乙跳高、学女甲

铅球、学男乙三级跳远、

研男三级跳远、研女跳高 

2020 年 10 月 31日 

上午 下午 

径赛 田赛 径赛 田赛 

200米预、 

800米、 

20× 50 米迎

面接力、 200

米决 

研男铅球、学女甲跳远、学男甲跳高、研女掷

沙包、学男乙掷沙包、学男甲引体向上、学男

乙引体向上、学男甲掷沙包、学女甲掷沙包、

学女乙三级跳远、学女乙铅球、研男跳高、研

男跳远、研女三级跳远、研男引体向上 

1500米（女）、 

4×400 米接

力 

研女铅球、学男乙跳远、 

学女甲跳高、研男掷沙

包、学女乙掷沙包、学男

甲三级跳远、学女乙仰卧

起坐、学女甲仰卧起坐、

研女仰卧起坐 

注：根据报名人数单元项目稍作调整，以秩序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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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30 米毛毛虫竞速（2 男 2女） 

比赛开始前，二男二女骑在毛毛虫上，双手把住固定把手立

于起跑线后，裁判员发令后，四名队员通过协同配合使毛毛虫在

赛道上行进，以毛毛虫触及终点线垂直面为计时停止，用时少者

名次列前。 

2、30 米车轮滚滚（2 男 2女） 

比赛开始前，4名队员排成一个纵队，双脚站立于器材内侧，

双手举起道具，人与器材立于起跑线后。裁判发令后，4名队员

相互配合转动“履带”，向前行走，双脚必须踏在空格之内或者

海绵横条上向前行进。当参赛队伍所使用器材的前端，触及终点

线所在的垂直面时，计时停止，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比赛中如

果没有转动器材，直接拖动器材到终点的，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禁止双脚踩出器材外侧，出现一次总时间加 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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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米同舟共济（2 男 2女） 

比赛开始前，四名队员站在一个竹筏上，手拿另一个竹筏，

裁判发令后，在 2.5 米赛道内交替前进，两个竹筏和四名运动员

完全过终点线，比赛结束。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运动员脚落地或

手撑地一次，加 5 秒。有下列之一取消比赛资格：1、运动员或

竹筏出赛道，干扰了其他队员；2、竹筏没过终点线，运动员下

筏。 

4、20 米托球 

比赛开始前，运动员用球拍托住乒乓球（手不能扶球）站在

起跑线后。听到发令信号，运动员迅速用球拍托住球往前跑，如

球掉地，捡球回到掉球点继续比赛。比赛过程中，用手夹球取消

比赛成绩。 

5、30 米心心相印（1 男 1女） 

每组一男一女两人，背夹排球，步调一致向前走，不得以手

和臂碰到球，否则一次罚 2 秒；如球掉地，从掉球点继续比赛。

比赛过程中出现手持球、臂夹球、掉球没有从掉球点继续比赛之

一，取消比赛资格。 

6、30 米赶牛 

运动员手持赶牛棒，把实心球（2KG）放在起跑线后，发令

后，运动员用赶牛棒迅速拨、推实心球在 2.5米赛道内前行，人

和实心球绕过 9 个障碍物（间距 3 米）到达终点,用时少者名次

列前。有下列之一取消比赛资格：1、比赛过程中，用手和脚故

意控球；2、人和实心球没有同时绕过障碍物；3、障碍物碰倒后

没有原地扶起；4、人或实心球出界干扰了其他队员；5、过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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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障碍物后冲刺，人或实心球出界。 

7、羽毛球（双人） 

发球、接发球运动员站在发球线后（同侧、异侧均可）进行

发球和接发球，接发球运动员直接向球网下桶内击球。如有一方

违例，进球无效。发球用时 1分钟，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如进

球数相同，以发球数少者列前。 

注：桶的大小 27CM×27CM,桶放置在网下边线内。 

 

8、踢毽子（双人） 

每对运动员各在直径为 2 米的圈内对踢（两圈间隔 1 米）。

踢毽子时，两脚不允许接触圈以外地面，可以用躯干和下肢的任

意部位接触毽子，以双方各踢一次为 1个。2 分钟内按实际对踢

数计算，对踢数多者名次列前，如对踢数相同，以失败数少者列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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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足球（男，双人） 

每对选手踢 20 只足球。发球人距离球门平行距离 5 米，接

球人距离球门 10 米。发球人将球发至接球人所在直线后，接球

人在线后直接完成射门。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如进球数相同，

以用时少者列前。 

 

10、投篮 

运动员站在罚球线后，1分钟内自投自捡，计算投中个数和

投篮次数；如投中个数相同的，以投篮次数少者列前。 

11、拾贝（1 男 1 女） 

男为接贝员，女为掷贝员。接贝员用腰带将两只接贝用的小

篓系于腰的两侧，站在接贝区内，两臂放在背后，掷贝员分别从

A、B、C、B、A……依次掷贝（A、C 点各 5 个贝、B 点 9 个贝），

接贝员用篓接弹起的贝（弹一次）。掷贝员距离接贝员 5 米，接

贝员接贝时，不得用手臂帮助接贝，贝已经进入篓里后又弹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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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进篓贝数计算，若运动员违规掷、接贝，此贝进篓无效。

进贝数多者名次列前，如进贝数相同，以用时少者列前。 

 

12、50 米运转乾坤（5 男 3女） 

比赛开始前，8人抓住把手托起大球，人与大球立于起跑线

后。裁判发令后，8 名队员通过协调配合托着大球在跑道上跑，

以大球过终点线垂直面时为计时停止，用时少者名次列前。若球

掉落，必须回到掉落处，重新将球托好才能继续出发，否则总时

间加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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