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体育比赛规则顾问委员会对 2008 年 1 月公布规则的变更建议  
 

冬季体育比赛规则 
 

注：有关所规则变更建议的详细内容（包括已接受和未接受的变更），请咨询本地体育总监。本文档不包括

SRAC在2007年否决的建议。 

 
 

高山滑雪 
规则变更建议：增加 C.2 节 雪橇 

a. 新手与初学者可使用 100 厘米或以上的雪橇。 
b. 高山滑雪运动员可使用 130 厘米以下的雪橇，作为滑雪工具的一部分，以照

顾运动员的身体残疾，即支架。 
c. 裁判保留批准使用较短雪橇的权力。 

最终决议： 
批准 
注：调整相应大纲 

 
 
 

高山滑雪  
规则变更建议：  将 E.2.a.3.a 节中的“斜坡”（SLOPES）改为“滑雪杆”

（Poles）。 
最终决议：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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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滑雪 
规则变更建议：删除 D.2.b 节中申诉裁判团必须安排两名教练的要求。更改后的规

定为： 

应由技术代表指定比赛裁判团人选。裁判团应由技术代表指定的比赛首席代表、场

地首席代表及其他官员组成。技术代表任裁判团主席，且只在出现平局时投票表

决。裁判团决议应以大多数票数通过。  
最终决议 

删除 D.2 节。 

增加 E.2 节，新增内容为： 

参考第 I 条 G 节有关裁判团或体育规则委员会组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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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滑冰 
规则变更建议：增加分组指示，要求较小年龄分组 。 

最终决议： 
未批准 ――第 I 条已经提供了此选项。 

 
 

花样滑冰 
规则变更建议：改变 E.2.b 节，为一级双人自由滑项目（Pairs Freeskate Program）

增加规定动作。 新增内容为： 
 
一级双人自由滑项目（Level 1 Pairs Freeskate Program） 
一级双人自由滑项目不应超过 1 分钟 30 秒±10 秒。音乐应为器乐曲。 
 
该项目必须包括以下 12 种动作中的 8 种： 
• 手拉手同步前进推刃。 
• 手拉手顺时针共同前进交叉滑行。  
• 手拉手逆时针共同前进交叉滑行。 
• 同步双足旋转 
• 肩并肩向前轴心双人旋转，姿势可选。 
• 双人燕式平衡，姿势可选。 
• 同步手拉手兔跳。 
• 直线接续步 
• 手拉手后退推刃 
• 静止托举（不超过男运动员肩膀） 
所有较高级别的动作都要强制性扣分.2。 
最终决议 
该条更改建议得到批准，但作者应明确选项数目（10 项或 12 项）。作者还应检查

其他规则，与本条格式保持一致，但主要内容应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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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滑冰  

规则变更建议：改变 E.2.D 节，为二级双人自由滑项目（Pairs Freeskate Program）

增加规定动作。 新增内容为： 
 
二级自由滑项目（Level 2 Freeskate Program） 
二级自由滑项目不应超过 2 分钟±10 秒。音乐应为器乐曲。 
该项目必须包括以下 11 种动作中的 8 种： 
• 后退交叉，姿势可选――顺时针 
• 后退交叉，姿势可选――逆时针 
• 固定姿势拖刀（姿势可选） 
• 固定姿势燕式平衡（资势可选） 
• 兔跳托举 
• 托举，男运动员限转体 1 ½圈 ，女运动员限转体 2 圈，男运动员双臂不需完全

伸展。 
• 直线、圆圈、蛇行线接续步（方式可选――至少 8 步）。 
• 同步跳（跳跃可选择） 
• 单足同步旋转，3 圈。 
• 单足双人旋转，姿势可选，3 圈。 
无男运动员完全伸展双臂的过头托举。 
无固定燕式平衡。 
无抛跳。 
所有较高级别的动作都要强制性扣分.2。 
最终决议： 
该条更改建议得到批准，但作者应明确选项数目。作者还应检查其他规则，与本条

格式保持一致，但主要内容应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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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滑冰 

规则变更建议：增加 F.4 节 

融合运动双人： 

1) 融合运动男性伙伴  

2) 融合运动女性伙伴 

 
最终决议 

修改 A 节――正式项目： 

4. 融合运动双人滑冰 

      1. 融合运动男性伙伴与一名运动员 

      2. 融合运动女性伙伴与一名运动员  

 
 

花样滑冰 
规则变更建议：:  

为帮助教练充分利用比赛规则，本手册包括了所有动作要素，以明确区分各个级别

的动作。 
 
 
最终决议：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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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鞋 
规则变更建议：改变 B.1 节，使其更为详细：更改后的规则为： 
封闭雪道应为 400 米长的连续环线，每名运动员的雪道宽至少 1 米。总长 400 米的

雪道应保持基本平整。长途雪道应包括各种地形。 
 

以及 
在 B.2.e.节中增加“可使用 400 米环道作为起点和终点。”  
最终决议：增加 B.1 节 
封闭雪道应为400米长的连续环线，每名运动员的雪道宽至少1米。长途雪道

应包括各种地形。 
 
 

雪鞋 
规则变更建议：:改变 B.2 节，明确雪道地形与布局选项。 
最终决议：批准增加 B.2 节 
1. 比赛场地具体布局应符合以下要求： 
 

a. 25米、50米和100米赛跑。将雪道的直线区域辟作跑道，或将其

他雪道设为跑道，以保证比赛同步进行。 
b. 200米赛跑。利用400米跑道的一部分进行比赛。 
c. 400米赛跑。 利用整圈400米跑道进行比赛。 
d. 800米赛跑。利用400米跑道，跑两圈。 
e. 1600米赛跑。赛道应包括各种地形，也可使用400米环形跑道作为起点和终

点。 
f. 5公里与10公里赛跑。赛道应包括各种地形。 
g. 4 x 100米接力。利用400米跑道比赛。 
h. 4 x 400米接力。利用400米跑道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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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鞋 
规则变更建议：在C.1节中增加下列内容。 
应在鞋的最长点和最宽点测量。 
最终决议 
接受 

 
雪鞋 

规则变更建议：修正 D.2.f 节 

沿赛道安排的场地裁判负责查看比赛进程，同时监督SECTION E.4.c节的规则

是否得到了执行。  
最终决议： 批准 

 
雪鞋 

规则变更建议：明确 E.3.节有关正确起跑的内容：更改后的内容如下： 
 
1. 起跑 

a. 在赛道起点，雪鞋运动员的双脚脚尖必须放在起跑线后。起跑线以色彩或其

他标志在雪中标识。起跑前，雪鞋运动员的身体或衣服均不得接触起跑线或

起跑线前的雪。  

b. 两次起跑犯规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c. 禁止使用所有可能令运动员占据起跑优势的支持装置，如起跑器或起跑洞。 
d. 每场比赛的各个小组都应集中起跑，不采用定时间隔起跑。 
e. 起跑命令“各就各位－跑”（Racers ready – Go）发出后，选手可离开起跑

区。 
f. 在起跑信号发出前起跑的运动员被视为起跑犯规。运动员犯规后，应向运动

员告知并重新开始比赛。 
g. 起跑命令如下：1.口头说出“各就各位”（Racers Ready）（此时运动员应

保持起跑姿势）2.口头说出“跑”（Go）或打响发令枪。此外还可使用辅助

性视觉信号（旗）以帮助有听觉障碍的运动员获得起跑信号。 
最终决议：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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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鞋 

规则变更建议：改变 E.4 节，明确赛道设置以及与继续比赛有关的新规则。更改后

的 E.4 节为： 
4. 赛跑 
 

a. 只有裁判和参赛运动员才能进入赛道。 
b. 25、50和100米赛跑应在直线跑道上举行。 

c. 使用曲线跑道时，无论使用瀑布式起跑或根据赛道形状采用的其他起跑形

式，比赛总监（Race Director）都应确保所有运动员都跑过了相同的距离。  
d. 比赛过程中如有运动员跌倒、雪鞋出现问题或发生纠结，或偏离跑

道，运动员将获得两分钟的时间解决这些问题。在100米或100米以上

比赛中，运动员每两分钟应朝向终点方向移动至少20米。不能达到两

分钟要求、或接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帮助的运动员都将被取消比赛资

格。距离最近的场地裁判负责向运动员发出一分钟警告及犯规计时。 
e. 在双脚雪鞋穿着完毕前，运动员前行距离不得超过三

（3）米。 
最终决议： 批准 

 
雪鞋 

规则变更建议：增加 E.6 节 ，要求接力小组成员为四人。增加内容为： 
 

每名选手必须完成整个接力赛程的四分之一。所有选手都不得完成一段以上

的赛程。  
最终决议 ：批准 

 
雪鞋 

规则变更建议：在 E.7. 9）中增加相关内容，明确规定接受物理协助的比赛选手将

被取消比赛资格。更改后的 E.7.9）的内容： 

 

在选手跨过起跑线后、到达终点线前的任何时间接受物理协助。  
最终决议：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