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首届中国大学生飞盘技巧线上挑战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二、协办单位

康湃思（北京）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三、独家运营单位

杭州飞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四、参赛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会员单位

五、竞赛项目

（一）飞盘基础技能：一分钟传接盘挑战

（二）飞盘个人技能：回收盘挑战

（三）飞盘花式技巧：花式掷准挑战

六、竞赛时间

（一）比赛时间：2021 年 9 月至 10 月

（二）报名时间：2021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

（三）各单项时间窗口：

1.飞盘基础技能：9 月 11 日至 9 月 24 日提交参赛视频，

9 月 27 日公布比赛结果。



2.飞盘个人技能：9 月 11 日至 9 月 24 日提交参赛视频，

9 月 27 日公布比赛结果。

3.飞盘花式技巧：9 月 11 日至 9 月 30 日提交参赛视频，

组委会两个工作日内审核后上传“飞盘文化“抖音号，10 月

8 日 12:00 截止统计点赞数据，10 月 11 日公布最终结果。

七、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中国国籍，并按照教育部关

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

的特殊招生政策），经考生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

生办）审核录取后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校

在读学生（非独立院校、短期职业大学和成人高校的学生均

不得报名参赛）。

（二） 2021 届毕业生可以参赛，2021 级新生不得参赛。

（三）参赛运动员须思想进步，文化课考试合格，遵守

学校各项纪律和有关规定。

八、参赛条件及办法

（一）所有参赛院校需在《中国学生体育信息服务系统》

（www.nssc.org.cn）中进行网上会员单位注册。注册问题

咨询电话：孙变丽，010-66093753。

（二）参赛运动员须按竞赛规程要求，自行录制、拍摄

并提交视频，具体办法详见以下各单项竞赛办法。

（三）以学校为单位报名，运动员需来自同一所学校。



（四）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1 名，运动员

不限。

（五）本次赛事参赛平台为“飞盘文化”公众号及“飞

盘文化”抖音号，每单项挑战最终评审结果将在公众号公布。

九、竞赛办法

（一）飞盘基础技能：一分钟传接盘挑战

1.比赛场地：选择平整、空旷的场地，相距 10 米放置

两个标志点或设置两条标志线。

2.挑战规则：

（1）两人相隔十米（不允许第三人捡盘），使用一个大

赛专用飞盘进行传接，以一分钟内成功接到飞盘次数为比赛

成绩。

（2）如掉盘，该次传接不计成绩，捡盘后开始新一次

传接，此前成绩可累计；如传接任意一人前脚超过标志点/

线，该次传接不计成绩；如一分钟时间到，飞盘已出手但尚

在飞行途中未接住，该次传接不计成绩。

（3）传接过程中，使用至少两种传盘技术（正手、反

手）；接盘技术不作要求。

3.视频拍摄流程及要求：

（1）挑战开始前，两位选手面向摄像机做自我介绍（大

家好，我是 xxx，我是 xxx，我们来自 xxx 学校，本次大学

生飞盘技巧线上挑战赛，我们挑战的项目是一分钟传接盘）。



（2）画面出现测量标志点/线间距的过程，展示标志点

/线间距为 10 米。

（3）两位选手站在标志点/线后，其中一位持盘向镜头

展示比赛用盘，双方举手示意表示准备完毕。

（4）拍摄人员在镜头前按秒表（可用手机等其他计时

工具代替），代表挑战开始，整个挑战过程秒表需持续出现

在镜头中。

（5）一分钟时间到，双方停止传接盘，举手示意表示

挑战完毕。

4.视频提交及要求：

（1）提交窗口开启后，各参赛单位即可提交视频；截

止日期前，可提交的视频数量不限，组委会将以各单位最佳

成绩为最终成绩。

（2）各参赛单位需将参赛视频发在报名时提供的抖音

账号里，视频名称为“xxx 学校传接盘挑战#特美刻放胆来战

@飞盘文化”。

（二）回收盘挑战赛

1.比赛场地：周边无建筑、无人群的空旷平整场地，确

保参赛人员和无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公共财产安全。

2.挑战规则：自传自接一个大赛专用飞盘，从飞盘离手

到接住为一个完整挑战，记该挑战时长为比赛成绩。各参赛

单位需提交 5 位选手回收盘挑战视频，队伍总成绩为队内所



有有效成绩的总和，时间最长队伍为优胜。

3.视频拍摄流程：

（1）挑战开始前，选手面向摄像机做自我介绍（大家

好，我是 xxx，我来自 xxx 学校，本次大学生飞盘技巧线上

挑战赛，我挑战的项目是回收盘挑战）。

（2）选手向镜头展示大赛专用飞盘，举手示意表示准

备完毕。

（3）拍摄人员在镜头前按秒表（可用手机等其他计时

工具代替），秒表需持续出现在镜头中。

（4）需明确拍摄到飞盘离手瞬间和接住瞬间，有效成

绩以离手瞬间和接住瞬间中间的时间间隔为准，视频不得有

任何剪辑或特效处理。

4.视频提交及要求：

（1）提交窗口开启后，各参赛单位即可提交视频；截

止日期前，可提交的视频数量不限，组委会将以各单位前五

佳成绩总和为最终成绩。

（2）各参赛单位应将参赛视频发在报名时提供的本校

参赛抖音账号，视频名称为“xxx 学校回收盘挑战 #特美刻

放胆来战 @飞盘文化”。

（三）花式掷准挑战赛

1.比赛场地：自行设计，避开人群聚集地，确保参赛人

员和无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公共财产安全。



2.比赛规则：本项目为个人竞赛项，选手可选择不超过

二人辅助，可任意选择投掷类或打击类进行挑战，投掷方式、

目标物等自行创意设计，展示个人高超的飞盘花式掷准技巧。

3.成绩评定：

（1）最终成绩由组委会评分和网络人气两部分构成，

最终成绩=75%组委会评分+25%网络人气分。

（2）组委会评分标准：

评分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相对移动

目标物相对静止 5 分

目标物相对移动（视相对速度酌情） 15 分

可视情况
目标物可视 5 分

目标物不可视 15 分

空间距离

8m≤距离＜10m 近距离 5 分

10m≤距离＜20m 短距离 10 分

20m≤距离＜30m 中距离 15 分

30m 以上 长距离 20 分

目标大小

打击类

矿泉水瓶盖 小型目标 15 分

350ml 易拉罐 中型目标 10 分

175g 飞盘 大型目标 5 分

投掷类

直径≤410cm（约 1.5 个飞

盘直径）
小型目标 15 分

410cm＜直径≤820cm（约 3

个飞盘直径）
中型目标 10 分

直径＞820cm 大型目标 5 分

飞行路线

直线或抛物线（含过顶传盘和刀盘） 5 分

回收盘或弧线盘或花式传盘 10 分

沿墙面飞行 15 分

创意分

选手运动姿态

20 分飞盘多次接触，如墙面

创意



（花式掷准挑战赛评分表）

（3）网络人气分计算规则：

根据“飞盘文化”抖音号上单视频点赞数，形成网络人

气排名；网络人气分=100×（参赛人数+1-网络人气排名）

÷参赛人数

*本计算公式套用世界飞盘联合会 WFDF 国家队排名分统计公式

4.视频拍摄流程：

（1）在挑战开始前，选手面向摄像机做自我介绍（大

家好，我是 xxx，我来自 xxx 学校，本次大学生飞盘技巧线

上挑战赛，我挑战的项目是花式掷准，我的目标是 XXX）。

（2）选手持盘向镜头展示大赛专用飞盘，举手示意表

示准备完毕开始挑战。

（3）挑战成功的过程要求必须一镜到底不得有任何剪

辑或视频特效处理。

5.视频提交及要求：

（1）提交窗口开启后，各参赛选手即可提交视频；截

止日期前，可提交的视频数量不限，组委会将以各选手最佳

成绩为最终成绩。

（2）各参赛选手将所拍摄的视频以 MP4 格式发送至电

子邮箱：lily.chen@disculture.cn，邮件主题“xxx 学校+XXX

（名字）+联系方式+飞盘花式掷准挑战”。

mailto:lily.chen@disculture.cn


（四）各项目视频演示，请查看“飞盘文化”抖音号发

布的“飞盘技巧线上挑战赛范例”系列视频。

十、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前八队伍或个人颁发成绩证书。

（二）各项目前三名运动员（队）将获得赛事赞助商奖

品。

十一、赛风赛纪

（一）违反赛风赛纪的行为将根据《全国学生体育竞赛

管理规定》进行相应处罚。

（二）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处罚

1.在资料审核中，如发现运动员资格问题，则取消该名

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在视频评审中，如发现参赛视频问题，组委会有权要

求参赛队员按要求重新录制，如参赛队员拒绝重新提交参赛

视频，则取消该名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十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窗口：2021 年 9 月 1 日- 9 月 10 日

（二）具体报名流程：

1.各学校负责人收到通知后请尽快确认参赛意向并填

写队伍报名表电子版（附件 1），不限制报名项目数量。

2.所有参赛队伍成员请于报名截止日前填写报名信息

并上传带有学校公章的报名表扫描件，学生需上传身份证扫



描件，提供本校参赛视频上传提交的抖音账号，发至电子邮

箱：lily.chen@disculture.cn，文件名格式为“学校名称+

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

3.报名提交后，组委会相关人员会与各队员确认报名信

息，请保持手机畅通。

4.报名成功后，组委会将寄出各参赛学校专用比赛用盘。

（三）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联系人：贾琼，18600701721

杭州飞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陈丽，13858571024

十三、裁判员、仲裁、纪律监督委员会

裁判员、仲裁、纪律监督委员会人员均由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选派。

十四、其他

（一）肖像权的使用声明。本次比赛的主办单位及运营

单位有权无偿使用运动员的肖像权，包括名字、图片、录像

等，用于广播、电视、商业纪录片、广告、推广。

（二）凡参赛队在比赛期间违反竞赛规程和赛会规定，

组织、商务等规定，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严格按照相关

纪律管理处罚规定执行。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mailto:lily.chen@disculture.cn


附件 1 首届中国大学生飞盘技巧

线上挑战赛报名表

项目：（例：回收盘挑战赛、花式掷准挑战赛） 参赛学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学校公章：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参赛职务 学校职务

1 张三 男 1967/02 领队

2 教练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职务 年级 学号

1 李四 男 2000/02 队长 大三 2023015

2 张三 女 2001/01 运动员 研一 2013250

3 王二 男 1999/03 运动员 大四 9912016

4 运动员

5 运动员

6 运动员

7 运动员

8 运动员

9 运动员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