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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体协字„2017‟6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社区广场舞竞赛规则 

（试行）的通知 

 

各区联络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协会： 

为促进群众体育开展，更好地规范、扶持、推动广场舞

项目发展，为广场舞爱好者和教练员提供科学健身、提高技

术、训练编排的参考依据；为裁判员准确、公正地执裁提供

评判依据。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根据上海市的情况，组织专

家组根据 2016年 5 月 1 日实施的《全国广场舞竞赛规则（试

行）》材料改编制定《上海市社区广场舞竞赛规则（试行）》，

于 2017 年 4 月-7 月在上海社区广场舞系列赛中试行，效果

良好。2017 年 7月上旬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再次组织专家组

对《上海市社区广场舞竞赛规则（试行）》进行修订完善，

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经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理事会通过， 

2017 年 9月 26日起正式实施。 

特此通知。 

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 

2017 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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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区广场舞竞赛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1.1广场舞定义与规则适用范围  

1.1.1广场舞定义 

广场舞是在音乐伴奏下，以健身为目的，运用体操、舞蹈等

不同类型的动作练习，通过艺术组合，以达到身体各部分全面活

动，是一项具有健身功效与审美情趣的群众性体育运动项目。 

1.1.2 规则适用范围 

本规则的目的是保证广场舞竞赛评分的公正性、准确性、客

观性，适用于上海市社区开展广场舞的各类比赛。 

1.2比赛  

1.2.1比赛项目   

1.2.1.1规定套路  上海社区体育协会推出的广场健身操舞。   

1.2.1.2自选套路  各参赛队自行创编或选编的广场舞。   

1.2.2参赛要求 

广场舞隶属于体育运动范畴。通常有徒手和持轻器械两种比

赛形式。其动作表现必须富有创造性，具有时代感。广场舞的表

现形式应以集体形式为主，选择与应用符合健身特点的动作形式，

因其健身性是判定质量的主要因素，故不能有舞台情景化和故事

情节化出现。 

1.2.2.1参赛年龄：35岁至 70岁 

1.2.2.2参赛人数：每队 16-24人，性别不限（鼓励男性参加）。   

1.2.2.3 成套动作的比赛时间为 3 分 30 秒—4 分 30 秒（计时由

动作开始到动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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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组别设臵  赛事举办单位可根据比赛需要设臵比赛项目和

组别。   

1.2.4比赛程序  比赛进行预、决赛，各参赛队伍须经预赛后进

入决赛，并决出最终的名次。   

1.2.5出场顺序  预赛出场顺序：赛前抽签决定。抽签由组委会

竞赛部门和裁判组负责，在领队教练联席会议上进行。   

决赛出场顺序：由预赛成绩决定，按预赛成绩排名倒序出场或抽

签决定。 

1.2.6比赛场地  广场舞比赛场地为适合运动的室内外平整场地，

场地大小为 18m×16m，标记带宽 5cm，属于比赛场地的一部分。

（如需赛台，建议高度为 80～100cm，标记带与场地四周的安全

距离不少于 3m）。比赛场地背景应显示主办、承办单位的名称、

徽标及比赛名称等。 

1.2.8比赛音乐  规定套路必须使用比赛规定的音乐，音乐则由

大会提供。自选套路允许使用一首或是多首乐曲合成的音乐，原

创音乐或加入特殊音响效果的音乐均可使用。  

1.2.8.1 参赛队的音乐应使用 U 盘存储上交，U 盘中只允许录制

1 首音乐，需自备一个音乐备份，并且清楚地标注广场舞队名、

省（区、市）、参赛项目、音乐名称和时长。   

1.2.8.2参赛的音乐录制必须达到专业化水准，如因参加比赛的

音乐制作，导致在比赛时出现音乐播放不清晰或意外中断、终止

等问题，则由参赛队自行负责。   

1.2.9服装、轻器械 

1.2.9.1运动员必须穿着适合比赛的服装，要求统一、美观、大

方。服装上允许有简单装饰，但不允许带有响声的饰物。必须符

合中老年年龄的特点，不宜穿不利于运动的服装。 

（1）禁止任何不文明、不健康的元素；穿着必须合适，不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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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暴露；禁止佩戴可能伤及自身或他人的配饰。   

（2）比赛服装可根据表演需要来穿着不同款式，但必须与比赛

内容和音乐风格形成和谐统一。   

（3）允许参赛队员化淡妆，可以做发型，但头发不能遮脸，不

得造型怪异。   

1.2.9.2 轻器械  比赛时可使用手持轻器械，但要具有健身性、

安全性。    

1.2.10 比赛成绩  最后得分高者名次列前，若得分相等时以裁

判员评分分值高者列前。   

1.2.10.1 决定名次方法：比赛中评分高者名次列前。如遇得分

相等，则以艺术编排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名次，则按完成

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1.2.10.2 奖励：比赛可设一、二、三等级奖，或设各种冠名的

奖，也可授予奖杯、奖旗、奖状、证书等。（其应当在竞赛规程

中确定本次比赛的奖项和录取名次） 

 

第二章 仲裁与裁判 

2.1仲裁委员会  监督赛风、赛纪、赛场秩序和临场裁判员执法

的公正性；处理比赛现场出现的问题；处理赛事纠纷、处罚违纪

违规行为。   

仲裁委员会设主任 1名，副主任 1～2名，委员若干名。  

2.1.1裁判必须与社区广场舞活动保持密切联系，并能通过主动

积极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广场舞活动者。 

2.1.2从事裁判工作的一般条件   

（1）熟悉广场舞竞赛规则   

（2）理解广场舞竞赛规程   

2.1.3担任裁判员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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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参加裁判学习，赛前、赛中讨论及小结会。   

（2）按比赛日程安排在指定时间内到达赛场。   

（3）不离开指定区域或座位。   

（4）不得与参赛人员（包括领队、教练、运动员及工作人员）

讨论有关比赛裁判工作的相关内容。   

（5）着装：组委会指定服装。   

女：深蓝色西服套装、黑皮鞋、白衬衫。 

男：深蓝色西服套装、黑皮鞋、白衬衫、领带。 

2.2.1裁判组组成 

裁判组设裁判长 1 名；副裁判长 1～2 名；裁判员 3～7 名；

检录长 1 名；检录员若干名；记录长 1 名；记录员 1～2 名；宣

告员 1名；放音员 1名。  

2.2.2裁判工作的职责 

2.2.2.1裁判长 

（1）主持技术会议，制订比赛程序和工作计划，组织裁判员学

习并进行工作分派，确保比赛规程、比赛规则得到正确执行。并

在比赛中记录各裁判员打分的偏差，如反复出现偏差，裁判长有

权予以警告和更换裁判。   

（2）比赛中，指挥、协调各裁判组工作。有权对有不当行为的

参赛队员或参赛队提出警告或取消其比赛资格。检查评分结果和

成绩记录表（公告表）并签名确认。   

（3）协助仲裁委员会处理比赛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裁判工作的问

题。   

（4）依据规则，针对参赛队伍（参赛人员）违规情况，进行裁

判长减分。   

（5）宣布参赛队伍比赛成绩，做好裁判工作总结以及有关资料

的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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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副裁判长    

（1）协助裁判长工作，在裁判长临时缺席时可代行其职。   

（2）根据分工检查检录、记录裁判等工作。检查各种器材、设

施运行情况，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3）深入比赛现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如遇到重大问题，

报裁判长并研究解决。   

2.2.2.3裁判员   

（1）恪守裁判员职业道德，服从裁判长的指挥。   

（2）参加裁判员学习，严格遵守裁判员纪律。   

（3）熟悉广场舞评分规则，了解和掌握广场舞的专业知识和技

术 

（4）按规则规定对参赛队伍进行认真评分，公正、公平。   

2.2.2.4检录长   

（1）召集参赛队伍准时参赛。对参赛队伍（参赛队员）的参赛

资格及着装、服饰、手持轻器械等进行说明与审核，并将审核结

果及时报告裁判长，参赛资格审查内容包括检查身份证明、体检

证明、参赛级（组）别等。全部内容经审核合格后，方可进行比

赛。   

（2）发现无故弃权、参赛人数有变动、拒绝颁奖或因故不能到

场领奖等情况时，需立即报告裁判长。   

2.2.2.5记录长   

（1）准备广场舞比赛用表和裁判用品；按规则规定对各比赛环

节评分进行计算、统计；处理记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2）及时将每—级（组）别统计结果报告裁判长，比赛结束后

请裁判长、记录长在成绩表上签名，并及时送交上级部门。   

（3）及时公示比赛结果，送达宣告员处及颁奖组并及时张贴。   

（4）整理各种比赛资料，赛后编制成绩册，送交有关部门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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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放音员   

（1）检查音响设备，确保其能正常工作；收集参赛队伍比赛音

乐并进行检查、整理、核对、排序等（赛前务必逐一试听参赛队

伍提供的自选音乐，以防止比赛中出现故障）。   

（2）准备好各种比赛相关音乐（背景音乐、颁奖音乐、入场音

乐、参赛音乐等）并适时播放。   

（3）比赛期间不得向任何人出借放音设备，不得擅自复制参赛

队伍比赛音乐私用，比赛结束后及时归还参赛音乐和其它借用物

品。   

2.2.2.8宣告员    

（1）在裁判长指导下进行赛前准备，收集比赛相关资料、宣告

比赛注意事项、宣传比赛专业知识、提醒比赛人员注意比赛礼仪

等。   

（2）宣布单元比赛开始，介绍仲裁委员会和裁判组成员，宣告

出场队伍，宣读最后得分。   

（3）了解比赛环节、评分结果与最新情况，控制比赛节奏。 

 

           第三章  成套动作评分 

3.1 评分方法：成套动作采用 10 分制，裁判员评分精确到 0.01

分，运动员得分精确到 0.001 分。裁判员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裁判员的平均分即为裁判员评分，裁判评

分加、减裁判长扣分为最后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数。最后得

分以及排名必须公示。 

3.2成套动作设计应符合以下原则 

健身性与安全性原则；全面性与多样性原则； 

自娱性与娱人性原则；艺术性与观赏性原则； 

符合年龄特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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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成套动作的评分构成：艺术编排分、完成分、裁判长加减分。 

3.3.1.规定曲目的评分内容（总分 10 分） 

艺术编排分（3分） 

艺术编排：是指采用艺术手法展示成套中风格、动作、音乐、

队形变化等元素，完整结构成套动作的艺术性表现能力。包括 

① 队形变化与场地使用（1分） 

② 服装服饰（1分） 

③ 整体评价（1分） 

完成分（7分） 

完成：是指整套动作的完成必须准确无误。包括： 

① 准确完成规定动作的舞步（2分） 

② 动作的力度、幅度（1分） 

③ 动作的一致性、熟练性（2分） 

④ 动作与音乐相符合（1分） 

⑤ 表现力与感染力（1 分） 

3.3.2自选曲目的评分（总分 10分） 

艺术编排分（5分） 

① 动作设计多样化（2 分） 

② 队形变化与场地使用（1分） 

③ 服装服饰与音乐（1 分）  

④ 整体表现（1分） 

完成分（5分） 

① 动作技术的准确性（1分） 

② 动作的力度、幅度（1分） 

③ 动作的一致性、熟练性（1分） 

④ 动作与音乐相符合（1分） 

⑤ 表现力与感染力（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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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艺术编排裁判的评分 

3.3.3.1动作设计的多样化 

（1）动作编排的全面性，动作组合中应使身体单位（头、手上

臂、前臂、躯干、脚）协调配合（包括对称和不对称动作）以达

到身体各部位充分活动。共同参与和变化的部位越多则评价超高。

如出现身体某一部位活动量过小则扣 0.2分。 

（2）操类与舞类动作等须恰当结合，动作元素丰富多样。如使

用轻器械，能够充分挖掘轻器械的健身属性。如操类与舞类等没

有适当结合，最多减至 0.2分。 

（3）动作编排的难易程度适当，适合参赛者的年龄特点、身体

能力和运动水平。成套动作运动负荷的调节（运动量和运动强度）

科学合理。如运动负荷调节不科学，最多减至 0.2分。 

（4）社区广场舞的设计与选择，不必强调选择难度动作，即便

选择了也不加分。如安排难度动作，则应全体运动员都能完成，

否则按动作难易匹配不适宜扣分，最多减至 0.2分。 

（5）对称动作，同一动作组合允许出现对称动作，并允许重复

三次。如再次出现重复，则每出现一次扣 0.2分。整套动作的前

后段动作可重复出现三次。如再次出现重复，则扣 0.5分。 

（6）运动员可以依次或分批完成动作，要求任何一名运动员不

允许停顿超过 1*8 拍（扣 0.2 分），其中允许合理停顿不超过三

次（每次 1*8），如出现第四次停顿，则每次扣 0.2分。 

（7）轻器械的运用主要限于拿在手上完成动作。轻器械设计和

选择应是小巧、轻便、美观和富有特色的。一个队必须使用同一

种轻器械，同时规格必须相同，否则扣 0.2。限于拿在手上完成

整套动作，器械掉地每次扣 0.1。 

3.3.3.2队形变化与场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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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始动作：可以静止站立的队形或造型，包括集中与分散，

对称与不对称。也可以伴随音乐从场地外直接进场。其从音乐开

始计时，不得超出 4*8拍，否则扣 0.2分。 

（2）结束动作：结束动作可以集中和分散造型（但不允许出现

违例动作）。成套动作结束，音乐应同时停止，超出则扣 0.2分。 

（3）开始和结束动作必须合理、流畅，其和整套动作与音乐能

够融合为一体。否则扣至 0.3分。 

（4）队形变化要求新颖多样，成套动作的队形变化要求自然、

流畅、迅速、清晰。一个队形过渡到另一个队形，则为一次队形

变化。成套动作的队形变化不少于 5 次，重复队形只能算一次，

一个队形不同面算重复。每少一次队形变化，扣 0.2分。 

（5） 除开始和结束的队形以外，在每个队形中至少完成 4*8拍

动作，否则就不算一次队形变化。 

（6）成套动作的队形变化必须充分、合理、均衡使用场地。必

须至少有 4 个方位变化的移动和使用（前、后、两侧和对角）。

若过多使用同一区域而造成“偏台”，则视情况，扣至 0.3分。 

3.3.3.3服装服饰与音乐 

（1）运动员着装应统一，并应穿着适合运动的服装；在成套规

定动作比赛中，服装服饰应与规定舞曲和表演风格一致，否则扣

0.2分。 

（2）服装上有过多装饰或带有响声的饰物，服装选择与舞蹈风

格着装不符合中老年年龄特点，各扣 0.2分。 

（3）成套动作所选择的音乐和设计的动作风格不符，扣 0.2分。 

（4）音乐的选择应完整，没有开头或结尾的音乐。音乐的质量

不好，有杂音、音乐不够、没有动律感，各扣 0.3分。 

（5）音乐的选择应有活力的和节奏较强的，如出现有关幽灵的、

悲哀的和不健康的音乐。则扣 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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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整体表现 

（1）成套动作的设计必须是舞蹈艺术整合。应经过改变或再创

造，又符合广场舞动作设施原则 ，如出现整套现成套路的，（规

定的推广曲目）来参加比赛，则扣 1分（由裁判长扣）。 

（2）成套动作只能运用 1种舞蹈风格，如编排舞种二种或以上，

则扣 0.2分。整套动作编排中出现有类似主角与配角及情节化与

舞台化形式，则扣 0.2，配合与交流动作不允许采用手托举，否

则扣 0.3分（由裁判长扣）。 

（3）选择已明确形成了的轻器械运动项目的器械来参加健身比

赛时，必须符合本规则要求。如完整运用武术运动的各种器械、

体操的各种器械、木兰扇、功夫扇等来完成该项目成套练习。则

扣 0.5分（由裁判长扣）。 

（4）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器械的特性，器械与曲目风格、主题相

符。仅把轻器械作为一种装饰品，没有充分利用器械的健身属性，

则扣 0.3分。 

（5）在完成整套规定动作时，有部分动作被改变，扣 0.5 分，

超过二之一的改变，则扣 1.0分。 

3.3.4完成裁判的评分因素为： 

3.3.4.1动作技术的准确性 

（1）在成套动作中准确完成动作，展示完美的身体姿态和各部

位的正确位臵。具有整套动作能保持正确身体姿态的能力。 

（2）动作的准确性：技术规范、部位准确、方向清楚。对每个

动作均具有较高的控制能力。 

（3）成套规定动作的完成，必须严格按照既定动作来准确完成，

做到无缺失动作或附加动作。每漏做 1*8拍动作，每次扣 0.1分，

最多扣至 0.5分。每出现一次附加动作则扣 0.1分，最多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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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动作技术的要求予以减分; 

  小错误：指稍偏离动作正确完成，扣 0.1分。 

  中错误：指明显偏离动作正确完成，扣 0.2分。 

大错误：指较严重稍偏离动作正确完成，扣 0.3分。 

严重错误：指严重偏离动作正确完成，扣 0.4分。 

失误错误：指根本无法达到要求，无法清晰辨认身体位臵，失

去平衡等扣 0.5分。 

3.3.4.2动作的力度、幅度 

（1）运动所有运动员应体现出一致与均衡的运动强度，如出现

一大段运动强度极小的动作则扣 0.3分。 

（2）完成动作的熟练、轻松、流畅、精神。 

3.3.4.3动作的一致性、熟练性 

一致性：是指团队完成动作整齐划一的能力。 

（1）动作的一致性：运动员应完成所有成套动作的每一个动作

（配合动作除外），出手早或慢；吸腿、踢腿时角度不同，器械

动作不是一致的完成等等，每次扣 0.1分。 

（2） 动作与音乐的一致性：运动员的动作必须与音乐节奏协调

配合，如有一名或几名运动员的动作每出现一次与音乐节拍不相

符，扣 0.1分，全套动作最多扣至 0.5分。. 

（3）动作与成套风格表现的一致性，服装设计和轻器械的使用

与表演风格一致，如出现不相一致的情况，则扣 0.2分。 

3.3.4.4表现力与感染力 

运动员在完成动作时，应充分显示出活力，通过热情、自信

和快乐的表现来感染观众，从而达到自娱和娱人之目的。 

（1）成套动作的表现与完成，因动作变化少，节奏拖沓，缺乏

展现比赛风采的的激情，扣 0.2分。 

（2）在完成动作过程中，运动员未能表现出热情与自信，扣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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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在成套动作完成过程中，出现有人离场再进场，或一部分

人中途轮流离场和进场的舞台表现形式，则按运动员出界和动作

停顿扣分，每一人次扣 0.1分，最多扣至 0.5分。 

（4）轻器械在成套动作中，允许个人或小组器械传递动作，不

允许出现高空抛掷或器械放地上动作，否则扣 0.2分。 

 

第四章  裁判长的评分 

4.1裁判长的职责是：记录评判整套动作，并根据技术规则负责

监控在场全体裁判的工作。裁判长对比赛的过程进行监控。 

4.1.1并对下列情况酌予减分。 

（1）时间不足或超时（正负 5秒）扣 0.2分。 

（2）少于参赛人数，每位扣 0.1分；最多扣至 0.5分。 

（3）被叫到后 20秒内未出场表演，扣 0.2分 

（4）参赛队员比赛中途上下场，扣 0.2分。 

（5）运动员的着装仪容不符规定，扣 0.2分。 

（6）佩带与比赛无关的私人物品每项扣 0.1分 ，最多扣至 0.5

分 

（7）比赛中出现不安全动作（如倒立、叠罗汉、托举等），扣

0.3分。 

（8）如出现整套动作采用与竞赛规程中不允许的内容和曲目，

（规定的推广套路）的内容和曲目扣 1分。 

（9）运动员器械掉地，每次 0.1分。 

（10）运动员身体各部分或器械触及比赛场地边线外面，每次扣

0.1分。 

4.1.2纪律违规处理   

（1）参赛队伍被叫出场之后，60秒内仍未到场则视为自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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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检录 3次未能到达者，取消该队在该项比赛的资格。   

（3）拒不服从裁判者，先予以黄牌警告，直至取消参赛资格。   

（4）有不文明、不健康的动作设计，可即时终止比赛或直接取

消比赛资格。 

（5）对于拒绝领奖者，可取消其所有比赛的成绩与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