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9 年全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大赛竞赛办法

一、勇士基础项目

（一）综述

1、本届勇士基础项目设 6 个单项，以每队参赛队员完

成的最终时间合计总成绩。如总时间相同，以手榴弹投准地

靶的成绩确定队伍的名次，各队成绩依此类推排出名次；

2、在赛前抽签决定比赛顺序；

3、各队领队、教练负责本队比赛时的管理与组织，但

不得干预临场比赛，以任何形式干预临场比赛造成后果者，

一经发现将取消本队成绩。

（二）竞赛项目

1、手榴弹投准

每人3枚手榴弹,每个目标1枚，弹体重量250g（±20g）。

在掩体内依次对地靶、窗靶、门靶进行投掷，掩体距地靶 15

米，窗靶 17 米，门靶 20 米。根据手榴弹第一落点判定是否

命中或脱靶。每脱靶 1 枚手榴弹加时 10 秒。

方法：两脚前后开立，面向目标，前臂平伸，另只手横

握弹体向后引弹，然后转体、蹬地、转胯、挥臂将手榴弹投

向目标。
长 1.6 米

高 2.2 米

窗 户 尺 寸 1.2*1.2
米，周边距离墙壁各

0.2 米

窗靶

长 1.2米

高 2.2米

门内中空，周

边距离墙壁

各 0.2 米

门靶



（图 1）

2、射击（移动射击）

射击距离为 10 米，在 40 秒内每人完成 10 发子弹的射

击，10 发子弹每人成功击中 5 次为完成任务，在规定时间内

未完成任务的少一次加 5 秒钟，以此类推。（如图 2 所示）

（图 2）

3、通过雷区（梅花阵）

队员在通过雷区时，双腿可交替踏在标志物上，依次通

过雷区中的所有标志物。漏、落标志物（身体除了脚外任何

其它部位接触标志区域内地面，含标志线）视为违例，违例

队员须返回起点重新通过。（如图 3 所示）

直径 3米

地靶



（8）攀越斜墙

（图 3）

4、通过独木桥（平衡木）

队员在通过独木桥时，要降低身体重心，保持平衡，稍

屈膝，下桥时注意缓冲着地。队员在通过独木桥时如果身体

任何部位接触标志线区域内地面（含标志线）或横杆视为违

例，违例队员须返回起点重新通过。（如图 4 所示）

（图 4）

5、通过铁丝网（低桩网）

队员通过铁丝网时，注意采用匍匐前进动作，向前跨一

步,迅速屈膝弯腰,两臂前伸,手掌着地，匍匐前进时,下颚微

收，两手、两脚着地(脚掌略向外张并用前掌内侧蹬地),以

手扒、脚蹬的合力交替爬行。通过后，两臂撑起上体并提臀、

屈膝，前腿迅速迈出，继续跑进。（如图 5 所示）

桩直径=20cm
桩高度=20cm

桩直径=20cm
桩高度=30cm 桩间距=80cm



（图 5）

6、屈身绕杆

屈身绕行时，不得遗漏竖杆，身体任何部位触碰竖杆及

连接线视为违例，违例的队员须返回起点重新通过。以向左

绕行为例，当接近第一根标志杆时，左脚稍向左前方跨步，

在标志杆左侧着地，身体重心随之向右前方倾斜，右脚顺势

向右前方迈出绕过标志杆；向右绕行时，动作要领与向左绕

行相反方向。（如图 6 所示）

（图 6）

长绳 1 根，用于连接每根竖杆；

长绳距离地面=1.2m（±10 厘米）。



勇士基础项目场地示意图

二、勇士攀越

（通过方法一）：按顺序到达攀岩岩壁设定攀爬起点，

穿戴好攀登装备听口令（开始，同步计时），攀到岩壁上需

要翻越保护栏杆至平台，在平台上解除保护装备，转换安装

保护装置，然后移至到荡桥项目位置，进行 25 米的行走，

到平台，解除保护装置，下楼梯，然后冲向终点。

（通过方法二）：通过攀岩旁边竖梯进行攀爬（保护出

发同方法一），到顶端翻越护栏到平台，转换保护装置，进

行 25 米荡桥行走，到平台解除保护，下楼梯后冲向终点。

注：攀岩岩壁与竖梯攀爬高度九米。路线统一。每组至

少有三人选择攀岩项目。选择通过方法二的队员在总队通过

成绩上每人加 30 秒。弃权一人总成绩加 2 分钟。

竞赛场地规格： 攀岩墙高 10 米，宽 6 米。两条攀岩路

线一致。平台宽 10 米，长 10 米。对称连接平台宽 4 米长 10



米。下楼梯至 3 米处，模拟消防用下降杆滑至地面。地面铺

设 10cm 海绵垫。

（图二）

三、勇士野战（巷战）对抗

（一）巷战对抗竞赛赛制

野战对抗分为四个阶段，均采用淘汰赛制，第一阶段为

初赛，获胜队伍晋级。第二阶段复赛（16 强），获胜队伍晋

级，第三阶段为半决赛（8 强），获胜队伍晋级，未获胜队伍

进行 5—8 名的比赛，第四阶段为决赛，产生前四名的名次。

（二）巷战对抗比赛抽签方法

各参赛队进行两次抽签，第一次抽签决定比赛抽签顺序。

第二次抽签，按照第一次抽签的顺序抽签决定比赛排位顺

序。复赛根据初赛晋级队伍比赛结果，由裁判组编排出排位

表进行比赛。半决赛根据复赛比赛结果由裁判组编排出排位

表进行比赛，决赛根据半决赛比赛的结果由裁判组编排出排



位表进行比赛。

（三）野战对抗赛比赛规则

比赛双方队员须在 3分钟内，以各自的出发阵地为起点，

利用激光野战对抗设备为武器单元，完成巷战“攻防”对抗。

1、采用攻防对抗模式进行比赛，一方为进攻方，一方

为防守方。

2、比赛模式

双方分为攻防两方，进行对战，双方在一局比赛结束后

进行攻防转换，如双方战平后，加赛一局（用限时对攻的方

式完成）。

3、队员因伤、病等特殊情况减员，报裁判组经组委会

同意后，如继续比赛，队员不得少于 3 人（含 3 人），否则

取消其比赛资格。

（四）获胜标准

1、双方选边决定攻防顺序，如平局加赛一局。

2、攻方判胜条件：

（1）规定时间内，击杀全部防守方队员；

（2）攻守双方均全部阵亡。

3、守方判胜条件：

（1）在规定时间内，击杀全部进攻方队员；

（2）本局结束，守方仍有队员存活。

4、加赛局判胜条件：

如比赛时间结束时仍然未分出胜负，则以攻入对方面积



大小和击杀对方人数多少的综合成绩决定胜负。

（五）参赛序程

1、检录

参赛队根据抽签确定的上场组次，组织队员在赛前 30

分钟持有效证件到检录区进行检录，队员不得携带与比赛无

关的物品，如手机、无线蓝牙耳机、文字信息的电子产品（有

系统的电子腕表）、钥匙、玻璃制品和饰物等（组委会同意

使用的装备除外）。检录完毕后，不得擅自离开检录区。

2、装备领取和校验

参赛队员检录完毕后，在竞赛人员引导下，到校验区领

取比赛指定装备、号码标识、识别背心，组织队员着装，并

进行装备校验。

设备校验射击精度及是否正常，如果队员对比赛设备有

疑义，可报经裁判员，根据情况判定设备是否正常，必要条

件下予以更换，但更换次数只限 1 次。个人不得在比赛过程

中以装备问题为由影响比赛的进行，否则取消比赛资格且不

能更换队员。

3、挑选攻、防阵地

挑选攻防阵地：赛前双方队长在裁判主持下，以背靠背

单手举过头顶猜拳的方式，挑选攻、防阵地，胜方优先选择

攻防顺序，负方选择本队是红方还是蓝方。

4、赛前检查

队员在入场前，必须接受裁判员对服装、标识、装备等

进行检查合格后方能开赛。



5、待赛

着装校验完毕，在裁判人员引导到待赛区候场，临场裁

判员在待赛区检查双方队员头盔是否佩戴正确，耳内是否佩

戴耳机，手腕是否携带智能多用途腕表。提示场上注意事项

和是否携带未经允许的设备，并由裁判员对将要上场的队员

按规则提出要求。

6、进入赛场

（1）裁判员宣布参赛队设备开机、进入比赛场地；

（2）预备时双方运动员背对赛场，听到验枪口令后，

进行验枪；

（3）所有队员确认设备完好后，由队长向裁判员报告，

等待开赛；

7、开始比赛

（1）开赛哨声响起后，装备出现故障，视为自然战损，

该名队员离场，背向赛场站立，比赛正常进行；

（2）生命值耗尽，需快速摘下头盔，举手或单手持发

射器枪口向下就近迅速跑步退场，移至巷战边线外，背对场

地；

（3）每局结束时听到裁判员结束比赛口令后，双方队

员应立即成双手持抢姿势（枪口朝下），按指令迅速跑步到

位。

8、比赛结束

（1）比赛结束时，听主裁判口令，所有队员立即停止

攻防动作，双手持抢（枪口朝下）迅速到临场裁判处集中；



（2）主裁判宣布比赛成绩，参赛双方队长确认并签字

（无签字，取消当场比赛成绩）。

9、 关机离场

主裁判向参赛队发出离场指令后，参赛队伍列队有序退

场，同时关闭手中设备电源，如对比赛结果有异议，可由领

队申请执行仲裁程序。

10、比赛时，一方出现严重违反体育道德行为（谩骂甚

至斗殴己或对方人员；故意犯规及拖延时间，影响场上比赛；

等造成恶劣影响），裁判员有权提示警告并报主裁判员，主

裁判视情警告无效后有权对当事者直接判罚，直到判当事者

队负，赛后提出处罚报告交组委会，决定是否进一步处罚。

勇士野战（巷战）对抗场地示意图

四、勇士定向越野

本次赛事借助手机定向和地图的功能进行：



（一）所有参赛选手提前加入指定的微信群。

（二）各组自建本组群并按裁判员要求标注群号，如“第

一组”，以此类推。

（三）借助手机上收到的赛会发给的地图（出发前一分

钟能收到）和手机上的指北针完成任务。

（四）出发：

1、队员出发方式由裁判组决定，每一分钟发一组；出

发顺序在赛前由抽签决定。

2、出发前一分钟拿到地图（裁判员会发到组群里）。

3、前一组出发后，后一组要及时做好准备，听号令出

发。

（五）找点：

1、可按顺序找，也可逆顺序找，还可自定顺序找；

2、找到目标点后在目标点上拍一张集体照（注：离目

标点不超过 1 米，不能缺一人），然后发回本组的群。

（六）冲刺：

全部完成找点任务后要迅速回到终点报到并填写组号，

计时结束。用时短者成绩在前。

（七）注意事项：

1、比赛时队员必须穿着符合安全要求的队服、鞋、佩

戴号码布，按赛事要求完成比赛。

2、队员在比赛中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成绩无效或取

消比赛资格。

（1）代表队成员私自出预备区者；

（2）接受别人帮助或为别人提供帮助者，如指路、找

点等；



（3）比赛中使用交通工具者；

（4）前进入比赛场地熟悉情况者；

（5）比赛时教练(领队)未按规定去指定区域集中者；

（6）队员未按规定批次出发者；

（7）比赛时丢失号码布者；

（8）比赛时间超过终点关闭时间者；

（9）冒名顶替者。

3、比赛途中队员因伤、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完成竞赛时，

可自行退出比赛，退出比赛后必须及时向终点裁判员报告。

4、出发前队员因故退出比赛，教练应向终点裁判员及

时递交书面报告；

5、各参赛代表队须统一着装参加比赛。

五、抗眩晕跑

手指触地向同一方向连续旋转 10 圈后到达 30米外的指

定目标，连续转圈期间手指离地或转圈数不够或未能到达目

标点成绩无效，需从本项目起点重新开始。用时短者名次列

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