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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 

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 

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为首次列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比赛项目。为完成好备战奥运任务，以超常规的举措推动我国在

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项目上形成竞赛优势，体育总局决定，

面向国内外跨界跨项选拔国家队运动员，促进四个项目普及与提

高，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以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为代表的极限运动，自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中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由于项目普及不

广，群众参与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因此，训练竞赛水平、后

备人才培养等与极限运动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四个奥运项目面向国内外的跨界跨项选材，是体育战线深化

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我要上奥运”大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在四个奥运项目国内基础较差、底子较弱的情况下，实

现跨越式发展、促进竞技体育人才快速成长的一条捷径；更是推

动体育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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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材目标 

重点面向武术、杂技、技巧、蹦床、体操等项目人群，通过

跨界跨项选材方式选拔一批热爱祖国，具有良好意志品质，身体

形态出色、身体机能优秀、运动天赋突出的竞技体育人才，转项

从事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运动项目，组成国家队和国

家集训队，争取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三、选材标准 

依据《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面向国内外

跨界跨项选材标准》开展跨界跨项选材工作（另行发文）。 

四、工作分工 

（一）体育总局成立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跨

界跨项选材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组长由体育总局副局长赵

勇同志担任，副组长由竞技体育司领导担任，政策法规司、群众

体育司、体育经济司、对外联络司、宣传司和自行车击剑运动管

理中心、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社会体育指导

中心、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北京体育大学各派一名负责同志担任

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北京体育大学。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应

建立本地区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由体育局主要负责同志

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并明确 1名局领导班子成员具体负责跨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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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选材工作的组织实施。 

各地区体育局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要尽快搭建工作

班子，将选材工作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到具体单位、部门及负责人

员；要瞄准选材问题关键，精准发力，充分调动本地区各级体校、

武术学校、相关运动俱乐部的积极性，动员适龄队员、青少年爱

好者积极踊跃报名；要做好前期宣传、后期服务工作，形成有步

骤的工作推进机制。  

（三）体育总局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6个工作指

导组，组长由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北京体育大

学领导同志担任，成员包括体育总局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按照分

区负责、协调推进原则，工作组于 2017 年 8 月中下旬，分赴东北、

华北、华南、西北、东南、西南各大区域，指导、协调地方单位

开展好跨界跨项选材的宣传、报名、遴选、测试等工作。 

（四）体育总局成立跨界跨项选材工作专家团队，协助开展

跨界跨项选材工作。根据项目选材要求，组建技术、体能和科研

三个专家团队，具体负责选材工作的标准制定、科学评价等相关

工作，并配合工作指导组对各地区跨界跨项选材工作进行技术支

持和专业指导。 

五、工作程序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跨界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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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材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地区的选拔工作，体育总局工作指

导组及专家团队积极配合做好初选工作。 

（一）即日起至 9月 7日为宣传推广及报名阶段。各地区体

育主管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创新推广手段，在通过电视、报刊

等传统媒体开展宣传推广的同时，积极运用微信、微博等网络自

媒体，普及参与选拔活动相关知识，推动选拔工作辐射更广大青

少年。 

选材报名办公室设在北京体育大学。报名者可采取官方、学

校、社会团体、海外团体推荐或个人自荐的方式。接受网络、信

函、现场三种形式的报名。也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汇总统一向办公室报名。详见北京体育大学

官方网站（http://www.bsu.edu.cn/）。联系人：张宏伟、唐志明、

张哓静，咨询电话：62988504，62981332（传真），13911862225、

13691282819。选材报名办公室应及时将报名信息向工作指导组及

相关省区市反馈。 

（二）9月 8日至 9月 23 日为初步遴选阶段。各地区根据选

拔工作标准，在体育总局专家工作团队配合下对报名人员进行考

察审核及技术测评，每个项目全国遴选产生约300人、共计约1200

人的入围名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遴选结果。 

（三）9月 23 日至 11 月 22 日，开展集训阶段。本阶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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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实施以体育总局相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为主。 

（四）11 月 23 日至 11 月 30 日，开展复试阶段。专家团队、

教练组根据集训情况及系列测试，确定每个项目约 50 人左右、共

计约 200 人左右的复试入围国家集训队名单。 

（五）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国家队集训阶段。2018 年

初，专家团队、教练组根据国家队集训情况，最终确定若干名核

心队员，进入国家队进行奥运备战集训。 

六、保障条件 

北京体育大学将为入选国家队的选手提供不同层次的文化

教育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选手可以进入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和

中国极限运动学院学习，享受国家队现役运动员相关待遇，并根

据竞技水平和运动成绩，领取比赛奖金；运动员退役后，可以选

择继续留在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或到相关单位、俱乐部执教。 

七、工作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跨界跨项选拔工作是备战好 2020 年奥运

会的战略举措，也是推进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协同发展、推动极

限运动普及的必然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有关要强化工作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制定任务分工，明确责任主体，确保主责落实；

各工作团队要严格工作标准、规范选拔程序，严把跨界跨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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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工作节点关口，把优秀选拔对象推荐出来，确保将跨界跨项

选拔工作组织好、开展好。 

 

 

 

                                  体育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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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极限运动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 

北京体育大学关于联合开展极限运动 

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杂技家协会、杂技团体、杂技

学校、杂技之乡、武术学校等相关单位： 

为助力我国极限运动备战 2020 年奥运会，以超常规思维和

举措，推动滑板、小轮车项目的跨越式发展，在东京奥运会实现

历史性突破，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中国极限运动协会、北京体

育大学，并商中国杂技家协会将面向全国杂技系统和各地武术学

校，以跨界跨项选材的模式选拔滑板、小轮车项目奥运备战国家

队运动员。 

一、组织机构 

1.全国极限运动跨界跨项选材组委会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北京体育大学联合成

立全国极限运动跨界跨项选材组委会，统一领导本次跨界跨项选

材工作。组委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设在北京体育大学；组委会

设六个选材工作指导小组，分片区负责跨界跨项选材指导、协调

工作。 

2.省级极限运动跨界跨项选材委员会 

以省（区、市）体育局和杂技家协会为主体，设立省级极限

运动跨界跨项选材委员会，主要负责本行政区内的第一阶段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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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组织工作，并根据海选方案操作流程和工作手册的要求成立相

应工作组。 

工作组分别承担选材测评的场地的选取、设备器材的准备、

测评工作人员的选调和培训、报名情况的统计和初步审查、选拔

对象的召集和具体测试工作的组织开展等相关业务。 

二、选拔对象和报名方式 

1.选拔对象 

各省（区、市）下属各级杂技团演员、杂技学校学员和各地

武术学校学员，要求年龄在 13—20 周岁之间，政治觉悟高、思想

上进、身体健康、无不良生活习惯、具有良好意志品质、有一定

英语沟通能力；具备较强平衡能力、空中翻滚等技巧动作基础、

小轮车（独轮车）技能等。 

2.报名 

报名时间为2017年 8月20日至9月7日，报名采取各省（区、

市）杂技家协会推荐或各地武术学校推荐+个人自荐的方式。候选

人需通过北京体育大学官方网页报名。 

北京体育大学网址：http://www.bsu.edu.cn/ 

联系人：张老师、唐老师 

咨询电话：010-62988504，010-62981332（传真），

13911862225、13691282819。 

中国杂技家协会联系人：于主任，010-59759501 

三、宣传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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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体育系统、杂技系统的政策解读和内部宣传工

作，推广宣传跨界跨项选材的重大意义，各地区体育、杂技主管

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创新推广手段：在通过电视、报刊等传统

媒体开展宣传推广的同时，积极运用微信、微博等网络自媒体，

普及参与选拔活动相关知识，推动选拔工作辐射更广大人群；要

充分调动本地区各级体校、武术学校、相关运动俱乐部的积极性，

动员适龄队员、青少年爱好者积极踊跃报名；要做好前期宣传、

后期解释工作，形成有步骤的工作推进网络。 

四、选拔程序 

本次跨界跨项选材工作具体分为两个阶段推进： 

1.第一阶段，全国海选（2017 年 9 月 8日—9月 23 日） 

各省（区、市）委员会对辖区内报名选手进行资格审查。全

国组委会派出选材工作指导小组，与各地体育局、杂协、武校共

同成立评审专家组，对审查合格的选手进行集中测评。每个省（区、

市）从海选中为每个项目选拔若干名进入下一阶段选拔（选拔评

价标准见附件 1）。具体组织形式和操作手册由全国组委会另行下

发。 

2.第二阶段，封闭集训，终极对决（2017 年 9 月 23 日—11

月 30 日） 

全国各省（区、市）海选出的 300 名选手将参加由组委会统

一组织的、为期 1个月的专业集训。集训结束前，组委会将组织

选手进行终极测试，每个项目从中选拔出若干名队员进入国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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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队进行长期奥运备战训练。 

入选国家队选手纳入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运动学校统一管

理，享受国家队现役运动员相关待遇，包括服装、保险、医疗、

训练津贴、食宿待遇以及训练装备和器材保障，并根据不同的训

练竞技水平，根据运动成绩和相关标准领取比赛奖金；运动员退

役后可根据个人意愿以及代表国家参赛获得的运动成绩水平，在

符合招生考试条件前提下，由国家体育总局推荐进入北京体育大

学学习；或推荐到相关单位任职、俱乐部从事教练工作。 

请各省（区、市）杂技协会、各地武术学校高度重视此次跨

界跨项选材工作，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加强宣传工作，积极推荐优

秀候选人，周密部署相关工作，精心组织考评环节，高质高效的

完成本次跨界跨项选材工作任务。 

特此通知。 

  

附件: 极限运动跨界跨项选材选拔标准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    中国杂技家协会    北京体育大学 

2017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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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协会、中国极限运动协会关于联合 

开展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 

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体育院校各级武术主管部

门、武术中心、武术之乡、武术学校： 

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为首次列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比

赛项目。为完成好备战奥运任务，以超常规的举措推动我国在攀

岩、冲浪、滑板、小轮车项目上形成竞赛优势，体育总局决定，

面向国内外跨界跨项选拔国家队运动员，促进四个项目普及与提

高，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以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为代表的极限运动，自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中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由于项目普及不

广，群众参与度不高，发展基础薄弱，因此，训练竞赛水平、后

备人才培养等与极限运动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四个奥运项目面向国内外的跨界跨项选材，是体育战线深化

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我要上奥运”大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在四个奥运项目国内基础较差、底子较弱的情况下，实

现跨越式发展、促进竞技体育人才快速成长的一条捷径；更是推

动体育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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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材目标 

重点面向武术、技巧等项目人群，通过跨界跨项选材方式选

拔一批热爱祖国，具有良好意志品质，身体形态出色、身体机能

优秀、运动天赋突出的竞技体育人才，转项从事攀岩、冲浪、滑

板、小轮车四个运动项目，组成国家队和国家集训队，争取在东

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三、选材标准 

依据《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面向国内外

跨界跨项选材标准》开展跨界跨项选材工作（另行发文）。 

四、工作分工 

（一）体育总局成立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跨

界跨项选材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组长由体育总局副局长赵

勇同志担任，副组长由竞技体育司领导担任，中国极限运动协会、

中国武术协会、北京体育大学各派一名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组成

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北京体育大学。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武术中心应建立本地区跨界跨

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由武术中心主要负责同志直接领导此项工

作，并明确 1名领导具体负责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的组织实施。 

各地区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要尽快搭建工作班子，将

选材工作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到具体单位、部门及负责人员；要瞄

准选材问题关键，精准发力，充分调动本地区武术之乡、武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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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武术俱乐部，各高等院校武术院系的积极性，动员适龄队员、

青少年爱好者积极踊跃报名；要做好前期宣传、后期服务工作，

形成有步骤的工作推进机制。  

（三）体育总局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6 个工作指

导组，组长由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北京体育大

学领导同志担任，成员包括体育总局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按照分

区负责、协调推进原则，工作组于 2017 年 8 月中下旬，分赴东北、

华北、华南、西北、东南、西南各大区域，指导、协调地方单位

开展好跨界跨项选材的宣传、报名、遴选、测试等工作。 

（四）体育总局成立跨界跨项选材工作专家团队，协助开展

跨界跨项选材工作。根据项目选材要求，组建技术、体能和科研

三个专家团队，具体负责选材工作的标准制定、科学评价等相关

工作，并配合工作指导组对各地区跨界跨项选材工作进行技术支

持和专业指导。 

五、工作程序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武术中心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领导本地区的选拔工作，体育总局工作指导组及专家团队积

极配合做好初选工作。 

（一）即日起至 9月 7日为宣传推广及报名阶段。各地区武

术主管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创新推广手段，在通过电视、报刊

等传统媒体开展宣传推广的同时，积极运用微信、微博等网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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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普及参与选拔活动相关知识，推动选拔工作辐射更广大青

少年。 

选材报名办公室设在北京体育大学。报名者可采取官方、学

校、社会团体、海外团体推荐或个人自荐的方式。接受网络、信

函、现场三种形式的报名。也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汇总统

一 向 办 公 室 报 名 。 详 见 北 京 体 育 大 学 官 方 网 站

（http://www.bsu.edu.cn/）。 

联 系 人：张宏伟、唐志明、张哓静； 

咨询电话：010-62988504、62981332（传真）； 

13911862225 、13691282819。 

选材报名办公室应及时将报名信息向工作指导组及相关省区

市反馈。 

（二）9月 8日至 9月 23 日为初步遴选阶段。各地区根据选

拔工作标准，在体育总局专家工作团队配合下对报名人员进行考

察审核及技术测评，每个项目全国遴选产生约300人、共计约1200

人的入围名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遴选结果。 

（三）9月 23 日至 11 月 22 日，开展集训阶段。本阶段工作

的组织实施以体育总局相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为主。 

（四）11 月 23 日至 11 月 30 日，开展复试阶段。专家团队、

教练组根据集训情况及系列测试，确定每个项目约 50 人左右、共

计约 200 人左右的复试入围国家集训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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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2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国家队集训阶段。2018 年初，

专家团队、教练组根据国家队集训情况，最终确定若干名核心队

员，进入国家队进行奥运备战集训。 

六、保障条件 

北京体育大学将为入选国家队的选手提供不同层次的文化教

育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选手可以进入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和中

国极限运动学院学习，享受国家队现役运动员相关待遇，并根据

竞技水平和运动成绩，领取比赛奖金；运动员退役后，可以选择

继续留在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或到相关单位、俱乐部执教。 

七、工作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武术管理中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跨界跨项选拔工作是备战好 2020 年奥运会的战略举措，

也是推进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协同发展、推动极限运动普及的必

然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强化工作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制

定任务分工，明确责任主体，确保主责落实；各工作团队要严格

工作标准、规范选拔程序，严把跨界跨项人才选拔工作节点关口，

把优秀选拔对象推荐出来，确保将跨界跨项选拔工作组织好、开

展好。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樊  义 

联系电话：010-6491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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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协会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 

                        2017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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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四个奥运运动项目跨界跨项选材 

工作指导组工作方案 
 

为认真做好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的跨界

跨项选材工作，推动《体育总局关于开展攀岩、冲浪、滑板、小

轮车四个奥运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和《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面向国内外

跨界跨项选材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落实到位，

做到精准发力，现成立跨界跨项选材工作指导组，并制定如下工

作方案： 

一、工作职责 

（一）动员、指导、协调、配合、督促各省区市按照《通知》

和《实施方案》要求开展好选材工作； 

（二）按照《通知》和《实施方案》的要求，做好对各省区

市的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的政策宣传、解读； 

（三）了解各省区市组织开展跨界跨项选材工作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反馈跨界跨项选材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提出意见建议； 

（四）指导、监督、督促专家组按照选材标准和程序认真做

好实地选材工作。 

二、人员组成及分工 

工作指导组在跨界跨项选材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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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成员由北京体育大学、自剑中心、水上中心、社体中

心、登山中心、武术中心等六个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工作指导

组分成 6个小组，各小组人员组成及分工如下： 

第一组： 

组长：高峰（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 

成员：李卫（自剑中心自行车队主任）、曾明峰（社体中心

干部）、张敏（水上中心四部干部）。 

负责华东区六省一市（上海市，山东、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和江西省）的选材指导工作。 

第二组： 

组长：贺凤翔（自剑中心副主任） 

成员：黄强（社体中心一部主任）、布和（北京体育大学体

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师）、胡海平（水上中心四部干部） 

负责华北区二市二省一区（北京、天津市，河北、山西省和

内蒙古自治区）的选材指导工作。 

第三组： 

组长：刘北剑（社体中心副主任） 

成员：刘青（水上中心四部副部长）、童昊（武术中心青少

部干部）、蔡陆远（国家攀岩队教练） 

负责西南区三省一市一区（四川、云南和贵州省，重庆市，

西藏自治区）的选材指导工作。 

第四组： 



— 20 —	
	

组长：许四海（水上中心副主任） 

成员：樊义（武术中心一部副部长）、孔煜心（社体中心干

部）、王定国（国家攀岩队教练） 

负责中南区五省一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和海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选材指导工作。 

第五组： 

组长：张玉萍（武术中心副主任） 

成员：赵雷（国家攀岩队总教练）、付强（北体大干部）、邓

杰（自剑中心行政部干部） 

负责西北区三省二区（陕西、甘肃和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选材指导工作。 

第六组： 

组长：李致新（登山中心主任） 

成员：张宏伟（党校办副主任）、孙新锋（武术中心一部干

部）、赵建清（自剑中心办公室干部） 

负责东北区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选材指导工作。 

三、时间安排 

工作指导组原则上采取集中指导和有针对性地重点指导相

结合的方式。初步计划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集中指导的

时间为 8 月 20 日—30 日。集中指导完成后，及时召开座谈会，

汇报、交流各组工作情况，并形成工作报告，工作报告于 9月 10

日前报跨界跨项选材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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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跨项选材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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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 
面向国内外跨界跨项选材标准 

 
本测试标准为竞技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

跨界跨项选材的基本测试内容，共分为两个方面：身体基本条件

和专项体能水平。身体基本条件测试不分项目，属于通用标准测

试；专项体能水平按不同项目分别进行测试。 

一. 身体基本条件 

测试基本内容：围绕测评身体形态和机能素质，注重考察运

动员在极限项目发展的体能素质潜质。 

名目 测试指标 测试说明 测试目的 

身体形态

数据 

如身高、体重、下肢长

度、跟腱长度等。 

由专家筛选优势指标

确定 

从运动解剖学角度筛选符合

项目技术特征的身体结构指

标 

力量素质 

60 秒俯卧撑 

60 秒引体向上 
 反应上肢爆发力 

半蹲跳 30 秒连续半蹲纵跳 
筛选反映下肢最大力量、爆发

力和力量耐力的指标  

纵跳 

（双脚） 

最 大 团 身 纵 跳 高 度

80cm-100cm 空中双腿

收缩大腿面 打到胸部 

测试垂直向上跳跃时腿部肌

肉快速收缩力量 

测试侧身下蹲过障碍跳跃 

 

负重深蹲测量、平板支

撑 
 测试核心力量 

灵敏协调 

素质 

折返跑、 

反复横跨、 

十字象限跳、 

15 米绳梯程序化测试 

20 米*10 次 

10*10 米四角标志物程

序化跑动 

筛选反映动作快速变换能力、

动作协调性素质的指标 

耐力 

素质 

12min 跑 
小轮车用 5 公里自行

车计时代替 
筛选反映有氧耐力的指标  

400 米跑  测试无氧能力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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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项体能水平 

测试以专项体能评价为主、项目基本技术为辅，重点考察选

手是否具备极限项目高水平训练的体能、专项基础。 

（一）攀岩 

名目 测试指标 测试标准 测试目的 

力量 

素质 

负重曲臂悬垂 

负重悬垂举腿 
测试保持时长 测试静力保持 

爆发力 

30 秒双臂指力板

快速引体，60秒指

握撑 

测试重复次数 测试指端爆发力 

计时 3米爬杆 
测试攀爬高度和距

离 
测试基本攀爬能力 

三级蛙跳  筛选反映下肢爆发力的指标 

灵敏协 

调素质 

10 米往返跑 

 
由专家筛选确定 

重点测试专项基本技术变换

以及驾驭器材的协调能力  

耐力 

素质 

60 秒立卧撑跳 
由专家筛选确定 

重点测试多元动作模式下的

耐力素质 60 秒十字象限跳 

平衡 

能力 

负重平衡盘转体蹲

起 

单次负重平衡盘转

体蹲起数量测试 重点测试符合专项基本技术

特征的平衡能力  平衡垫、瑞士球、 

悬吊带 

非稳定条件下的动

作保持能力测试 

30s 纵跳  测试下肢伸缩耐力 

柔韧 

素质 

坐位体前屈 

由专家筛选确定 

测试髋、背弯曲以及腘肌伸展

的能力 

前后纵叉 测试髋关节矢状面柔韧性 

左右横叉 测试髋关节额状面柔韧性 

平衡 

能力 

单 脚 闭 目 站 立 保 持 测

试、燕翅平衡保持测试、

单脚 20 米直线跳跃 

由专家筛选确定 

筛选反映静态、动态平衡能力

的指标，测试平衡控制能力、

下肢稳定性、下肢肌肉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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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目直线行走、走

扁带 

非稳定条件下的运

动能力测试 

重点测试限制平衡下运动能

力 

 

（二）滑板、小轮车 

名目 测试指标 测试标准 测试目的 

力量素

质 

30 秒连续前空翻  

由专家筛选确定 

重点测试下肢爆发力的核心

稳定性 30 秒连续后空翻  

30 秒水平 360 旋  
重点测试空中动作的核心稳

定性 

灵敏协 

调素质 

滑板 20 米往返滑

行速度测试、滑板

30 米绕桩滑行测

试 

小轮车单次滑行距

离测试、小轮车 30

米绕桩滑行测试 

由专家筛选确定 
重点测试专项基本技术变换

以及驾驭器材的协调能力  

耐力 

素质 

60 秒立卧撑跳 
由专家筛选确定 

重点测试多元动作模式下的

耐力素质 60 秒十字象限跳 

平衡 

能力 

负重平衡盘转体蹲

起 

单次负重平衡盘转

体蹲起数量测试； 重点测试符合专项基本技术

特征的平衡能力  平衡垫、瑞士球、

悬吊带 

非稳定条件下的动

作保持能力测试 

 

（三）冲浪 

名目 测试指标 测试标准 测试目的 

力量素

质 

30 秒连续前空翻  

由专家筛选确定 

重点测试下肢爆发力的核心

稳定性 30 秒连续后空翻  

30 秒水平 360 旋  
重点测试空中动作的核心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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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协 

调素质 

滑板 30 米绕桩滑

行测试 

滑板 20 米折返滑

行速度测试 

由专家筛选确定 

重点测试专项基本技术变换

以及驾驭器材变换重心的协

调能力 

耐力 

素质 

60 秒立卧撑跳 
由专家筛选确定 

重点测试多元动作模式下的

耐力素质 60 秒十字象限跳 

1000 米自由泳  测试长距离板上滑进能力 

平衡 

能力 

负重平衡盘转体蹲

起 

单次负重平衡盘转

体蹲起数量测试 重点测试符合专项基本技术

特征的平衡能力  平衡垫、瑞士球、 

悬吊带动作保持 

非稳定条件下的动

作保持能力测试 

速度 

素质	
50 米自由泳 

25 米潜泳 
 

测试短距离板上冲刺能力和

避浪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