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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等级标准及评定办法（试行） 

 

一、 适用人群 

参与躲避盘、极限飞盘的 4 至 19 岁青少年。 

二、 等级划分 

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分为 12 个级别，包括：一级、二级、三级、

四级、五 级、六级、七级、八级、九级、十级、十一级、十二级。

其中，高水平青少年飞盘运动员技术等级分 3 个级别，即一级至三

级，对 12 周岁以上运动员开放评定。大众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等级

分为 9 个 级别，即四至十二级。 

其中，首次报考可自由选择报考等级，后续单次报考升级不得超过

2 级。 

三、 评定标准 

(一) 高水平青少年飞盘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执行《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18 号令)。 

(二) 大众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等级标准 

大众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可以通过参加比赛或技术测试两种方法

进行评定。具体标准如下： 

1. 参加赛事评定标准 

 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根据赛事的主办单位和参赛地域的不同、小

项不同、年龄不同，决定赛事（组别）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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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赛事评定标准尚在研究中，暂不对外开放。 

2. 技术测试评定标准  

（1） 测试科目 

四至九级测试科目为折返跑、四边跑、掷准、掷远、飞盘越野。

十至十二级测试科目为折返跑、四边跑、掷准、掷远。 

（2） 测试场地（表 1） 

表 1.测试场地距离 

测试

等级 

项目 

折返跑

间距

（米） 

四边跑

间距 

（米） 

掷准

（米） 

掷远（米） 

越野距

离（米） 

有效区

域 

助跑区

域 

4 

极限飞盘、

躲避盘 

9 9 

3、6、9、

12 

30 3 25 

5 

极限飞盘、

躲避盘 

9 9 

3、6、9、

12 

20 3 20 

6 

极限飞盘、

躲避盘 

9 9 

3、6、9、

12 

15 3 15 

7-8 

极限飞盘、

躲避盘 

9 9 3、6、9 15 3 10 

9 

极限飞盘、

躲避盘 

6 6 3、6 9 3 10 

10 躲避盘 6 6 3、6 9 3 — 

11-12 躲避盘 6 6 3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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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器材（表 2） 

表 2.测试器材 

     项目 

测试等级 
极限飞盘 躲避盘 掷准架 越野标杆 

4-9 √ √ √ √ 

10-12 × √ √ × 

 

（4） 评定标准（表 3） 

四至六级受测者 5 项测试全部达标，七至九级受测者在 5 项测试

中有 4 项指标达标，十至十二级受测者在 4 项测试中有 3 项指标达标，

即为测试合格，可获评与测试指标相对应的运动水平等级。具体达标

指标(表 3)。 

四至六级测试标准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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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大众与学龄前儿童达标指标 

四、 评定办法 

(一) 高水平青少年飞盘运动员技术等级评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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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18 号令）。 

(二) 大众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等级评定办法 

1. 参加赛事评定办法 

赛事记录员将比赛技术统计数据递交至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等

级测评委员会，委员会依据运动员个人技术统计数据评出其运动水平

等级。 

2. 技术测试评定办法 

考委负责测试受测者的各项指标。测试结果递交至深圳市飞盘运

动协会等级测评委员会，委员会依据测试数据评出受测者的运动水平

等级。 

（1） 折返跑测试方法（图 1） 

受测者从启动线（线长 2 米）后启动，快速跑向折返线（线长 2

米）处，在任一脚碰触到或越过折返线返回，通过启动线后停表。记

录时间。4-8 级连续折返跑往返三次记录总时间，9-12 级连续往返两

次记录总时间。重复测试 2 次，取成绩最好一次为测试成绩。 

若启动时超线，抢跑，折返时未触碰或越过折返线，则视为成绩

无效，且视为 1 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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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四边跑测试方法（图 2） 

受测者从起点后启动，快速跑向第二个标志杆处，随后侧向移动

至第三个标志杆，再后退至第四个标志杆，接着侧向移动经过第一个

标志杆后停表。每次经过标志杆必须从外侧经过。记录时间，重复测

试 2 次，取成绩最好一次为测试成绩。 

若启动时超线，抢跑，变向时碰触到标志杆，或从标志杆内侧跨

越，或未严格按要求的姿势进行跑动，则视为成绩无效，且视为 1 次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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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掷准测试方法（图 3） 

受测者站立在 1.2m*1.2m投掷区域内，掷准架位于其正前方，从

地面取得飞盘，进行投掷。飞盘在落地之前飞进掷准架则为有效掷准。 

四级至六级测试采用 3 米、6 米、9 米、12 米远的四个投掷区域，

每个投掷区域放置 5片飞盘，限时 2 分钟内将 20片盘全部投掷完毕，

为一组。 

七级至八级测试采用 3 米、6 米、9 米远的三个投掷区域，每个

投掷区域放置 5 片飞盘，限时 2 分钟内将 15 片盘全部投掷完毕，为

一组。 

九级至十级测试采用 3 米、6 米远的四个投掷区域，每个投掷区

域放置 5片飞盘，限时 2 分钟内将 10片盘全部投掷完毕，为一组。 

十一至十二级测试采用 3 米远的 1 个投掷区域，每个投掷区域放

置 5片飞盘，限时 1 分钟内将 5片盘全部投掷完毕，为一组。 

重复测试 2 组，取有效掷准数最多的一组为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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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测者持盘准备与投掷出手前后，其任意一脚完全踏出或触踏

掷准区域线，则该次掷准无效，且视为一次掷准。 

若受测者的投掷技术不符合对投掷的要求与规定，则该次投掷无

效，且视为 1 次投掷。 

 

图 3 

（4） 掷远测试方法（图 4） 

受测者持盘站在助跑区域内，原地或者助跑将飞盘掷出，丈量掷

远线中心点至飞盘第一落地点之间的距离。限时 2 分钟内重复投掷 3

次，取距离最远的一次为测试成绩。    

若受测者持盘准备时，其任意一脚完全踏出或触踏助跑区域后侧

线，或者飞盘出手前任意一脚完全踏出或触碰掷远线，或掷出的飞盘

未落在掷远有效区内（掷远有效区两条界线属于有效区），则该次掷

远无效，且视为 1 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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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飞盘越野测试方法（图 5） 

受测者站立在投掷线（线长 10 米）后，手持两片飞盘，交替使

用飞盘进行投掷。受测者从投掷线后启动，先投出第一片飞盘后快速

跑向飞盘落停点处，单脚站在以飞盘落停点为圆心，半径 30cm的区

域内继续投掷手中的另一片飞盘，然后捡起飞盘继续跑往第二片投掷

飞盘的落停点。依次类推，飞盘的路径必须从第一旗杆外侧，第二旗

杆内侧，第二旗杆外侧，第一旗杆外侧，投掷线依次通过，在飞盘从

投掷线穿过后停表，记录时间。重复测试 2 次，取成绩最好一次为测

试成绩。若飞盘的飞行路径未从要求的旗杆一侧通过，受测者需在飞

盘的落停点将手中飞盘飞回到合适的位置，重新按要求通过旗杆。 

若启动时超线，抢跑，未按顺序依次通过规定路线，离开则视为

成绩无效，且视为 1 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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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五、 器材 

高水平青少年飞盘运动员技术等级赛事器材，按《运动员技术等

级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18 号令)规定执行。大众青少年飞盘

运动水平等级赛事器材规定如下： 

(一) 比赛、测试用盘（表 4） 

极限飞盘、躲避盘为当年度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指定的比赛用

盘，具体由测评承办方或测试机构提供。 

表 4.器材标准 

测试等级 项目 

飞盘 

克重（克） 直径（毫米） 

4 

极限飞盘 175±3 274±3 

躲避盘 88±3 270±3 

5 

极限飞盘 175±3 274±3 

躲避盘 88±3 270±3 



深圳市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等级标准及评定办法（试行） 

 11 

6 

极限飞盘 175±3 274±3 

躲避盘 88±3 270±3 

7 

极限飞盘 175、145±3 240±3 

躲避盘 88±3 270±3 

8 

极限飞盘 145±3 250±3 

躲避盘 78±3 250±3 

9 

极限飞盘 110±3 235±3 

躲避盘 78±3 250±3 

10—12 

极限飞盘 —— —— 

躲避盘 68±3 235±3 

(二) 测试用掷准架 

掷准区域是离地 1 米，边长 1.5 米的正方形区域。 

掷准架为当年度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指定的掷准架，具体由测评承办

方或测试机构提供。 

(三) 测试用越野标杆 

标杆高度不低于 1.5 米，直径不小于 2.5厘米。 

越野标杆为当年度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指定的越野标杆，具体由

测评承办方或测试机构提供。 

 

六、 运动水平等级标准评定管理  

高水平青少年飞盘运动员技术等级评定，执行《运动员技术等级

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18 号令)。大众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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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评定管理规定如下： 

(一) 赛事评定管理 

尚在研究中，暂不对外开放。 

(二) 技术测试评定管理 

1. 受测者要求 

（1） 测试前受测者本人或其监护人应对自己或被监护人的健康

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并与测试机构签署《测试知情同意书》。

同时，根据不同等级，缴纳相应等级的测试费。10-12 级为 200

元/次的测试费，7-9 级为 300 元/次的测试费，4-6 级为 400

元/次的测试费。 

（2） 受测者在测试时应着飞盘服或其它适合测试的运动服与运

动鞋，并进行充分的热身和准备活动。 

2. 主考与考委要求 

（1） 基本素质  

具有高水准的职业道德、高尚的思想情操;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 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自觉遵守国家体育总局、深圳市广电

文化旅游体育局和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颁布的各项规章制度。 

（2） 考委资格  

体育系统飞盘教练员，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注册的裁判员，拥有

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颁发的飞盘教练员或裁判员证者，可向深圳市飞

盘运动协会提出申请，获取考委资格; 

全国大、中、小学体育教师可直接报名参加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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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考委培训班，考核合格后获得考委资格; 

各类飞盘运动从业人员可向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提出申请，获批

后参加考委培训班，考核合格后获得考委资格。 

（3） 考委选派  

考委由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选派，被选派的考委必须无不良诚信

记录和不良执裁记录，持证上岗。 

每次测试至少选派主考 1 人、考委 1 人、数据记录人员 1 人。  

3. 测试机构要求 

（1） 测试场地要求  

测试场地可以是飞盘场，足球场，也可以是天然草皮、人工草皮

田径场等室外场地，但必须满足各项测试的要求，同时必须平坦无阻。

另外，测试机构还必须保持场地干净、整洁、 卫生，免受坚固物体

造成的伤害或其他安全隐患，必须有安全出口和紧急疏散道。 

（2） 测试设备要求  

视测试情况配备秒表 3-6块、标志盘或标志桶 5-10 个、经过校验

的皮尺 3-5把。其他未作说明的设备，则参考各等级测试要求给予准

备。 

（3） 测试器材要求  

所有测试器材都应符合“本办法”中有关器材的要求，并根据测

试类别与测试等级配备相应的器材。视测试情况配备适宜飞盘 30-50

片，掷准架 2-4套。 

（4） 测试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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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外进行的测试应综合考虑当地天气情况，选择在适宜的天气

条件下开展相关测试活动。若遇当地气象部门预警的高温、雾霾等不

利气象条件时，应停止测试或选择在条件适宜的室内进行。 

(三) 评定工作流程 

1. 高水平青少年飞盘运动员技术等级评定工作流程 

按《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18 号令)执行。 

2. 大众青少年飞盘运动水平等级评定工作流程 

各考生的成绩单由考委签字确认后，提交至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

文档管理处存档，并于 5 个工作日内上传至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官方

网站公布。 

(四) 等级证书发放 

1. 高水平青少年飞盘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发放 

按《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18 号令)执行。 

2. 大众运动水平等级证书发放 

实物等级证书由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秘书处负责制作，可选择自

行领取或者快递到付。 

七、 其他 

(一) 赛事等级和技术统计数据、技术测试数据以深圳市飞盘运

动协会官方发布为准。 

(二) 本办法自引发之日起试行。  

(三) 本办法由深圳市飞盘运动协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