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八届国际武术文化交流大会
暨 第 七 届 世 界 功 夫 锦 标 赛 竞 赛 规 程

普吉岛体育馆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二、参加办法

三、竞赛类型

四、媒体支持

五、竞赛规程

A001 五步拳 A002 初级一路 A003 初级二路 A004 初级三路
A005 国际竞赛套路一路 A006 国际竞赛套路二路 A007 国际竞赛套路三路 A008 少年长拳规定拳
A009 自选拳 A010 规定南拳 A011 自选南拳 A012 形意拳
A013 八卦掌 A014 八极拳 A015 少林拳 A016 连环拳
A017 七星拳 A018 通臂拳 A019 通背拳 A020 罗汉拳
A021 劈挂拳 A022 八翻手 A023 翻子拳 A024 象形拳
A025 地躺拳 A026 查拳 A027 花拳 A028 华拳
A029 炮拳 A030 红拳 A031 小洪拳 A032 大洪拳
A033 童子功 A034 五祖拳 A035 金刚拳 A036 木兰拳
A037 短拳 A038 咏春拳 A039 心意六合拳 A40 其他传统拳

D001 太极器械刀 D002 太极器械剑 D003 32 式太极剑 D004 42 式太极剑
D005 56 式太极剑 D006 陈式太极剑 D007 武当太极剑 D008 其他太极剑
D009 36 式太极刀 D010 其他太极刀 D011 太极扇 D012 混元太极器械
D013 太极球 D014 其他太极器械

C001 初级刀术 C002 初级枪术 C003 初级棍术 C004 初级剑术
C005 国际竞赛刀术一路 C006 国际竞赛刀术二路 C007 国际竞赛刀术三路 C008 国家规定枪术一路
C009 国际竞赛枪术二路 C010 国际竞赛枪术三路 C011 国际竞赛棍术一路 C012 国际竞赛棍术二路
C013 国际竞赛棍术三路 C014 国际竞赛剑术一路 C015 国际竞赛剑术二路 C016 国际竞赛剑术三路
C017 自选刀术 C018 自选枪术 C019 自选棍术 C020 自选剑术
C021 南刀 C022 南棍 C023 传统器械长 C024 传统器械短
C025 传统器械软 C026 传统器械双 C027 传统器械单 C028 木兰剑
C029 木兰扇 C030 木兰器械 C031 拂尘 C032 龙鞭
C033 大刀 C034 双节棍（单） C035 双节棍（双） C036 双刀
C037 双剑 C038 双枪 C039 双鞭 C040 鞭杆
C041 其他短器械 C042 其他长器械

B001 陈式太极拳 ( 竞 ) B002 杨式太极拳 ( 竞 ) B003 吴式太极拳 ( 竞 ) B004 武式太极拳 ( 竞 )
B005 孙式太极拳 ( 竞 ) B007 24 式太极拳 ( 竞 ) B005 32 式太极拳 ( 竞 ) B006 36 式太极拳 ( 竞 )
B007 42 式太极拳 ( 竞 ) B008 48 式太极拳 B009 56 式太极拳 B010 陈式太极拳 ( 传 )
B011 杨式太极拳 ( 传 ) B012 吴式太极拳 ( 传 ) B013 武式太极拳 ( 传 ) B014 孙式太极拳 ( 传 )
B015 武当太极拳 B016 李式太极拳 B017 混元太极拳 B018 赵堡太极拳
B019 武当太乙游龙拳 B020 浑元太极拳 B021 其他太极拳类

E001 易筋经 E002 五禽戏 E003 六字诀 E004 八段锦
E005 马王堆 E006 健身功法 E007 大舞 E008 武术操
E009 太极养生丈 E010 其他健身气功

F001 集体拳术 F002 集体器械 F003 集体太极拳 F004 集体太极器械
F005 集体木兰拳 E006 集体木兰器械

G001 徒手对练 G002 器械对练 G003 器械徒手对练

太极拳：

拳 术：

器  械：

太极器械：

健身气功：

集体项目：

对  练：

(3) (4)

散打竞赛规程

3. 竞赛时间

1) 单项项目：2 分钟以内。

2) 太 极 拳：4 分钟以内。（到 3 分钟裁判长鸣哨示意）

3) 太极器械：3 分钟以内。（到 2 分钟裁判长鸣哨示意）

4) 对练项目：1 分钟以内，太极拳对练：3 分钟以内（男女可混合分配对练）

5) 集体项目：6 分钟以内，可以配乐。音乐自带

注：单练、对练项目超出规定时间达 2 秒者扣 0.1 分依次类推，太极拳类、集体项目超出规定时间达 5 秒者扣 0.1 分，依次类推。

一、项目设置：
1. 个人品式比赛
2. 竞技比赛
二、竞赛组别：
1. 品势个人比赛：分男、女组别

一、比赛级别分组
男子：35kg、40kg、45kg、48kg、52kg、56kg、60kg、
65kg、70kg、75kg、80kg、85kg、85kg+。
女子：30kg、35kg、40kg、45kg、48kg、52kg、56kg、
60kg、65kg、65kg+。
青少年组：17 周岁以下。
成 年 组：18 周岁以上—35 周岁。
二、竞赛办法
1. 本次比赛为个人赛。
2. 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
3. 采用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最新《武术散打竞赛规则》及
补充通知。
4. 运动员报道时先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
5. 仲裁人员由主办单位聘请。
三、运动员资格
1、各单位组织好运动员在称重时必须携带运动员证称重抽签。
2、各单位自行办理运动员人身保险，或者由大会统一办理
人身保险，保险费为每人 100 元。
3、体检证明（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在报到时交
组委会。如有未交体检证明及人身保险证明者，大会有权取
消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4、报名后不允许更改，如有特殊情况更改级别，交费 300 元，
报名费一律不退。
5、拳套、护具等器材由大会准备，护裆、护齿自备。

以动作的准确度（视线、重心的移动、喊声气势、礼仪、姿

势）、完成度（力度的强弱、速度的缓急、动作的协调、呼吸）

来决定名次。 

1. 竞技 

（1）竞技比赛采取单败淘汰赛，比赛共两局，每局比赛 1

分 30 秒，局间休息 30 秒 。

（2）按照中国跆拳道协会最新评分标准 

竞技比赛级别 

1) 甲组（2001 年前出生）：

男子：-45KG，45KG，50KG，55KG，60KG，65KG，

70KG，75KG，80KG，80KG 以上

女子：-40KG，40KG，45KG，50KG，55KG，60KG，

65KG，70KG，75KG，75KG 以上

2) 乙组（2001 年至 2004 年间出生）：

男子：-36KG，36KG，40KG，44KG，48KG，52KG，

56KG，60KG，64KG，64KG 以上

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广东体育台、
中国体育报、人民网、新浪网、光明网、中国教育网、北京电视台、
普吉新闻报、普吉广播电台、普吉电视台、亚澳电视台、全球功夫
网、全球创业网、《全球功夫》杂志、全球电视台全程直播开幕式
与比赛盛况。

2018 年 12 月 28 日——12 月 31 日  普吉岛体育馆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点开幕。

各省市业余体校、武术馆校、各高校、社会团体、
个人均可报名参赛。

①个人竞赛   ②集体竞赛 

1. 年龄分组：
A 组 :7 周岁以下    B 组 : 8 岁 -11 岁    C 组 :12 岁 -15 岁    D 组 :16 岁 -20 岁    E 组 :21 岁 -25 岁    F 组 :26 岁 -30 岁 
G 组 :31 岁 -35 岁    H 组 :36 岁 -40 岁    I 组 :41 岁 -45 岁    J 组 :46 岁 -50 岁    K 组 :51 岁 -55 岁    L 组 :56 岁 -60 岁
M 组 :61 岁 -65 岁 

2. 竞赛项目：

跆拳道规程

1) 男子 / 女子甲组：2001 年前出生
2) 男子 / 女子乙组：2001 年至 2004 年间出生
3) 男子 / 女子丙组：2004 年至 2007 年间出生
4) 男子 / 女子丁组：2007 年以后出生
三、竞赛内容

品势个人比赛
组  别 比赛内容

男子 / 女子甲组（2001 年前出生）太极四、五、六、七、八章、高丽

男子 / 女子乙组（2001 年至 2004
年间出生）

太极三、四 .、五、六、七章

男子 / 女子丙组（2004 年至 2007
年间出生）

太极二、三、四、章

男子 / 女子丁组（2007年以后出生）太极一、二、三、章



套路、散打、跆拳道、摔跤

报名费 100 元 / 人
会务费 160 元 / 人
项目费 100 元 / 人 / 项、集体项目 500/ 队 / 项

食宿 + 旅游费 2700 元 / 人 （不含往返费用）

奖项、报名及其他注意事项

摔跤比赛规程

大会活动日程表

上  午
8:00-12:00

下  午
13:30-17:00

晚  上
19:00-21:00 负责部门

12 月 28 日

1. 各裁判员全体报到。 
2. 各代表队全天报到。
3. 晚 21:00 散打、跆拳道称体重。
4. 各代表队核实比赛项目。 
5. 晚 20:00 召开教练员领队会议。

秘书处
接待处

12 月 29 日 上午 9：00 开幕式文艺演出。
上午 10：00 点开始比赛

竞赛处  场地组
裁判组  奖品组

后勤处

12 月 30 日
全天比赛上午 :8 点到 13 点比赛
下午 :14 点到 18 点比赛
晚上 :19 点比赛

竞赛处  场地组
裁判组  后勤处

12 月 31 日 上午、下午自由活动
晚上酒店 18 点跨年晚宴。颁奖仪式。

竞赛处  接待组
裁判组  场地组
后勤处  奖品处

(5) (6)

一、竞赛项目级别：

1、男子少年组 30KG、35KG、40KG、50KG、60KG、70KG

2、男子成年组 60KG、70KG、80KG、90KG、100KG 及以上级别

3、女子组 40KG、50KG、60KG、70KG

二、年龄组别

   本届比赛按年龄共设男子 ABC 三个组别，

1.A 组少年组：12-17 周岁

2.B 组成年组：18-36 周岁

3.C 组中年组：36 周岁以上

4. 女子组年龄同上。

三、参赛资格

运动员应提供县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心电图和脑电图）和人

身意外伤残保险证明，否则不予参赛。比赛期间伤病一切自理，组

委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四、竞赛办法

1. 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中国式摔跤竞赛规则。

一、申诉

1. 参赛队对裁判判决结果有异议，必须在该场比赛后 15 分钟内，

由领队或教练员通过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供申诉。同时交付

1000 元申诉费，申诉正确退回申诉费。

2. 仲裁委员会接受代表队的申诉进行裁决。

3.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织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1. 各项目按组别录取前八名。（不足 8 人减一录取）

2. 对练项目不分男女组别录取前八名。

3. 大会设武术贡献奖：

第一名奖金 5000 元（1 队）    第二名奖金 3000 元（1 队）

第三名奖金 1000 元（1 队）       

大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裁判员奖、优秀教练员奖，颁发奖杯

及证书。

4. 按照参赛运动员年龄设寿星奖 1 名、童星奖 1 名，颁发奖金

1000 元，奖杯及证书。

三、报名：

1. 收费标准如下：

2. 各参赛队教练，领队只缴纳会务费及食宿。

女子：-30KG，30KG，34KG，38KG，42KG，46KG，

50KG，54KG，58KG，58KG 以上

3) 丙组（2004 年至 2007 年间出生）

男子：-27KG，27KG，30KG，33KG，36KG，39KG，

42KG，45KG，48KG，48KG 以上

女子：-24KG，24KG，27KG，30KG，33KG，36KG，

39KG，42KG，45KG，45KG 以上

4) 丁组（2007 年以后出生）

男子：-19KG，19KG，22KG，25KG，28KG，31KG，

34KG，37KG，40KG，40KG 以上

女子：-17KG，17KG，20KG，23KG，26KG，29KG，

32KG，35KG，38KG，38KG 以上

各级别设冠军一个、亚军一个、季军二个、以此类推，不足

两人取消比赛或升一级比赛。前三名颁发证书奖牌，前八名

颁发证书。 

四、裁判员 

本次比赛裁判员由大赛主办单位负责选调。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由各参赛团队各推荐 1—2 名裁判员，赛前组

织为期两天的裁判员培训，培训合格者作为本次大赛的裁判

员，并颁发世界华人国际跆拳道联合会裁判员证。本次执裁

期间食宿由大会提供，第八届执裁裁判员本次培训及执裁期

间食宿均由大会提供。 

五、其他规定 

1. 组委会负责提供国技院指定的比赛用垫、头盔、护胸 

2.参赛运动员自行准备并必须穿着道服、护裆、护臂、护腿等, 

3. 所有比赛不得出现替赛，一经发现，取消比赛成绩，费

用不退。 

4. 对比赛结果需要上诉的单位，必须由领队和教练员同时

提出，并且只允许领队和教练员出面，上诉费 1500 元 / 项。

2. 运动员自带符合竞赛规定的摔跤衣、裤子、鞋子。

3.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

4. 赛前 2 小时称量体重。

5. 本届比赛组委会设立的赛风督查委员会将对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进

行严格审查，对超龄和证明手续不真实的不接受报名；对采用虚假

手段参赛者，一经发现，将取消注册和参赛资格。不退所交的一切

费用。 

五、录取名次及奖励

1. 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参赛人数不足八名减一录取，不足 3 人的打

循环。

2. 第一名颁发奖杯，前三名颁发奖品，前八名获奖证书，

六、报名及领队会时间：

   报名办法：

1. 每单位或俱乐部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2 人，队医 1 人，各级

别报名人数不限。

2. 报名信息请以短信或邮件发送， 

3.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如发现冒名顶替、以大代小、弄虚作假者，

一经查实，将取消该运动员的所有成绩，情节严重者取消全队成绩，

并追回奖牌奖品等。

3. 组委会联系人：

竞赛部：

徐希昌  电话：13141266653 

4. 各队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由领队签名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前

寄到：北京德外西三旗回龙观昌平路 386 号北京少林武术学校总校

竞赛部（邮编 100096），报名截止到 9 月 10 日。

5. 报名时需要交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2 张，户口本或身份证复印

件 1 份，报名表必须用 A4 纸打印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同

时交 Excel 电子版报名表一份，并上传到在赛组委会公共邮箱

（E-mail:bjgjwsj@sina.com）, 比 赛 规 程 报 名 表 可 登 陆 www.

qqgfw.com 下载。

6. 报名后不得更改项目，如要更改项目每项交纳 100 元人民币。

7. 各参赛队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到普吉岛报到 ( 具体位置另

行通知 )。

8. 报名费、会务费、项目费及食宿费请于报名时汇到以下帐户

9. 报到时领取参赛证、秩序册、纪念品。

银行 户名 账  号 开户行名称

农业
银行 傅孝春  6228 4900 1001 0758 115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昌平

支行回龙观分理处

手机：18601243797（傅老师）

10. 为了统一活动时间方便沟通所有参赛队伍均由大会统一安排食
宿，不允许自行安排，如自行安排食宿的队伍大会组委会不接收受
报名。（泰国参赛队伍除外）
四、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选派
五、其他事宜：
1. 保持良好武者形象，尊重当地习俗。
2. 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人身保险。
3. 参加套路比赛的运动员器械、服装自备，比赛时必须穿比赛服装。
4. 如有需要接送机的参赛队请提前来电联系组委会。
5. 组委会负责比赛期间用车，请参赛队按照时间表准时到位。
6.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7. 本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



赛场风云 Stadium Situation
(7) (8)

Wushu has originated in China but belongs to the world! It belongs to sports but is superior to sports! Martial Arts is the 
identity of thought and body language. It is an integration of art and aesthetics, strength and mastery! Wushu is a kind of 
skill that helps a person develop the coordination and action between the brain and body. By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the 
state  culture, the high level of national thinking can be achieved. Thanks to Wushu it is possible to lift national spirit. 
A nation with deep thinking is the nation with dreams, goals and hopes. Only with national spirit can a country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Both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nd family prospect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ideology, culture 
and spirit! People who exercise their martial arts should constantly upgrade their ideology and philosophy, cultural 
accomplishments, spiritual realms and Kung-Fu skills so as to sublimate everyon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ence, 
awareness, values, image and status as well as personal charisma. Thousands of gorgeous languages are not as good as 
one action. We need to take concrete actions t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Wushu cause for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o enjoy the health and happiness brought by Martial Arts, and ultimately to win the world with the charm of 
Martial Arts.

武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属于体育而高于体育！武术是思想与肢体语言的结合，是艺术与美学的
结合，是力量与技能的结合，是一项开发人大脑和肢体相互协调发挥的运动；是一门提振全人类精神
意志的科学技术。一个国家文化的提升可以升华一个民族的思想；武术的振兴可以提振一个国家的民
族精神。一个有思想的民族是有理想有目标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有精神的民族，这个国家才会越来越
强大！大到治国理政，小到治家兴业都离不开思想、文化、精神！我们习武之人要不断提升思想理念、
文化修养、精神境界、功夫技艺，从而升华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影响力、社会知名度、社会价值观、
社会形象、社会地位、人格魅力。一千条华丽的语言不如一个行动，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推动武术事
业的蓬勃发展，让全球人民享受武术带来的健康与快乐，最终实现以武术的魅力而赢得世界。

                                                                                                                                            ——傅彪
Human being Have Three Kinds of Power: Thought, Culture, Spirit.

人类有三种力量 : 思想、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