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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男子武术散打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时间与地点 

2018 年 4 月 11日至 15日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圳市体育局，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训练局军事体育处，武警政治部，各行业体协，有关体育院校，

中国武协上海训练基地、陕西训练基地。 

三、竞赛项目 

男子 48公斤级、52 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65 公

斤级、7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85公斤级、90公斤

级、100公斤级、100公斤以上级。 

四、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运动员 12人，领队、教练员、医生各 1

人。 

（二）参赛运动员须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注

册的年龄在 18-40周岁（含 18和 40周岁）或符合国家体育总局

相关规定的运动员。 

（三）同一级别中每单位限报 1人。 

（四）领队、教练员、医生只能代表一个参赛单位。报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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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注明领队、教练员、医生的姓名和性别。 

五、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男子团体赛和个人赛。采用单败淘汰制(4

人以下采用单循环制，不含 4人)。 

（二）获得 2017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各级别前 4名的运

动员为种子选手，如名次并列，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种子选手的排

位。 

（三）运动员报到后先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 

（四）比赛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最新审定的《武术散打竞赛规

则与裁判法》（可在中国武术协会网站 www.wushu.com.cn 下载）。 

（五）获得各级别前 16名的运动员，可参加本年度全国武

术散打冠军赛。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 团体名次录取前 6名给予奖励。各级别前 8名按 9、

7、6、5、4、3、2、1计分，每队按每人所获名次分别计算团体

总分，高者列前。总分相等时按照新规则有关条款处理。 

（二)每级别 10人以上取前 6名；6-9 人取前 4名；3-5 人

取前 2名；1-2人则不录取名次。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国家体育总局有

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http://www.wush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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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网址：http://www.justtool.com/sanda； 

2.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3 月 11日； 

3.网上报名服务电话：18064684229； 

4.系统使用方法，请查阅登陆界面的“用户指南”。 

请各单位网上填写参赛信息并打印报名表，加盖公章后，于

截止时间前（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训练竞赛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号，邮

编：100029)和赛事承办单位。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到 

1.裁判员于 4月 8日报到，运动队于 4月 9日报到。 

2.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八、竞赛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一）竞赛监督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三）裁判员的选派按《武术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执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九、其它 

（一）各代表队报到时须交验参赛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运动员体检证明》（具体内容为：

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体检证明须在本次比赛前 15天

内方能有效）和《人身保险证明》原件。以上各项任缺一项不能

参加比赛。 

http://www.justtool.com/s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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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代表队报到后，大会将组织对参赛运动员进行抽查

体检，费用自理。如发现问题，则取消比赛资格。 

（三）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抽查。 

（四）运动员现场出现伤病临时处理费用由组委会承担，如

需住院、持久治疗或出现其它意外情况产生的费用和责任由参赛

单位自行解决和承担。 

（五）为了端正赛风，严肃赛场纪律，保证公平竞赛，各代

表队和全体裁判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赛区的各项规

定，认真比赛，公正执法。如有违反，将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六）各参赛单位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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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青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暨第七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时间与地点 

2018 年 4 月 20日至 24日在辽宁省朝阳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厦门市、深圳市体育局，中央军委

训练管理部训练局军事体育处，武警政治部，各行业体协，有关

体育院校，上海基地、陕西基地、河南塔沟基地、浙江平阳基地。 

三、比赛项目 

（一）男子项目 

48公斤级、52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65公斤级、

7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 

（二）女子项目： 

48公斤级、52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 

四、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男子运动员 8人、女子运动员 4人、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男、女队各 1人）、医生 1人。 

（二）参赛运动员须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注

册的年龄在 15-17周岁（2001年 1月 1日至 2003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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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出生）或符合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规定的运动员。 

（三）同一级别每单位限报 1人。 

（四）领队、教练员、医生只能代表一个参赛单位。报名时，

须注明领队、教练员、医生的姓名和性别。 

五、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4人以下采用单循环制，

不含 4人）。 

（二）运动员报到后先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 

（三）比赛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最新审定的《武术散打竞赛规

则与裁判法》（可在中国武术协会网站 www.wushu.com.cn 下载）。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级别分别录取前八名。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

牌与证书，四至八名颁发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国家体育总局有

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报名网址：http://www.justtool.com/sanda； 

2.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3 月 20日； 

3.网上报名服务电话：18064684229； 

4.系统使用方法，请查阅登陆界面的“用户指南”。 

请各单位网上填写参赛信息并打印报名表，加盖公章后，于

http://www.wushu.com.cn/
http://www.justtool.com/s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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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时间前（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训练竞赛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号，邮

编：100029)和赛事承办单位。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到 

1.裁判员于 4月 17 日报到，运动队于 4月 18日报到。 

2.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八、竞赛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一）竞赛监督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三）裁判员的选派按《武术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执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九、其他 

（一）各代表队报到时须交验参赛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临时身份证无效）、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运动员体检

证明》（具体内容为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体检证明须

在本次比赛前 15天内方能有效）和《人身保险证明》原件（责

任免除条款中不得包含武术比赛或散打比赛，否则无效）及《责

任声明书》（见附件）。以上各项任缺一项不能参加比赛。 

（二）运动员参加称量体重及比赛上场前须交验《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原件（临时身份证无效），否则不得上场参赛。 

（三）运动员自备比赛服装（红、蓝各 1套）、护齿、护裆、

护脚背（红、蓝各 1 副）和缠手带。比赛拳套、护具由大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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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代表队报到后，大会将组织对参赛运动员进行抽查

体检，费用自理。如发现问题，则取消比赛资格。 

（五）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抽查。 

（六）运动员现场出现伤病临时处理费用由组委会承担，如

需住院、持久治疗或出现其它意外情况产生的费用和责任由参赛

单位自行解决和承担。 

（七）为了端正赛风，严肃赛场纪律，保证公平竞赛，各代

表队和全体裁判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赛区的各项规

定，认真比赛，公正执法。如有违反，将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八）各参赛单位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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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全国青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暨第七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 

责任声明书 

 

参赛单位                                                    

领    队                                                    

教 练 员                                                    

医    生                                                    

运 动 员                                                    

                                                            

 

本人            （领队或教练员）代表本单位呈交 2018年全

国青年武术散打锦标赛暨第七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责任

声明书，并承诺如在 2018年全国青年武术散打锦标赛暨第七届世界

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期间出现任何意外伤害、死亡等突发状况，

我单位将自负责任，对于我单位运动员在赛事中出现的任何事故或在

法律上的争议，我单位自愿承担一切后果。 

本人、本单位包括本单位的其他参赛人员同意并遵守比赛规则及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的有关规定，公平、

公正竞赛，如有任何异议，将遵照规则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领队或教练员签字       单位公章          日  期 

 

备注：此责任声明书须打印，手填无效，于报到之日交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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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暨第七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 

 

一、竞赛时间与地点 

2018 年 4 月 25日至 26日在辽宁省朝阳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厦门市、深圳市体育局，中央军委

训练管理部训练局军事体育处，武警政治部，各行业体协，有关

体育院校，上海基地、陕西基地、河南塔沟基地、浙江平阳基地。 

三、竞赛项目 

（一）男子项目：39公斤级、42公斤级、45公斤级、48公斤

级、52公斤级、56公斤级。 

（二）女子项目：39公斤级、42公斤级。 

四、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男子运动员6人、女子运动员2人，领队、

教练员、医生各1人。 

（二）参赛运动员须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注

册备案或符合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规定的运动员。 

（三）参赛年龄为12-14周岁（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

31日期间出生）的运动员。 

（四）同一级别每单位限报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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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领队、教练员、医生只能代表一个参赛单位。报名时，

须注明领队、教练员、医生的姓名和性别。 

五、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4人以下采用单循环制，

不含 4人）。 

（二）运动员报到后先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 

（三）比赛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最新审定的《武术散打竞赛规

则与裁判法》（可在中国武术协会网站 www.wushu.com.cn 下载）。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级别分别录取前八名。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

牌与证书，四至八名颁发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国家体育总局有

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报名网址：http://www.justtool.com/sanda； 

2.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3 月 25日； 

3.网上报名服务电话：18064684229； 

4.系统使用方法，请查阅登陆界面的“用户指南”。 

请各单位网上填写参赛信息并打印报名表，加盖公章后，于

截止时间前（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训练竞赛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号，邮

http://www.wushu.com.cn/
http://www.justtool.com/s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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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100029)和赛事承办单位。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到 

1.裁判员于 4月 17 日报到，运动队于 4月 23日报到。 

2.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八、竞赛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一）竞赛监督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三）裁判员的选派按《武术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执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九、其他 

（一）各代表队报到时须交验参赛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临时身份证无效）、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运动员体检

证明》（具体内容为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体检证明须

在本次比赛前 15天内方能有效）和《人身保险证明》原件（责

任免除条款中不得包含武术比赛或散打比赛，否则无效）及《责

任声明书》（见附件）。以上各项任缺一项不能参加比赛。 

（二）运动员参加称量体重及比赛上场前须交验《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原件（临时身份证无效），否则不得上场参赛。 

（三）运动员自备比赛服装（红、蓝各 1套）、护齿、护裆、

护脚背（红、蓝各 1 副）和缠手带。比赛拳套、护具由大会提供。 

（四）各代表队报到后，大会将组织对参赛运动员进行抽查

体检，费用自理。如发现问题，则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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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抽查。 

（六）运动员现场出现伤病临时处理费用由组委会承担，如

需住院、持久治疗或出现其它意外情况产生的费用和责任由参赛

单位自行解决和承担。 

（七）为了端正赛风，严肃赛场纪律，保证公平竞赛，各代

表队和全体裁判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赛区的各项规

定，认真比赛，公正执法。如有违反，将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八）各参赛单位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 14 - 

附件 

2018年全国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暨第七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 

责任声明书 

 

参赛单位                                                    

领    队                                                    

教 练 员                                                    

医    生                                                    

运 动 员                                                    

                                                            

 

本人            （领队或教练员）代表本单位呈交 2018年全

国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暨第七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责任

声明书，并承诺如在 2018年全国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暨第七届世界

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期间出现任何意外伤害、死亡等突发状况，

我单位将自负责任，对于我单位运动员在赛事中出现的任何事故或在

法律上的争议，我单位自愿承担一切后果。 

本人、本单位包括本单位的其他参赛人员同意并遵守比赛规则及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的有关规定，公平、

公正竞赛，如有任何异议，将遵照规则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领队或教练员签字       单位公章          日  期 

 

备注：此责任声明书须打印，手填无效，于报到之日交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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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女子武术散打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时间与地点 

2018 年 5 月 7日至 10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圳市体育局，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训练局军事体育处，武警政治部，各行业体协，有关体育院校，

中国武协上海训练基地、陕西训练基地。 

三、竞赛项目 

女子 48公斤级、52 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65 公

斤级、70公斤级、75公斤级。 

四、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运动员 7人，领队、教练员、医生各 1 人。 

（二）参赛运动员须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注

册的年龄在 18-40周岁（含 18和 40周岁）或符合国家体育总局

相关规定的运动员。 

（三）同一级别中每单位限报 1人。 

（四）领队、教练员、医生只能代表一个参赛单位。报名时，

须注明领队、教练员、医生的姓名和性别。 

五、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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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比赛为女子团体赛和个人赛。采用单败淘汰制(4

人以下采用单循环制，不含 4人)。 

（二）获得 2017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各级别前 4名的运

动员为种子选手，如名次并列，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种子选手的排

位。 

（三）运动员报到后先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 

（四）比赛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最新审定的《武术散打竞赛规

则与裁判法》（可在中国武术协会网站 www.wushu.com.cn 下载）。 

（五）获得各级别前 12名的运动员，可参加本年度全国武

术散打冠军赛。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名次录取前 6名给予奖励。各级别前 8名按 9、

7、6、5、4、3、2、1计分，每队按每人所获名次分别计算团体

总分，高者列前。总分相等时按照新规则有关条款处理。 

（二）每级别 10人以上取前 6名；6-9人取前 4名；3-5人

取前 2名；1-2人则不录取名次。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国家体育总局有

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报名网址：http://www.justtool.com/sanda； 

2.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4 月 7日； 

http://www.wushu.com.cn/
http://www.justtool.com/s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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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上报名服务电话：18064684229； 

4.系统使用方法，请查阅登陆界面的“用户指南”。 

请各单位网上填写参赛信息并打印报名表，加盖公章后，于

截止时间前（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训练竞赛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号，邮

编：100029)和赛事承办单位。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到 

1.裁判员于 5月 4日报到，运动队于 5月 5日报到。 

2.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八、竞赛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一）竞赛监督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三）裁判员的选派按《武术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执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九、其它 

（一）各代表队报到时须交验参赛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运动员体检证明》（具体内容为：

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体检证明须在本次比赛前 15天

内方能有效）和《人身保险证明》原件。以上各项任缺一项不能

参加比赛。 

（二）各代表队报到后，大会将组织对参赛运动员进行抽查

体检，费用自理。如发现问题，则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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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抽查。 

（四）运动员现场出现伤病临时处理费用由组委会承担，如

需住院、持久治疗或出现其它意外情况产生的费用和责任由参赛

单位自行解决和承担。 

（五）为了端正赛风，严肃赛场纪律，保证公平竞赛，各代

表队和全体裁判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赛区的各项规

定，认真比赛，公正执法。如有违反，将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六）各参赛单位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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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时间与地点 

2018 年 7 月 11日至 1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一）男子项目 

48公斤级、52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65公斤级、

7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85公斤级、90公斤级、100

公斤级、100公斤以上级。 

（二）女子项目 

48公斤级、52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65公斤级、

70公斤级、75公斤级。 

三、参加办法 

（一）获得 2018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男子各级别前 16名、

女子各级别前 12名的运动员可参加比赛，运动员所代表单位需

与锦标赛代表单位一致。 

（二）每单位可报领队 1人、教练员 2 人（男、女队各 1人）、

医生 1人。 

（三）领队、教练员、医生只能代表一个参赛单位。报名时，

须注明领队、教练员、医生的姓名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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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男子个人赛及女子个人赛。 

（二）采用单败淘汰制(4人以下采用单循环制，不含 4 人)。 

（三）获得 2018年全国男子、女子武术散打锦标赛各级别

前 4名的运动员为种子选手，如名次并列，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种

子选手的排位。 

（四）运动员报到后先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 

（五）比赛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最新审定的《武术散打竞赛规

则与裁判法》（可在中国武术协会网站 www.wushu.com.cn 下载）。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级别分别录取前八名。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

牌与证书，四至八名颁发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国家体育总局有

关规定执行。 

六、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报名网址：http://www.justtool.com/sanda； 

2.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6 月 11日； 

3.网上报名服务电话：18064684229； 

4.系统使用方法，请查阅登陆界面的“用户指南”。 

请各单位网上填写参赛信息并打印报名表，加盖公章后，于

截止时间前（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http://www.wushu.com.cn/
http://www.justtool.com/s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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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管理中心训练竞赛二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号，邮

编：100029)和赛事承办单位。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到 

1.裁判员于 7月 8日报到，运动队于 7月 9日报到。 

2.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七、竞赛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一）竞赛监督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三）裁判员的选派按《武术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执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执行。 

八、其它 

（一）各代表队报到时须交验参赛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运动员体检证明》（具体内容为：

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体检证明须在本次比赛前 15天

内方能有效）和《人身保险证明》原件。以上各项任缺一项不能

参加比赛。 

（二）各代表队报到后，大会将组织对参赛运动员进行抽查

体检，费用自理。如发现问题，则取消比赛资格。 

（三）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抽查。 

（四）运动员现场出现伤病临时处理费用由组委会承担，如

需住院、持久治疗或出现其它意外情况产生的费用和责任由参赛

单位自行解决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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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了端正赛风，严肃赛场纪律，保证公平竞赛，各代

表队和全体裁判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赛区的各项规

定，认真比赛，公正执法。如有违反，将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六）各参赛单位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九、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