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 界 田 径 纪 录 
        【女  子】(截至 2018/12/31)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国家/地区 日期 地点 
100 米 10.49    格里菲斯 美国 1988.07.16 印地安纳波利斯

200 米 21.34    格里菲斯 美国 1988.09.29 汉城 

400 米 47.60  科赫 民主德国 1985.10.06 堪培拉 

800 米 1:53.28 克拉托赫维洛娃 捷克 1983.07.26 慕尼黑 

1000 米 2:28.98 马斯特科娃 俄罗斯 1996.08.23 布鲁塞尔 

1500 米 3:50.07 迪巴巴 埃塞俄比亚 2015.07.17 摩纳哥 

2000 米 5:25.36 索尼亚.奥沙利文 爱尔兰 1994.07.08 爱丁堡 

3000 米 8:06.11 王军霞 中国 1993.09.13 北京 

5000 米 14:11.15 迪巴巴 埃塞俄比亚 2008.06.06 奥斯陆 

10000 米 29:17.45 伊马丝 埃塞俄比亚 2016.08.12 里约 

3000 米障碍 8:44.32 切普科希 肯尼亚 2018.07.20 摩纳哥 

100 米栏 12.20 哈里森 美国 2016.07.22 伦敦 

400 米栏 52.34 帕科金娜 俄罗斯 2003.08.08 伊朗图拉 

4x100 米接力 40.82 
美国 

2012.8.10 伦敦 
马德森、菲利克斯、奈特、杰特尔 

4x400 米接力 3:15.17 
苏联 

1988.10.01 汉城 
莱多夫丝卡娅、娜扎罗娃、彼尼基娜、布赖兹基娜

4x800 米接力 7:50.17 
苏联 

1984.05.08 莫斯科 
奥莉扎伦科、吉莉娜、布里苏娃、伊列娜 

跳高 2.09 科斯塔迪诺娃 保加利亚 1987.08.30 罗马 

撑竿跳高 5.06 伊辛巴耶娃 俄罗斯 2009.08.28 苏黎世 

跳远 7.52     奇斯蒂娅科娃 苏联 1988.06.11 列宁格勒 

三级跳远 15.50    克拉弗蒂丝 乌克兰 1995.08.10 哥德堡 

铅球 22.63 莉索弗斯卡娅 苏联 1987.06.07 莫斯科 

铁饼 76.80 雷恩斯 民主德国 1988.07.09 新勃兰登堡 

链球 82.98 安尼塔.沃洛达兹克 波兰 2016.08.28 华沙 

标枪 72.28 斯波塔科娃 捷克 2008.09.13 斯图加特 

七项全能 
7291 乔依纳.凯茜 美国 1988.09.24 汉城 

12.69，1.86，15.80，22.56，7.27，45.66，2:08.51 

10000 米竞走 41:37.9 高红苗 中国 1994.04.07 北京 

20000 米竞走 1:26.52.3 伊万诺娃 俄罗斯 2001.09.06 布里斯班 

20 公里竞走 1:24:38 刘虹 中国 2015.06.06 西班牙 

50 公里竞走 4:04:36 梁瑞 中国 2018.05.05 太仓 

半程马拉松 1:04.51 费洛伦斯 肯尼亚 2017.10.22 弗吉尼亚 

马拉松 2:15:25 拉德克里夫 英国 2003.04.13 伦敦 

公路接力 2:11:41 
中国 

1998.02.28 北京 
姜波、赵凤婷、董艳梅、马再接、兰立新、琳娜



世 界 田 径 纪 录 
        【男  子】(截至 2018/12/31)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国家/地区 日期 地点 

100 米 9.58     博尔特 牙买加 2009.08.16 柏林 

200 米 19.19   博尔特 牙买加 2009.08.20 柏林 

400 米 43.03 梵尼克尔克 南非 2016.08.14 里约 

800 米 1:40.91 大卫乐库塔卢迪萨 肯尼亚 2012.08.09 伦敦 

1000 米 2:11.96 Noah NGENY 肯尼亚 1999.9.5 列蒂 

1500 米 3:26.00 奎罗伊 摩洛哥 1998.07.14 罗马  

2000 米 4:44.79 奎罗伊 摩洛哥 1999.09.07 柏林 

3000 米 7:20.67 丹尼尔.科门 肯尼亚 1996.09.01 列蒂 

5000 米 12:37.35 贝克勒 埃塞俄比亚 2004.05. 31 亨格洛 

10000 米 26:17.53 贝克勒 埃塞俄比亚 2005.08.26 布鲁塞尔 

110 米栏 12.80    梅里特 美国 2012.09.07 布鲁塞尔 

400 米栏 46.78 凯尔文．杨 美国 1992.08.06 巴塞罗那 

3000 米障碍 7:53.63 沙辛 卡塔尔 2004.09.03 布鲁塞尔 

4x100 米接力 36.84  
牙买加 

2012.08.11 伦敦 
卡特尔、弗兰特、 布莱克 、博尔特

4x400 米接力 2:54.29 
美国 

1993.08.22 斯图加特 
安德鲁、昆西、哈瑞、约翰逊 

4x800 米接力 7:02.43 
肯尼亚 

2006.08.25 布鲁塞尔 
约瑟夫、威廉、伊斯梅尔、威尔福瑞德 

跳高 2.45 索托马约尔 古巴 1993.07.27 萨拉曼卡 

撑竿跳高 6.16(i) 拉维勒尼 法国 2014.02.15 顿涅茨克 

跳远 8.95     鲍威尔 美国 1991.08.30 东京 

三级跳远 18.29    爱德华 英国 1995.08.07 哥德堡 

铅球 23.12 巴恩斯 美国 1990.05.20 洛杉矶 

铁饼 74.08 许尔特 民主德国 1986.06.06 新勃兰登堡 

链球 86.74 谢迪赫 苏联 1986.08.30 斯图加特 

标枪 98.48 泽列兹尼 捷克 1996.05.25 耶那 

十项全能 
9126 分 凯文・马耶尔 法国 2018.09.16 塔朗斯 

10.55/+0.3、7.80/+1.2、16.00、2.05、48.42、13.75/-1.1 、50.54 、5.45 、71.90 、4:36.11  

20000 米竞走 1:17:25.6 塞桂拉 墨西哥 1994.05.07 卑尔根 

20 公里竞走 1:16:36 铃木雄介 日本 2015.03.15 诺米 

50000 米竞走 3:35:27.2  约安ꞏ迪尼兹  法国 2011.3.12 兰斯  

50 公里竞走 3:32:33 约安ꞏ迪尼兹 法国 2014.08.15 苏黎世 

半程马拉松 58:18 基普图姆 肯尼亚 2018.10.28 瓦伦西亚 

马拉松 2:01:39 基普乔格 肯尼亚 2018.09.16 柏林 

公路接力 1:57:06 肯尼亚 2005.11.25  千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