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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PM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裁判认证体系

技术官员的培养是UIPM运动的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技术官员确保了所有参赛选手获得平等和公平的竞争机会，以
及帮助主办方举办最高规格的比赛。

作为UIPM教育计划的一部分，UIPM推出了裁判认证体系（JCP），为了实现：

i. 提供更多训练有素的裁判员，帮助维护和提高现代五项及所有UIPM旗下运动的比赛水准。
ii. 推广UIPM对于技术官员的招募及培训，聘用及选拔和奖励的专业方式。
iii. 通过设计这样的裁判教育框架，作为一种坚实的、具有国际标准的体系，为裁判职业生涯的发展和自我能力的提

升创造更多机会。

  JCP 架构
1. 根据技术官员的职能，UIPM裁判可依据从事的一到五种现代五项运动予以认证，分为三类：

1.1 一级 – 助理裁判（AJ）：持有一级证书，有资格根据当地的规则主持国家级的比赛。在国际比赛中，允许担任
计时员、热身裁判、射击裁判等其他辅助角色。

1.2  二级 –  裁判（J）：持有二级证书，有资格在国际比赛，担任击剑、游泳和马术裁判，以及激光跑的裁判长。 
1.3  三级 – 国际裁判（IJ）: 持有三级证书，有资格在国际比赛中出任比赛裁判长（游泳，击剑，马术和激光跑）。

涵盖五项的三级证书裁判，可担任总裁判长。

2. UIPM技术官员架构下还有两个额外的重要角色：

2.1 高级国际裁判（EIJ）: 五项三级证书的国际裁判，在为期两年中，各项技术参数最优，可被提名为UIPM高级国
际裁判。在至少参与过A类和B类比赛的裁判中，以能力为基础进行排名。UIPM技术委员会将选出的裁判提交
UIPM，经由UIPM批准，可执裁重大赛事。 

2.2 UIPM技术代表（TD）: 技术代表由国家协会提名，UIPM大会选举产生或由执委直接聘任。TD的派遣是由技术
委员会和UIPM竞赛部门决定，并征求UIPM主席意见。TD提名的先决条件是持有涵盖五个小项的三级证书。

2年期间排名最好的三级证
书裁判被提名

4年期间被NF提名，
由UIPM年会选举或EB任命一级 二级 三级

助理裁判 裁判 国际裁判

高级国际裁判

技术代表

JCP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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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三个等级的裁判，以及UIPM高级国际裁判和技术代表，将通过UIPM提供的多种课程接触到教育技术的最佳实践。他们将
参与到基于能力进行永久性评估的一个过程中来。根据每个等级，课程可提前在网上学习，以便学员们熟悉UIPM的教育平
台。课程信息如下：

一级课程
一级课程由UIPM提供教材，NF进行派发和施教。如NF有自己的技术官员认证项目，可
要求UIPM根据官方的一级裁判技术参数对其认证。这个需求将通过UIPM竞赛部门进行
处理。UIPM也可现场与NF合作，对一级裁判进行认证，尤其是在NF举办UIPM的A级
比赛期间。一级课程包括8小时的培训，就现代五项的所有项目对学员进行认证。

二级课程

三级课程

二级和三级课程将由指定的裁判讲师进行施教。讲师是UIPM特别培训的专业人士，根据
NF/LOC对UIPM A级比赛的需求安排。NF/LOC指派的候选人必须参加UIPM教育平台
上的网络课程，接下来才能进入线下课程。二级和三级的线下课程各约30小时。三级裁
判将根据他们的经验/背景，讲师评估报告，英文能力和考试成绩等方面选出。 

高级国际裁判 高级国际裁判需在每年的1月31日被提名前参加网络课程。 

技术代表 技术代表在选举或任命后，将于每个奥运周期第一年中，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得到知识
更新。技术代表需要参加年度网络课程，以及官方的技术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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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要求，资格和角色

要求/资格

• 参加考试时满16岁
• 在五个项目中获得1-4个项目的认证
• 参加8小时线下培训课程（考虑所有项目）
• 在考试中取得60%以上的正确率

角色

要求/资格

• 参加考试时已满18岁
• 在五个项目中获得1-4个项目的认证
• 参加30小时的线下课程，以及20小时的网络培训课程（在包括所有小项的情况下）
• 在考试中取得70%以上的正确率

角色

一级 – 助理裁判

二级 – 裁判

击剑 游泳 马术 激光跑

计时员 转身总观察员 计时员 射击靶管理员

表格记分员 转身观察员 路径助理 器材管理员

错误出发辅助裁判 发令员 射击裁判

终点裁判 器材裁判 路径裁判

总计时员 场地监督裁判

计时员 场地监督助理

副发令员

终点裁判

计时员

最后罚停区裁判

击剑 游泳 马术 激光跑

击剑副裁判长 游泳副裁判长 马术副裁判长 射击裁判长

裁判 裁判 路径设置助理 跑步裁判长

发令员 裁判 射击地段裁判员

泳道记录员 秘书 发令员

马匹分配裁判

热身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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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资格

• 参加考试时已满21岁
• 在五个小项中获得4个小项的认证
• 参加30小时的线下课程，以及20小时的网络培训课程
• 在考试中取得80%以上的正确率

角色

三级 – 国际裁判

裁判长 击剑 游泳 马术 激光跑

五项总裁判长 击剑裁判长 游泳裁判长 马术裁判长 激光跑裁判长

五项副裁判长

裁判等级证件的有效期截止于它所办理的奥运周期最后一年的12月31日。所有证件可通过参加网络课程进行更新。 UIPM 

JCP的全面实施将于2018年完成。在2013年至2017年旧系统中的裁判认证，需在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参加网络复习

课程，以更新证书。如没有按时出席，证书将过期。

旧系统和新JCP对照：

所有JCP课程都会根据每个级别，五个小项专门定制，并且与裁判的职业生涯紧密相关：

有效性及更新规则 

课程内容

旧系统 JCP

国际裁判 三级裁判

裁判 二级裁判

助理 一级裁判

常规内容 特殊内容

现代五项整体思路 击剑

道德守则 游泳

运动中的把控 马术

个人行为 激光跑

决策过程 两项赛

兴奋剂检测 三项赛

残疾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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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了解所申请级别的项目规则
B. 了解角色和产生的影响
C. 在一次国内或国际比赛中进行实践

一级裁判证书考核内容

一级裁判证书考核内容

考试 目标 能力 分数比重

书面

了解其角色相关的UIPM规则 AB 10%

说明和判断每个小项的情况 AB 50%

实践 在比赛中正确履行自己角色的职责，遵守规则，并了解自己在
比赛中的影响 C 40%

总分 100%

及格分数 60%

一级 - 助理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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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裁判证书考核内容
二级裁判证书考核内容

考试 目标 能力 分数比重

书面
了解其角色相关的UIPM规则 AB 10%

说明和判断每个项目的情况 AB 30%

实践

在比赛中正确履行自己角色的职责，遵守规则，并了解自己在
比赛中的影响

C
根据讲师成绩单 40%

能够使用英文以及母语恰当的向运动员、官员和其他裁判表述
自己的决策

DE
根据讲师成绩单 20%

总分 100%

及格分数 70%

二级 - 裁判

二级裁判证书考核内容

A. 了解所申请级别的项目规则
B. 了解角色和产生的影响
C. 在一次国内或国际比赛中进行实践
D. 基础英文能力
E. 与运动员、官员、裁判员之间的沟通能力



UIPM :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8

三级裁判证书考核内容

考试 目标 能力 分数比重

书面
了解其角色相关的UIPM规则 AB 10%

说明和判断每个项目的情况 AB 30%

实践

按照最好标准，展示对规则的熟悉，在高压下正确的决断力 CFGH
根据讲师成绩单 30%

能够使用英文以及母语恰当的向运动员、官员和其他裁判表述
自己的决策。裁判必须能够流利用英文建立技术性交流

D
根据讲师成绩单 20%

表现出自信、乐于支援和友好的态度，并乐于接受建议和反馈 BE 10%

总分 100%

及格分数 80%

A. 流利使用英文
B. 与运动员、官员、裁判员之间出色的沟通能力
C. 熟知各项规则
D. 优异的决策能力
E. 积极地做出回应
F. 保持一贯的高水平执裁能力
G. 能够在压力下做出清晰和正确的决定
H. 在国际比赛中可作为副裁判长进行表现评估

三级裁判证书考核内容

三级 - 国际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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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PM - UNION INTERNATIONALE DE PENTATHLON MODERNE
STADE LOUIS II, ENTREE E, 13 AV. DES CASTELANS

98000 MONTE CARLO, MONACO
TEL: +377 9777 8555

EMAIL: UIPM@PENTATHL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