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一带一路”中国跆拳道公开赛 

（2019 年 11 月 7 日-9 日），中国西安 

规程 

 

1. 批准方:  

世界跆拳道联盟 

www.worldtaekwondo.org 

 

亚洲跆拳道联盟 

http://www.wtasia.org  

 

2. 主办方: 中国跆拳道协会（CTA）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7 号 A 座一层 

电话: +86 10 87182930 

电话: +86 10 87182927 

邮箱: chinacta@chinacta.org.cn 

 

3. 组委会: 中国跆拳道公开赛组织委员会 

地址: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 109 号 

电话： +8651085163659 

电话： +8651085899066 

邮箱： gm_office@jijinsports.com 

 

 

4. 赛事级别: 成人竞技 G1, 品势 G1 

5. 日期: 2019 年 11 月 7 日-9 日 

6. 场馆：西安培华学院，地址：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大街 888 号，710125 

 

7. 参赛资格： 

根据《WT 竞赛规则》“第 4 章：参赛选手资格”的规定，参赛选手必须满足： 

7.1 韩国国技院段位证书持有者 （竞技） 

7.2 持有有效的 WT 全球运动员执照（GAL） 

*如对 WT GAL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指定的 WT GMS 经理 

7.3 成年组参赛年龄至少 17 周岁，青年组参赛年龄为 15-17 周岁。 

年龄限制是基于年份，而不是日期。例如，如果青年锦标赛在 2019 年 11 月 7 日举行，出

生于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的选手有资格参加。 

 

8. 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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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2019 世跆联竞赛规则。 

品势：目前世跆联品势竞赛规则。传统品势项目中，40 岁以下、50 岁以下、65 岁以

下、65 岁以上的年龄组应一同纳入 40 岁以上的年龄组。 

 

9. 赛制 

竞技： 

单败淘汰制 

品势： 

传统品势：所有比赛都以单败淘汰制进行。 

自由品势：排位赛制，但如果少于 16 支队伍参赛，则只进行决赛局。 

 

10. 比赛时长 

10.1 传统品势：个人、混双和团体比赛从 30 秒到 90 秒不等。 

10.2 自由品势：个人、混双和混合团体比赛从 60 秒到 70 秒不等。 

10.3 两场品势之间的休息时间为 30 秒到 60 秒不等 

10.4 竞技：三局累计积分方式。每局 2 分钟，局间休息 1 分钟。 

 

11. 竞技重量级别 

11.1 成年组 

男子组 女子组 

54kg以下 不超过54kg 46kg以下 不超过46 kg 

58kg以下 超过54 kg & 不超过58 kg 49kg以下 超过46 kg & 不超过49 kg 

63kg以下 超过58 kg & 不超过63 kg 53kg以下 超过49 kg & 不超过53 kg 

68kg以下 超过63 kg & 不超过68 kg 57kg以下 超过53 kg & 不超过57 kg 

74kg以下 超过68 kg & 不超过74 kg 62kg以下 超过57 kg & 不超过62 kg 

80kg以下 超过74 kg & 不超过80 kg 67kg以下 超过62 kg & 不超过67 kg 

87kg以下 超过80 kg & 不超过87 kg 73kg以下 超过67 kg &不超过73 kg 

87kg以上 超过87 kg 73kg以上 超过73 kg 

 

11.2 青年组 

男子组 女子组 

45kg以下 不超过45kg 42kg以下 不超过 4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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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kg以下 超过45 kg & 不超过48 kg 44kg以下 超过42 kg & 不超过44 kg 

51kg以下 超过48 kg & 不超过51 kg 46kg以下 超过44 kg & 不超过46 kg 

55kg以下 超过51 kg & 不超过55 kg 49kg以下 超过46 kg & 不超过49 kg 

59kg以下 超过55 kg & 不超过59 kg 52kg以下 超过49 kg & 不超过52 kg 

63kg以下 超过59 kg & 不超过63 kg 55kg以下 超过52 kg & 不超过55 kg 

68kg以下 超过63 kg & 不超过68 kg 59kg以下 超过55 kg & 不超过59 kg 

73kg以下 超过68 kg & 不超过73 kg 63kg以下 超过59 kg & 不超过63 kg 

78kg以下 超过73 kg & 不超过78 kg 68kg以下 超过63 kg & 不超过68 kg 

78kg以上 超过78 kg 68kg以上 超过68 kg 

 

12. 品势: 

传统品势 

个人组 少年 青年 30 岁以下 40 岁以下 40 岁以上 

年龄 12-14 岁 15-17 岁 18-30 岁 31-40 岁 40- 

人数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团体组 少年 青年 30 岁以下 30 岁以上 

年龄 12-14 岁 15-17 岁 18-30 岁 31 岁及以上 

混双 2 2 2 2 

团体 
男子 3 3 3 3 

女子 3 3 3 3 

 

自由品势 

组别 17 岁以下 17 岁以上 

年龄 12-17 岁 18 岁及以上 

个人 
男子 1 1 

女子 1 1 

混双 2 2 

混合团体 5 (最多+1 替补) 5 (最多+1 替补) 

 

13. 竞技称重 

-参赛的运动员应在比赛的前一天进行称重。 

-在称重时，男选手应穿内裤，女选手应穿内裤，胸罩。参赛选手如果愿意，可以裸体

称体重。 

14. 报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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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报名注册: 运动员报名仅接受通过在线注册运动员报名仅接受通过 WT 在线注册

系统，网址：https://worldtkd.simplycompete.com/events 

14.2 在线注册截止时间：2019 年 10 月 20 日 

14.3 报名费 

竞技： 

- 每位运动员$100 美元。 

品势： 

- 每个项目$30 美元 

14.4 报名费：参赛运动员于比赛开始前，在现场向组委会支付现金报名费（仅限美元）。

运动员未成功向组委会付费，不得参赛。 

 

15. 表演的品势列表： 

- 指定的传统品势 

每个组别从预赛，半决到的所有比都必须完成两套传统品势中指定的品势。每个级别分

配的传统品势应由技术代表在抽签时与 WT 官员协商决定。 

比赛 组别 指定的品势 

个人 

少年组 太极4，5，6，7，8章，高丽，金刚 

青年组 太极4，5，6，7，8章，高丽，金刚，太白 

30岁以下 
太极6，7，8章，高丽，金刚，太白，平原，十进 

40岁以下 

40岁以上 太极8章，高丽，金刚，太白，平原，十进，地跆，天拳，汉水 

混双 

少年组 太极4，5，6，7，8章，高丽，金刚 

青年组 太极4，5，6，7，8章，高丽，金刚，太白 

30岁以下 太极6，7，8章，高丽，金刚，太白，平原，十进 

30岁以上 太极8章，高丽，金刚，太白，平原，十进，地跆，天拳 

团体 

少年组 太极4，5，6，7，8章，高丽，金刚 

青年组 太极4，5，6，7，8章，高丽，金刚，太白 

30岁以下 太极6，7，8章，高丽，金刚，太白，平原，十进 

30岁以上 太极8章，高丽，金刚，太白，平原，十进，地跆，天拳 

 

比赛 自由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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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17岁以下和17岁以上组别 

运动员表演的自由品势应基于跆拳道技术结合音乐和舞蹈编排的

表演。表演招式必须在跆拳道的范围内。跆拳道招式的判定应由

WT品势委员会在参赛者提交自由品势的表演计划时决定。 

 

混双 

混合团体 

 

 

16. WT 认证的跆拳道服（道服）和防护装备 (竞技) 

i. 大道 Daedo 和电子计分系统包括（PSS）包括电子头盔将应用于本次竞技比赛。 

ii. 参赛选手须穿著 WT 认证的跆拳道服和 WT 认证的防护装备。最新版本的 WT 认证

的制造商名单可在 WT 的网站查询（ http://www.worldtaekwondo.org/wtf-

partners/recognized/） 

iii. 组委会将向参赛运动员提供护具和电子计分系统。参赛运动员须自备电子感应脚套、

道服、护手、护腿、护臂、护裆、护齿等。 

iv. 进入比赛场地之前，所有参赛者将前往检验台检查跆拳道服和防护装备。任何参赛

选手穿非正式的跆拳道服和防护装备将不被允许参赛。 

v. 比赛将使用即时回放系统（IVR）。 

 

17. 颁奖: 

竞技: 

第一名 金牌和证书 1 名 

第二名 银牌和证书 1 名 

第三名 铜牌和证书 2 名 

 

品势: 

第一名 金牌和证书 1 名 

第二名 银牌和证书 1 名 

第三名 铜牌和证书 2 名 

 

 

18. 食宿和交通 

参赛队必须在 2019 年 10 月 20 日之前通过且仅能通过 WT GMS 注册系统 -

worldtkd.simplycompete.com 提交酒店预订。不接受其他注册方式。酒店信息可在 WT 

GMS 平台上获得。 

http://www.worldtaekwondo.org/wtf-partners/recognized/
http://www.worldtaekwondo.org/wtf-partners/recog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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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队伍提供抵达和离开时的免费落地交通，但仅限于通过 WT GMS 预订平台预订，并在

指定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提供包括队伍抵达和离开的日期、时间、航空公

司和航班号的队伍。 

 

19. 国际裁判： 

组委会将指定一定数量的 WT 竞技和品势国际裁判. 

 

20. 技术代表和竞赛监督委员会 

WT 将指定技术代表及竞赛监督委员会成员监督整场比赛。 

 

21. 药物控制： 

《WT 反兴奋剂规则》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则》将在整场比赛期间适用。 

 

22. 保障 

每个运动员应确保他或她已获得有效的旅行和医疗保险。 

若运动员未获得适当的保险，则不允许参加比赛。 

组委会需购买一般公众赛事责任险。 

 

23. 领队会议和抽签： 

领队会议和抽签环节将在 2019 年 11 月 06 日，比赛开始前一（1）天举行，技术代表、

WT 官员和参赛国代表将出席。 

 

24. 签证信息 

组委会可以为签证申请提供邀请函。尽管如此，MNA 需要在本国检查中国的入境

签证申请等待时间，并向组委会提交邀请函所需要求。 

组委会不能保证中国的入境签，只能提供协助。每个运动员和 MNA 有责任申请并

获得中国正确的入境签证。MNA 需在本国的等待期限至少一个星期前填写所附签证申

请表。 

25. 教练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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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赛过程中，所有的教练员都必须穿着正式的西装，如领带、夹克、连衣裙（长或短）

和裤子。如有任何教练拒绝穿上述装束，他或她将不允许担任教练。 

 

26. 其他 

26.1 每个参赛队伍需向组委会提供自由品势的音乐和表演计划，邮箱地址

gm_office@jijinsports.com。（可在 GMS 注册页面下载表演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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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根据变化调整） 

日期 时间 事项 地点 

11月 4-5日 
0900-1800 运动员  抵达/报到/注册及登记 官方酒店 

1000-1800 裁判员  抵达/报到/注册及登记 官方酒店 

11月 6日 

0900-1700 裁判员会议及培训 西安培华学院 

0900-1700 运动员训练 西安培华学院 

1500-1700 品势代表队领队会议 西安培华学院 

11月 7日 

1000-1200 次日竞技级别称重 

西安培华学院  
0900-1800 品势比赛 

1000-1830 品势项目颁奖仪式 

1500-1700 竞技代表队领队会议 

11月 8日 

0800-0830 当日竞技比赛级别随机称重 

西安培华学院  
1000-1200 次日竞技比赛级别称重 

0900-1800 当日级别竞技比赛 

1800-1830 当日级别颁奖仪式 

11月 9日 

0800-0830 当日竞技比赛级别随机称重 

西安培华学院 0900-1800 当日级别竞技比赛 

1800-1830 当日级别颁奖仪式 

11月 10日  离会 官方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