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国跆拳道协会全国赛事活动指南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

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监管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规范全国跆拳道赛事活动的组织管理，提升办赛服务水平，促

进跆拳道运动健康发展，根据《中国跆拳道协会章程》制定本

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所指的跆拳道赛事活动（以下简称跆拳道

赛事），是指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各类跆拳道赛事及相关活动。

第三条 按照“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跆拳道赛事主办、承办单位对跆

拳道赛事负有主体责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各省市跆拳道主管

部门和跆拳道协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跆拳道赛事负有监管

责任，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对所辖区域内跆拳道赛事活动负有领

导责任。

第四条 跆拳道赛事主办、承办单位应加强与本区域内跆

拳道主管部门和跆拳道协会的联系，寻求业务指导、技术支持

与服务，主动接受监管。

第二章 赛事分类

第五条 全国性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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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办的 A 类跆拳道赛事。主要包括

全国锦标系列赛和年度冠军总决赛、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少

年锦标赛等；

（二）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办的 B 类跆拳道赛事。主要包括

全国 U 系列赛等；

（三）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办的 C 类跆拳道赛事。主要包括

各类全国群众性俱乐部、道馆赛等。

（四）中国跆协举办的其他跨区域赛事。

第六条 地方性赛事：各省（区、市）体育主管部门或跆

拳道协会主办的本辖区内的各类跆拳道赛事。

第三章 赛事申办

第七条 全国性和地方性赛事申办

（一）全国性跆拳道赛事申办程序：

1.中国跆协于每一年末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下一年度申

办计划，申办资格和条件。

2.申办单位在申办截止日前，将申办表和申办方案经省级

协会或省级项目主管中心核准，报省体育局备案后，纸质版及

电子版发送到中国跆协邮箱进行审核。

3.中国跆协根据申办城市的办赛经验、场馆、酒店接待、

交通等条件，结合比赛对当地的发展综合评定，择优比选，拟

定承办单位和举办地点。经主席办公会研究讨论通过后，在协

会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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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举办的跨区域性赛事须通过申办，统一纳

入中国跆协年度赛事计划管理。

（二）群众性、商业性跆拳道赛事无需报备，合法的法律

主体均可依法组织和举办，自行确定或协商确定举办地点。

第八条 办赛经费

（一）A 类、B 类赛事运行经费原则上由各申办单位自筹

解决，中国跆协根据政府购买竞赛经费预算给予适当补贴。为

保障赛事正常运行，必要时可适当收取赛事报名费，标准控制

在每人 300 元以内。

（二）C 类跆拳道赛事及其他跨区域赛事。为保障赛事正

常运行，参加此类赛事须收取赛事报名费，一般控制在每人

300 元左右。

（三）赛事报名费原则上由主办单位（赛事组委会）收取，

中国跆协必要时可给予适当的补助。赛事报名费主要用于场馆

器材租赁、计时计分系统服务、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

劳务、媒体、保险等方面。

各参加单位或个人食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第四章 赛事名称使用

第九条 跆拳道赛事的名称应当与实际内容一致。

第十条 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办或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跆

拳道赛事，其名称可以使用“中国”、“全国”、“国家”、

“中华”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未经中国跆拳道协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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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其他跆拳道赛事不得冠以“中国”、“全国”、“国家”、

“中华”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

第十一条 未经世界跆拳道联盟、亚洲跆拳道联盟等合法

国际跆拳道组织确认，跆拳道赛事名称不得冠以“世界”、

“国际”、“洲际”、“全球”、“亚洲”字样或具有类似含

义的词汇。

第十二条 各省（区、市）参照上述原则拟定本地赛事名

称。

第五章 赛事组织

第十三条 组织委员会

（一）赛事一般应设立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

组委会一般由赛事主办和承办单位的领导与相关人员共同组

成，统一领导和落实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

（二）组委会一般下设办公室、竞赛部、场地器材部、后

勤接待部、新闻宣传部、安全保卫部、医疗卫生部等若干工作

机构。

第十四条 工作机构

（一）工作机构在组委会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履行各自工

作职责，涵盖的工作有综合事务、竞赛、场地器材、信息技术、

媒体运行、运动员服务、协会、技术官员服务、计时计分与成

绩处理、体育展示、颁奖仪式、交通服务、医疗服务、观众服

务、安全保卫、兴奋剂检查、财务审计、志愿者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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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机构的设定，可视赛事的规格和规模而定。规

格高、规模大的赛事可多设工作机构，规模较小的赛事可少设

工作机构，但各项工作内容须在工作机构中体现。

第十五条 工作机构职责

（一）办公室

1.制定组委会工作方案、制度、计划、经费预算等；

2.安排、协调、汇总、督办各处室阶段工作；

3.组织和落实各项会议；

4.负责组委会的文档工作；

5.拟定组委会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职责和人员调配方案；

6.负责落实人事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

7.负责人员注册和证件管理工作；

8.负责准备竞赛器材，配置各处室的办公物资，并按时到

位；

9.负责票务、信息咨询、失物招领、展示表演、观众和啦

啦队组织等工作；

10.根据竞赛日程和组委会要求，负责邀请颁奖嘉宾；

11.制订市场开发计划，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市场开发，

为赞助商做好权益兑现和服务接待等工作；

12.督查预算执行情况，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开支标

准有关规定，负责日常经费的使用管理；

13.负责志愿者的岗位设置，编制志愿者服务方案，招募

志愿者并对志愿者进行通用岗位和专业岗位的培训；

14.分析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做

好培训、演练与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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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竞赛部

1.全面负责竞赛的筹备和组织实施工作；组织比赛，及时

处理紧急事件，并上报组委会；协调相关处室进行赛风赛纪的

监察工作；

2.编排竞赛日程、活动日程及训练日程，编制秩序册和成

绩册，印发成绩公告；

3.规划竞赛运行控制区（FOP），设计 FOP 布局和人员流

线；

4.编制竞赛器材和物资管理方案和使用计划，指导比赛场

地安装，赛时维护和管理器材设施，确保正常运行；

5.负责竞赛运行区和竞赛热身区（训练场地及热身场地）

的管理；

6.负责组织裁判员及辅助裁判员、竞赛联络员的培训和工

作安排，负责各运动队、技术官员赛时服务工作；

7.负责落实竞赛计时计分及成绩处理系统，协调供应商与

场馆方完成竞赛及热身区域竞赛信息系统的布设和功能验收；

8.收集体育展示音频、视频和文字素材，制定体育展示工

作方案和现场宣告执行脚本；

9.制定颁奖仪式工作方案，组织实施颁奖工作；

10.负责组织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运动员、

裁判员的评选工作；

11.按照赛事反兴奋剂工作要求，协助做好反兴奋检查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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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分析赛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

并做好培训、演练与应急处置工作；

13.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场地器材部

1.协助主办单位对竞赛场馆和训练场馆进行综合检查验

收；

2.负责竞赛器材设备的安装调试，并确保正常运行；

3.落实满足赛事需求的竞赛场馆基础信息网络、音视频播

放系统、LED 大屏幕等场馆基础设施；

4.配合供应商、服务商做好信息技术系统的联调联试和试

运转，保障比赛期间本项目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

5.负责比赛场馆内外形象景观的设置与维护，完成比赛场

馆周边环境整治，设置必要的指示、提示标识；

6.负责赛时对场馆硬件设施的管理、维护、修缮及日常巡

查，确保正常运转；

7.负责场馆内各个区域的卫生清洁服务与废弃物分类收

集和处理，为赛事创造优良环境；

8.分析赛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

做好培训、演练与应急处置工作；

9.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后勤接待部

1.编制贵宾、技术官员、运动队迎送、接待、食宿、交通

等工作方案，制定详细实施计划；

2.为组委会提供行政后勤支持；

3.确保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杜绝发生食源性兴奋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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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赛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

做好培训、演练与应急处置工作；

5.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新闻宣传部

1.引导新闻单位积极做好比赛之前的舆论宣传和比赛期

间赛事的全面报道；

2.负责准备好赛场内外新闻宣传设施条件，落实环境布置

工作；

3.与相关部门协调，安排好赛场内摄影（像）记者、电视

转播人员和场外媒体记者的的工作位置；

4.负责提供赛事相关的宣传材料；

5.落实新闻发布场所，组织好新闻发布会；

6.分析赛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

做好培训、演练与应急处置工作；

7.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安全保卫部

1.明确安保指挥体系和责任体系，保障赛事运行安全；

2.负责赛会酒店、比赛场馆和训练场馆的安全保卫工作；

3.做好场馆现场秩序维护，严密重点要害部位巡逻守护，

及时处置各类紧急突发事件；

4.分析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做好

培训、演练与应急处置工作；

5.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七）医疗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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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协调比赛现场及相关宾馆的医疗救护、卫生应急处

置、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控、病

媒生物防治及控制吸烟的监督检查工作，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

计划；

2.落实就近综合性医疗救护医院作为赛事的官方指定医

院，开通绿色通道；

3.组织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和上岗培训；

4.落实救护车及必要的药品和医疗设备；

5.成立紧急救护、卫生监督、医疗保障工作应急小组，制

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应急演练；

6.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八)志愿者部

1.志愿工作人员要求能坚守岗位，工作认真，要求提前一

天到位培训（1-3 天），重要岗位需要有一定的体育赛事工作

经验；

2.能够在赛时期完成服务工作，并且重要岗位要求全程专

人值守；

3.志愿工作人员按各部门需要统一培训合格后上岗；

4.具备志愿服务岗位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第六章 场地设施

第十六条 跆拳道赛事场地设施

（一）比赛场馆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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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馆的内场无障碍空间不小于长 50 米、宽 30 米、高

12 米以上的体育馆，看台座席一般应不低于 1000 个；主席台

坐席要容纳 16 个以上,场馆应具备记者席和采访区域。配备场

音频广播系统和 LED 大屏幕（全彩不低于 P5 清晰度）；具备

必要的竞赛功能用房及相关设施。

（二）训练（热身）场馆与设施

1.训练（热身）场馆的内场无障碍空间不小于长 30 米、

宽 22 米、高 3 米以上；如条件允许，训练与热身场地须单独

设置。

2.训练（热身）场地必须配备至少两台可显示比赛现场视

频及赛程检录信息的 LED 平板电视及必要的功能设施。

3.训练（热身）场馆与比赛场馆的距离超过 150 米的，须

有交通工具进行摆渡。

（三）竞赛场地及器材

1.竞技项目的场地：

（1）长 10 米、宽 10 米的竞技跆拳道比赛专用地垫（由

0.8²块状拼合），或长 12 米、宽 12 米的跆拳道卷材地垫，中

心八角区域按照世界跆拳道联盟（WT）颁布的最新规则（2019

年 5 月），应向内沿八角边线标明 30-50 厘米宽黄色边线，场

地的长和宽均由边缘的外沿开始计算，周围至少保留有 1.5-2

米宽的安全区。

（2）如赛事要求，应配置不少于一个 0.6-0.8 米、长 14

米、宽 14 米的跆拳道比赛标准擂台，边缘有 80cm 以上宽度的

空位，斜坡倾角不得小于 45 度，铺设符合（1）要求的竞技比

赛标准的比赛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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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赛场地第二边线处设比赛双方运动员和教练员席

位，在场地一侧设置医务监督席。

（4）竞赛场地的地面空间高度不少于 10 米，周围所有设

置均应保持与场地边线 2 米以上距离。若设置两块以上场地，

两场地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 4 米（若采用并行排布多块场地方

案，可忽略此条件）。场地光照度不低于 1500 勒克斯，不超

过 2000 勒克斯（符合电视转播要求，为保障录像审议（IVR）

系统正常工作须为顶射光源）。

（5）应备有满足竞赛运行所需跆拳道护头、护胸等护具，

包含电子护具（PSS）或普通护具，以及称量体重的电子秤至

少 3 台（运动员训练场地 2 台，各代表队驻地应放置至少 1

台），并在赛会运动员报到前统一称量校准。

（6）每个场地无论是否采用电子护具系统（PSS），场地

至少需配备 3 台大屏幕显示设备，并且可以满足录像审议（IVR）

系统及场上部分情况可实时向场内观众展示。高清摄像机 2-4

台、配套音响、对讲机等设备若干。

（7）如有条件可开放赛事视频信息的实时直播。

2. 品势项目的场地：

（1）长 14 米，宽 14 米，块状拼合场地。四周内沿应标

明 5 厘米宽的白色边线，场地的长和宽均由边缘的外沿开始计

算，其周围至少有 1 米宽的安全区。

（2）竞赛场地应有明显的场地编号标志，应设置仲裁录

像和电子示分屏的位置，周围一圈设置有高度为 70-100 厘米

的隔离物，场地一侧设置裁判席（按要求搭建），主技术官员

席后架设主背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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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赛场地的地面空间高度不少于 10 米，周围所有设

置均应保持与场地边线 2 米以上距离，若设置两块场地，两场

地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 4 米（若采用并行排布多块场地方案，

可忽略此条件）。不超过 2000 勒克斯（符合电视转播要求，

为保障录像审议（IVR）系统正常工作须为顶射光源）。

（4）每个场地均应配有满足比赛所需要的录像审议 IVR

系统 1 套、高清摄像机 2-4 台（含三脚架）、配套扩音、对讲

机等设备若干。

（5）场地至少需配备 3 台大屏幕显示设备，并且可以满

足录像审议（IVR）系统及场上部分情况可实时向场内观众展

示。

（6）如有条件可开放赛事视频信息的实时直播。

3.比赛场地必须使用中国跆协认证的比赛道垫和电子护

具、电子计分、录像审议和称重系统。

4.裁判席距离比赛场地边界 0.5 米;两侧为运动员休息区,

距离比赛场地边界 1 米。(比赛场地边界线外还应有 1-2 米的

安全区) 。在场地一侧设置医务监督席。

5.教练员席应距离比赛场地边界 0.5 米，以挡板将三边围

住，具体高度根据比赛场地高度确定具体尺寸。

6.竞赛场地的地面空间高度不少于 12 米，周围所有设置

均应保持与场地边线 2 米以上距离，若设置两块场地，两场地

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 4 米，若采用多场地连台布置可忽略场地

间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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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个场地均应配有满足比赛所需要的电子计分系统 1

套、高清数码摄像机 2-3 台（含三脚架）、仲裁用电视机（或

电脑）1 台、配套音响、集群电话（对讲机）等设备。

（四）工作室（可根据比赛规模及实际情况酌情配备）

1.运动员休息室:50 平米 2 间(带卫生间、淋浴室,男、女

各 1 间)。

2.贵宾休息室:40 平米 1 间、茶几、沙发。

3.仲裁、官员休息室:25 平米 1 间。

4.裁判员休息室:30 平米 1 间。

5.志愿者休息室:40 平米 1 间。

6.竞赛办公室:30 平米 1 间。

7.成绩统计室:25 平米 1 间。

8.计时记分室:25 平米 1 间。

9.网络机房:25 平米 1 间。

10.兴奋剂检测室:25 平米 1 间(带专用卫生间)。

11.记者工作室:30 平米 1 间(覆盖无线网络)。

12.新闻发布厅:50 平米 1 间。

13.颁奖室:25 平米 1 间，储物柜 1 个。

14.会议室:50 平米 1 间。

15.安保室:25 平米 1 间。

16.其他工作室:称重室 25 平米 2 间(男、女各 1 间),恢复

室 50 平米 1 间。

17.记者席数:看台上 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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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功能用房应配有网络覆盖、饮水机、桌椅、纸篓。

竞赛场地应有明显的场地编号标志，应设置场地视频实况和赛

程信息显示设备。

第七章 跆拳道赛事保障

第十七条 食宿交通保障：运动队和裁判员驻地必须分两

处安排，酒店规格不低于三星级标准。驻地到赛场步行需 10

分钟以上的须有车辆接送。赛事承办方根据竞赛需要安排好运

动员驻地循环班车的运行。

第十八条 裁判员保障

（一）选调裁判员：根据不同的赛事安排，中国跆协从裁

判员选调库中依据技术等级、业务能力、以往比赛表现、参加

中国跆协培训等条件，每个赛事按场地 1:15 的比例选派裁判

员参赛，选调裁判员赛事期间食宿费用将由组委会负担。

（二）非选派裁判员：每次比赛不在选调裁判员名单内的

裁判员，可向中国跆协提出参赛申请，中国跆协将根据以往表

现增加 5-10 名辅助裁判员，仅赛会提供食宿。

（三）裁判员赛事补助：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规定，对

参加赛事裁判员进行适当补助。副裁判长以上，每次比赛赛事

补助 500 元/人/天；其他裁判员每次比赛赛事补助 400 元/人/

天。裁判员城市间交通费自理。

中国跆协各级工作人员不得在赛区领取任何形式的劳务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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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赛事志愿者按照赛事规模招募，原则上按场地

1:10 配备。一般要求统一服装，为其工作提供必要保障和补

助。

第二十条 安全保障：必须有专业人员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保证比赛期间的秩序和各方面参赛人员的安全。

第二十一条 急救保障：必须配备救护车 1 辆，每块场地

最少 2 名医护人员，并配有担架等急救药品和器械，并在赛场

内设置医疗救护站。

第二十二条 赛事保险：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保险，并提

供比赛所要求的健康证明、体检证明。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指南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公布。适用于中国

跆协举办的各类跆拳道赛事及相关活动。

第二十四条 本指南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国跆

协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