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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击剑协会大众击剑赛事认证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举办击剑比赛的积极性，

规范击剑比赛管理工作，促进击剑运动健康有序发展，进一

步普及与推广击剑运动，根据体育总局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提到的大众击剑赛事是指在中国境内

（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所有地域面向社会公开报

名且主要参与人群为大众击剑爱好者的击剑及相关运动赛

事（以下简称“赛事”）。赛事的组织人员、运动员、教练

员、裁判员等均应遵守此办法。

第二章 大众击剑赛事的分级

第三条 中国剑协根据相关分级认证条件，将赛事分为

A、B、C、D 四个等级。

第四条 A 级赛事是指由中国剑协主办的全国性质的不

同年龄组别的最高水平大众赛事，包括（不仅限于）全国少

年儿童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及分站赛等。

第五条 B 级赛事是指由中国剑协主办或由省级体育主

管部门、中国剑协区域一级团体会员主办的全国性或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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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别赛事，包括省际间俱乐部赛事、省（直辖市、

自治区）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及其它同级别大众赛事等。

第六条 C 级赛事是指由省级体育主管部门、中国剑协区

域一级团体会员、地市级体育主管部门、中国剑协区域二级

团体会员、中国剑协专业组织团体会员主办的区域性不同年

龄组别大众赛事，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俱乐部联赛分

站赛、地市级各年龄组别最高水平大众赛事、专业组织团体

会员组织的认证达标赛事及其它同级别大众赛事等。

第七条 D 级赛事是指由中国剑协专业组织团体会员或

其它社会机构主办的符合认证条件的大众赛事。

第三章 各级赛事的认证申请及积分授予条件

第八条 A 级赛事暂不接受等级认证申请。

第九条 B 级赛事的等级认证及积分授予须满足以下条

件：

（一）主办单位：中国击剑协会或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及

区域一级团体会员，且每个单位最多可同时主办一项该等级

赛事。对于个别有传统、有特色、有水平、有影响力的赛事，

可适当放宽主办单位资质要求。

（二）参赛单位数量：≧30 个参赛单位；

（三）参赛运动员数量：≧800 人；

（四）要有充足的可用场地面积，除按标准间距摆放相

应数量剑道外，还能为参赛人员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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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剑道数量：剑道数量须≧参赛人数/(比赛天数

*7*1.5),且最低剑道数量为不少于 10 条，如设团体赛，则

在此基础上增加 50%；

（六）执裁裁判员数量：剑道数量*1.3；

（七）各等级裁判员数量：执裁裁判员最低技术等级为

C 级裁判员，其中二级或 B 级以上裁判员要达到 70%；

（八）项目设置要求：至少设置三个剑种的个人赛，且

年龄组别划分须与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一致；

（九）积分授予要求：

1.只授予个人赛参赛运动员积分，且参赛运动员须先注

册成为中国击剑协会认证个人会员；

2.各小项须达到至少 16 人完赛才能授予积分；

3.各小项参赛人数的前 50%获得积分（四舍五入到下一

个更高的整数），且最低获得积分名次为 64 名。

（十）有完善的竞赛规程和组织方案；

（十一）有与赛事规模相适应的组织经费；

（十二）赛事举办地须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

（十三）具有完善的安全设施和医疗保障；

（十四）配备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志愿者与赛事的规模、内容相适应；

（十五）须使用经 FIE或中国剑协认证的编排软件系统，

并有相应的具备资质和经验的编排人员；

（十六）使用的比赛器材须达到中国击剑协会赛事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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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十七）技术委员会组成人员至少 3 人，须由具备技术

委员会工作经验的国家级及以上技术等级裁判员担任；

（十八）2 年以上的成功办赛历史。

第十条 C 级赛事认证申请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主办单位：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区域一级团体会

员、区域二级团体会员、专业组织团体会员，且每单位最多

可同时主办一项该等级赛事；

（二）参赛单位数量：≧15 个参赛单位；

（三）参赛运动员数量：≧300 人；

（四）要有充足的可用场地面积，除按标准间距摆放相

应数量剑道外，还能为参赛人员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五）剑道数量：剑道数量须≧参赛人数/(比赛天数

*7*1.5),且最低剑道数量为不少于 10 条，如设团体赛，则

在此基础上增加 50%；

（六）执裁裁判员数量：剑道数量*1.3；

（七）各等级裁判员数量：执裁裁判员最低技术等级为

C 级裁判员；

（八）项目设置要求：至少设置两个剑种的个人赛，且

年龄组别划分须与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一致；

（九）积分授予要求：

1.只授予个人赛参赛运动员积分，且参赛运动员须先注

册成为中国击剑协会认证个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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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小项须达到至少 16 人完赛才能授予积分；

3.各小项参赛人数的前 50%获得积分（四舍五入到下一

个更高的整数），且最低获得积分名次为 64 名；

（十）有完善的竞赛规程和组织方案；

（十一）有与赛事规模相适应的组织经费；

（十二）赛事举办地须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

（十三）具有完善的安全设施和医疗保障；

（十四）配备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志愿者与赛事的规模、内容相适应；

（十五）须使用经 FIE或中国剑协认证的编排软件系统，

并有相应的具备资质和经验的编排人员；

（十六）使用的比赛器材须达到中国击剑协会赛事器材

标准；

（十七）技术委员会组成人员至少 3 人，须由具备技术

委员会工作经验的中国击剑协会 A 级（或一级）裁判员及以

上技术等级裁判员担任；

（十八）由专业组织团体会员主办的赛事申请认证时，

需提供所在地区区域一级团体会员的推荐函。

（十九）2 年以上的成功办赛历史。

第十一条 D 级赛事认证申请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主办单位：专业组织团体会员及其它社会机构，

且每单位最多可同时主办一项该等级赛事；

（二）参赛单位数量：≧10 个参赛单位；



6

（三）参赛运动员数量：≧100 人；

（四）要有充足的可用场地面积，除按标准间距摆放相

应数量剑道外，还能为参赛人员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五）剑道数量：剑道数量须≧参赛人数/(比赛天数

*7*1.5),且最低剑道数量为不少于 10 条，如设团体赛，则

在此基础上增加 50%；

（六）执裁裁判员数量：剑道数量*1.3；

（七）各等级裁判员数量：执裁裁判员最低技术等级为

C 级裁判员；

（八）项目设置要求：至少设置一个剑种的个人赛，且

年龄组别划分须与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一致；

（九）积分授予要求：

1.只授予个人赛参赛运动员积分，且参赛运动员须先注

册成为中国击剑协会临时个人会员；

2.各小项须达到至少 16 人完赛才能授予积分；

3.各小项参赛人数的前 50%获得积分（四舍五入到下一

个更高的整数），且最低获得积分名次为 32 名；

（十）有完善的竞赛规程和组织方案；

（十一）有与赛事规模相适应的组织经费；

（十二）赛事举办地须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

（十三）具有完善的安全设施和医疗保障；

（十四）配备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志愿者与赛事的规模、内容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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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技术委员会组成人员至少 3 人，须由具备技术

委员会工作经验的中国击剑协会 A 级（或一级）裁判员及以

上技术等级裁判员担任；

（十六）由主办单位申请认证时，需提供所在地区区域

一级团体会员的推荐函。

（十七）1 年以上的成功办赛历史。

第四章 认证赛事的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单位需先对照各等级赛事的认证申请条

件进行自我评估，确定好可以申请的目标等级赛事。

第十三条 确定好申请目标范围后，申请单位按照目标

等级赛事的认证申请条件准备相关申请材料（申请报告、活

动组织方案、应急预案、竞赛规程、场地布置方案等），并

通过“中国击剑协会赛事认证系统”进行线上申请填报，同

时上传相关材料。

第十四条 申请单位须至少在开赛前 90 日提交认证申

请，申请提交后，中国剑协将对相关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

根据情况选调观察员赴赛区实地考察评估。中国剑协将在申

请提交后 15 日内反馈申请结果。

第十五条 申请单位提交认证申请后，可在 30 日内修改

赛事相关信息或撤销申请，超过此期限，认证申请将不予修

改或撤销。

第十六条 赛事认证申请一经审核通过，有效期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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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内无需重复申请。

第五章 认证赛事的权益

第十七条 除中国剑协主办或参与主办的赛事外，其它

认证赛事主办方在对外宣传中可使用“中国击剑协会认证赛

事”称号以及中国剑协统一授予的认证赛事标识，同时，还

可将中国剑协列为技术指导单位。

第十八条 相关赛事在通过认证后，将被列入中国剑协

官方赛历，可通过官网等渠道发布赛事重要信息。

第十九条 中国剑协将选调专家、裁判员、技术人员等

为相关级别赛事提供赛前、赛中、赛后的指导和技术支持等。

第二十条 中国剑协将按照《中国击剑协会赛事积分排

名办法》对顺利完赛的等级赛事参赛运动员授予相应积分，

最终比赛结果也将在中国剑协会员信息系统公布。

第六章 认证赛事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除中国剑协主办、参与主办、承办的赛事

外，其它各项认证赛事名称不得使用“世界”、“国际”、“亚

洲”、“中国”、“全国”、“国家”、“中华”等字样。

第二十二条 认证赛事一经在赛历发布后，无特殊原因

不得更改比赛时间、地点等重要信息，不得取消办赛。如遇

特殊情况确需修改赛事信息的，须最迟在开赛前 30 天向中

国剑协提交书面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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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认证赛事组委会须严格按照《中国击剑协

会赛事操作手册》相关要求，结合认证条件做好赛事的筹备

工作，并最迟于赛前 45 天向中国剑协递交赛事筹备进展报

告、补充通知、参赛指南、秩序册模板等材料。

第二十四条 认证赛事组委会应增强权利保护意识，主

动办理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手续，积极通过合法

手段保护赛事名称、赛事品牌，避免同名赛事。

第二十五条 认证赛事组委会应严格遵守中国奥委会及

剑协关于市场开发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认证赛事组委会发布的赛事广告和媒体宣

传内容必须真实、健康，不得误导、欺骗参赛者和消费者。

第二十七条 认证赛事组委会应详细准确记录每位参赛

者的比赛成绩，并在赛事结束后 48 小时内向中国剑协递交

赛事最终成绩，并于 15 日内提交赛事活动总结报告。鼓励

具备条件的单位使用专业击剑赛事计时计分及成绩处理信

息系统。

第二十八条 申请认证赛事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

剑协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赛事认证资

格、取消赛事 1 至 3 年的认证申请资格：

（一）赛事认证申请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有弄虚作假

行为，赛事名称使用不规范；

（二）办赛条件达不到标准，赛事组织机构不健全，赛

事组织和安全工作方案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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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组织工作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存在虚假比

赛情况和违反体育道德行为；

（四）未经申请或报备，私自修改比赛时间或地点等重

要信息；

（五）无故擅自取消比赛；

（六）因赛事组织和安全工作不力，造成比赛秩序严重

混乱而无法继续正常比赛；

（七）发生影响公共安全或比赛安全事件，造成较大或

严重社会影响。

第二十九条 对组织水平低、社会效益差、有明显安全

隐患或制度不完善等情形的认证赛事活动组织机构，且经过

整改仍不能达到赛事组织活动标准要求的，可将其列入黑名

单等信用记录并在协会官网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条 对多次扰乱秩序、妨碍公共安全等情形的认

证赛事活动相关人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

志愿者、赛事活动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等），可以将其列入黑

名单等信用记录并在协会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一条 参加认证赛事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观众、志愿者、工作人员等必须遵守体育总局对体育赛事的

有关规定和《中国击剑协会赛风赛纪管理办法》，遵守体育

道德，严禁使用兴奋剂、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严禁利用体

育竞赛进行赌博活动等，违反者依据有关法规进行处罚并追

究法律责任。涉嫌违法的，由各级体育部门、中国剑协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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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工商等部门依法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各级赛事权益目录详见附件。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参照《中国击剑协会击剑

比赛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剑协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