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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柔道协会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拔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做好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科学合理地选拔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为国争光，

根据《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参赛选

拔工作的通知》要求和国际柔道联合会东京奥运会资格体系，

结合我国柔道项目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选拔办法。

一、选拔原则

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并接受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各省（区、市）

体育局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一）2020 东京奥运会资格体系

小项名称 奥运会资格数量
最大参赛配

额

资格截止

时间

个

人

赛

男子：-60kg、-66kg、

-73kg、-81kg、-90kg、

-100kg、+100kg

女子：-48kg、-52kg、

-57kg、-63kg、-70kg、

-78kg、+78kg

1.奥运积分排名

前 18 位

2.洲际男/女全级

别世界积分排名

前 10 位

3.外卡资格

各小项 1个 6月 28 日

男女

混合

团体

赛

男子：-73kg、-90kg、

+90kg 以上；

女子：-57kg、-70kg、

+70kg 以上

团体赛各小项奥

运资格数≥1 个，

方可获得团体赛

资格

各小项最多

2 个

6月 28 日

备注：根据最新国际柔联奥运资格办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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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选拔细则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国际柔道联合会的有关规定，在

2021 年东京奥运会运动员参赛资格确认截止日期前，依据以

下程序选拔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

1、个人赛部分：

（1）某小项获取的奥运资格数为 1 个，则获取资格的

运动员将直接获取奥运参赛资格。

（2）某小项获取的奥运资格数≥2 个，则依据以下程

序确认参赛运动员：

a.依据国际柔道联合会最终公布奥运积分排名，按奥

运排名顺序，排名在前者获得参赛资格。

b.若获取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因身体、伤病等因素无法

正常参赛，则须由医疗专家出具书面诊断证明，并经国家柔

道队队委会会议讨论与协会执委会研究通过，由中国柔道协

会上报国家体育总局，按奥运积分排名顺延至排名下一位的

运动员参赛。

2.团体赛部分：

在获取团体赛资格的前提下：

（1）团体赛某小项获取的奥运资格数≤2 个，则获取

资格的运动员将直接获取团体赛该小项参赛资格。

（2）团体赛某小项获取的奥运资格数＞2 个，则依据

以下程序确认参赛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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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依据国际柔道联合会最终公布的奥运积分排名，团

体赛从女子个人赛-57kg、-70kg、+78kg 级别，男子个人赛

-73kg、-90kg、+100kg 级别中，按奥运积分排名顺序确定

参赛资格。

b.若存在以上级别获取奥运资格运动员人数≤1 人，则

从符合团体赛要求的最临近级别按奥运积分排名递补。

以团体赛女子-57kg 为例，此级别参赛名额 2 人，优先

从个人赛级别-57kg 按奥运排名确定参赛运动员；若个人赛

级别-57kg 符合资格运动员≤1 人，则从个人赛级别-52kg 按

奥运排名递补参赛运动员；若符合资格运动员仍然不足 2 名

运动员，则从个人赛级别-48kg 按奥运排名继续递补参赛运

动员。

c.若已获取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因身体、伤病等因素无

法正常参赛，则须由医疗专家诊断出具书面诊断证明，并经

国家柔道队队委会会议讨论与协会执委会研究通过，由协会

上报国家体育总局，按奥运积分排名顺延至排名下一位的运

动员参赛。

3.训科医等工作人员部分：

教练员、科医等工作人员将根据代表团名额情况和奥运

会备战分工职责及参赛实际需要，由国家队队委会及协会执

委会研究进行选派。

三、思想政治、反兴奋剂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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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准入，2020 东京奥运会选拔人员须思想

积极端正，坚持党建云等思想政治学习，及爱国主义教育等。

（二）反兴奋剂准入，2020 东京奥运会选拔人员必须按

时完成东京奥运会反兴奋剂准入教育及考试。采取兴奋剂一

票否决制，出现反兴奋剂问题的运动员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并按参赛选拔细则进行递补。

（三）2020 东京奥运会选拔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队运

动员管理规定，并签订责任书。如选拔队员违反管理规定，

不服从管理，将取消参赛资格。

四、参赛选拔人员上报程序

（一）根据本办法，组织国家柔道队队委会会议研究确

定东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初步名单。

（二）初步名单报协会执委会会议研究审核。

（三）审核后的名单由中国柔道协会上报国家体育总

局审批。

附件：2021 年柔道奥运积分赛参赛计划与组织办法

中国柔道协会

2021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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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柔道奥运积分赛参赛计划与组织办法

一、2021 年奥运积分赛参赛计划

根据国际柔联 2021 年赛历及国际疫情发展态势，中国

柔道协会计划组队参加格鲁吉亚大满贯赛、土耳其大满贯赛、

吉尔吉斯斯坦亚太柔道锦标赛、俄罗斯大满贯赛、匈牙利世

界柔道锦标赛等 5 站奥运积分比赛。期间，中国柔道协会将

参考国家防疫规定以及具体积分情况和备战需要，动态调整

具体实际参赛计划，以保证参赛效果最大化。

参赛计划如下表所示：

大赛时间 赛事 国家（地区） 城市 备注

3月 26-28 日 世界柔道大满贯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合并为一起

出访
4月 1-3 日 世界柔道大满贯 土耳其 安塔利亚

4月 6-9 日 亚太柔道锦标赛 吉尔吉斯坦 比什凯克

5月 5-7 日 世界柔道大满贯 俄罗斯 喀山

6月 6-13 日 世界柔道锦标赛 匈牙利 布达佩斯

6月 28 日 东京奥运会积分资格截止

7月 24 日-7 月 31 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上述计划将按照国际柔联赛历进行更新。

二、奥运积分赛运动员组队选拔办法

选拔范围：国家队正式集训人员，被选调运动员未到训

则不纳入选拔范围。

1.大满贯、大奖赛组队选拔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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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柔道联合会竞赛规程，大满贯赛、大奖赛参赛

名额为各级别 2 名。

选拔名额：根据疫情形势及防控要求，结合运动员积分

情况确定各级别组队名额。

2021 年 3-4 月奥运积分赛：女子-48kg、女子-52kg、女

子-57kg、女子-63kg、-70kg、女子-78kg、女子+78kg、男

子-73kg、男子-90kg、男子-100kg 依据国际柔联赛事规程规

定的报名截止日期前的积分排名确定，本级别奥运排名前两

位运动员直接获取参赛名额。若有参赛者因伤病等原因放弃

参赛，则按奥运积分顺延。

2021 年 5 月及后续奥运积分赛：女子-48kg、女子-52kg、

女子-57kg、女子-63kg、-70kg、女子-78kg、女子+78kg、

男子-73kg、男子-90kg、男子-100kg，依据①近期国际比赛

成绩、②2020 年全国比赛成绩、③近期国家队教学比赛成绩、

④近期国家队训练表现、⑤每月体能指标综合得分，确定参

赛运动员。

当上述 5 个因素对应运动员有冲突时，按①＞②＞③＞

④＞⑤的优先级进行确定。

2.亚太柔道锦标赛、世锦赛组队选拔细则

根据国际柔联、亚柔联竞赛规程，锦标赛参赛名额为个

人赛各级别 1 名，团体赛各级别 2 名。

选拔名额：女子-78kg、女子+78kg 级别 2 名，其他级

别各 1 名。因疫情原因团体赛不单独选派，团体赛参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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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自个人赛运动员。

个人赛部分：

女子-48kg、女子-52kg、女子-57kg、女子-63kg、女子

-70kg、女子-78kg、女子+78kg、男子-73kg、男子-90kg、

男子-100kg，依据如下因素确认参赛运动员：

（1）国际柔联赛事规程规定报名截止日期前，本级别

奥运积分排名；

（2）近期国内重大比赛成绩；

（3）近期国家队教学比赛成绩。

当上述 3 个因素对应运动员有冲突时，按（1）＞（2）

＞（3）的优先级进行确定。若有运动员放弃参赛，则按上

述因素顺延。

团体赛部分：

团体赛参赛运动员将根据运动员赛时现场状态及表现，

经组队教练员会议，确定最终参赛名单。

（三）奥运积分赛训科医等工作人员组队选拔办法

教练员、科医等工作人员将根据备战分工职责及参赛实

际需要进行选派。

中国柔道协会

2021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