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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术套路竞赛规则（节选）

第一章 裁判员

第一条 裁判员组成

1. 执行裁判员

1.1 总裁判长1人,副总裁判长1～2人。

1.2 有难度项目：裁判长1人,A组评分裁判员3人,B组评分裁判员5人,C组评分裁判员3人,套路

检查员1 人,共13人组成。

1.3 无难度项目、对练、集体项目：裁判长1人,A 组评分裁判员3人,B组评分裁判员5人,套路

检查员1人,共10人组成。

1.4 编排记录长1人。

1.5 检录长1人。

2. 辅助裁判员

2.1 编排记录员3～5人。

2.2 检录员3～6人。

2.3 计时员* 1～2人。

2.4 计分员* 2～3人。

2.5 宣告员1～2人。

2.6 放音员1～2人。

2.7 仲裁摄像员2～4人。

2.8 电子计分系统人员2～4人。

* 在没有电子计分系统的情况下,必须设置计时员和计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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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裁判员职责

1. 总裁判长

1.1 组织领导裁判工作,保证规则和规程的执行。

1.2 解释规则和规程,但无权修改规则和规程。

1.3 在比赛过程中,根据比赛需要可调动裁判员工作;裁判员发生严重错误时,有权处理。

1.4 对运动员或教练员在赛场上无理纠缠,有权给予警告;对不听劝告者,有权建议国际武术联

合会技术委员会严肃处理,直到取消比赛成绩。

1.5 审核并宣布比赛成绩,做好裁判工作总结。

2. 副总裁判长

2.1 协助总裁判长工作。

2.2 在总裁判长缺席时,由一名副总裁判长代行其职责。

3. 裁判长

3.1 组织裁判培训,实施裁判工作。

3.2 执行对运动员套路完成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以及编排的扣分,执行对运动员完成创新难

度的加分。

3.3 评分裁判员发生严重的评判错误时,可向总裁判长建议给予相应的处理。

4. 评分裁判员

4.1 参加裁判培训,做好准备工作。

4.2 执行规则,独立评分,并做详细记录。

4.3 A组评分裁判员执行运动员整套动作质量的评分。

4.4 B组评分裁判员执行运动员整套演练水平的评分。

4.5 C组评分裁判员执行运动员整套难度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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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套路检查员

5.1 熟练掌握规则、规程和规定套路。

5.2 执行对运动员演练的套路与编排要求一致性的检查。

6. 编排记录长

6.1 负责编排记录工作,确保竞赛数据的准确性。

6.2 组织审核报名数据,编排秩序册。

6.3 组织抽签,确定运动员比赛顺序。

6.4 准备竞赛表格,审核比赛成绩,排列名次。

6.5 组织电子计分系统人员做好工作准备和临场操作。

6.6 根据要求编排成绩册。

7．检录长

7.1 组织安排检录工作,确保比赛按时进行。

7.2 组织参加颁奖仪式运动员的检录工作。

8. 编排记录员

8.1 根据编排记录长分配的任务进行工作。

9. 检录员

9.1 根据检录长分配的任务进行工作。

10. 计时员

10.1 记录运动员完成整个套路的时间。

11. 计分员

11.1 记录每位裁判员的评判结果,核算最后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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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宣告员

12.1 介绍规程、规则和武术套路运动知识,及时做好临场宣告。

13. 放音员

13.1 维护音、视频播放设备,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13.2 收集、备份运动员（队）的比赛音乐,为运动员（队）播放比赛音乐。

14. 仲裁摄像员

14.1 对全部竞赛项目进行现场不间断摄像。

14.2 管理全部录像,存档保留。

第二章 仲裁委员会

第三条 仲裁委员会组成

由主任、副主任、委员共3人、5人或7人组成。

第四条 仲裁委员会职责

1. 接受运动队的申诉,并及时做出裁决。

2. 仲裁人员不参加与本人所在会员协会有牵连问题的讨论与表决。

3. 表决投票相同时,仲裁委员会主任有最终决定权。

4.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第三章 竞赛通则

第五条 竞赛类型

1. 按形式分类

1.1 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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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团体赛。

1.3 个人及团体赛。

2. 按年龄分类

2.1 成年赛。

2.2 青少年赛。

2.3 儿童赛。

第六条 竞赛项目

1. 自选项目

1.1 自选拳术: 长拳、南拳、太极拳。

1.2 自选器械: 剑术、刀术、南刀、太极剑、枪术、棍术、南棍。

2. 规定项目

2.1 规定拳术

2.2 规定器械

3. 对练

3.1 徒手对练、器械对练、徒手与器械对练

4. 集体项目

第七条 竞赛年龄分组

1. 成年组：18岁（含18岁）以上。

2. 青年组：15至17岁。

3. 少年组：12至14岁。

4. 儿童组：11岁（含11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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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确定比赛顺序

在仲裁委员会和总裁判长的监督下,抽签确定比赛顺序。比赛如有预、决赛,决赛的比赛

顺序, 按运动员预赛名次由低到高确定。如预赛排名相同,则抽签确定比赛顺序。

第九条 检录

第一次检录时间为赛前30分钟,第二次检录时间为赛前20分钟,最后一次检录时间为赛前

10分钟。

第十条 礼仪

运动员听到上场点名、完成比赛套路及现场成绩宣告时,应向裁判长行抱拳礼。

第十一条 计时

运动员由静止姿势开始动作,计时开始;当运动员完成全套动作后并步直立,计时结束。

第十二条 示分

运动员的比赛结果,公开示分。

第十三条 弃权

运动员不按时参加检录与比赛,按弃权论处。

第十四条 申诉

1. 内容与范围

1.1 内容

裁判员对运动员难度、套路编排和套路完成时间的评判。

1.2 范围

仅限于教练或领队对本队运动员的比赛结果。

2. 程序及要求

2.1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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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队如果对本队运动员的评判结果有异议,必须在该运动员比赛结束后15分钟内,由该

队领队或教练员向仲裁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诉,同时缴付200美元申诉费。

2.2 要求

参赛队在整个比赛中总共有两次申诉的机会,一次申诉仅限一项内容。

3. 处理

3.1 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诉内容立刻复议并作出仲裁结论,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3.2 参加复议的仲裁人员必须超过半数,表决时超过半数以上人员做出的决定才有效。如申诉

理由成立,改变裁判结果,退回申诉费;如申诉理由不成立,则维持原判,不退申诉费。

3.3 各队必须服从仲裁委员会的最终裁决,如果因不服裁决而无理纠缠,将视情节轻重,按照国

际武联的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3.4 仲裁结果应及时报赛事组织委员会备案,同时书面通知提出申诉的运动队。

第十五条 创新难度申报

1. 创新原则

必须符合武术运动的本质属性和运动规律,必须是自选项目“动作难度内容、等级、分值

与编码表”中未出现的B级（含B级）以上的动作难度。跳跃、跌扑类创新动作难度必须含连

接难度。

2. 申报程序

每次比赛每个套路限报一个创新动作难度（含连接难度）。申报协会必须以书面形式配

以技术图解和本人演练的视频片断,在赛前50天报至国际武术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以到达邮戳

为准）。



8

3. 鉴定机构

由国际武术联合会技术委员会聘请有关专家5至7人组成“武术套路创新技术鉴定委员

会”,负责难度鉴定工作。

4. 鉴定程序

武术套路创新技术鉴定委员会依据创新原则鉴定后（须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投票通过）,

确定创新动作难度的命名、等级、加分分值、动作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与编码,并及时通知申

报协会。赛前还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第十六条 兴奋剂检测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有关要求,进行兴奋剂检测。

第十七条 名次评定

1. 个人单项（含对练）名次

按比赛成绩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第一名,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次类推。

2. 个人全能名次

按各单项成绩总和的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第一名,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次类推。

3. 集体项目名次

按比赛成绩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第一名,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次类推。

4. 团体名次

根据规程关于团体名次的确定办法进行评定。

5. 得分相同的处理

5.1 有难度项目得分相同时的处理得分相同时,按以下顺序评定：

● 难度应得分高者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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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难度（包括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等级高者列前。

●完成高等级难度（包括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数量多者列前。

● 演练水平应得分高者列前。

● 演练水平分中的低无效分高者列前。

● 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 比赛如有预赛和决赛,决赛名次相同时,按预赛名次前者列前。

5.2 无难度项目、对练和集体项目得分相同时的处理得分相同时,按以下顺序评定：

● 演练水平应得分高者列前。

● 演练水平分中的低无效分高者列前。

●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 比赛如有预赛和决赛,决赛名次相同时,按预赛名次前者列前。

5.3 个人全能得分相同时的处理 得分相同时,按以下顺序评定：

● 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

● 单项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

●如所有单项名次和数量均相同,名次并列。

5.4 团体总分相同时的处理得分相同时,按以下顺序评定：

● 全队获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

● 全队获单项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如全队获得单项名次和数量均相同,名次并列。

第十八条 套路完成时间

1. 长拳、南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南刀、南棍套路：成年不少于1分20秒钟；青少

年（含儿童）不少于1分10秒钟。

2. 太极拳、太极剑自选套路和太极剑规定套路：为3～4分钟；太极拳规定套路：为5～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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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练套路：不少于50秒钟。

4. 集体项目：为3至4分钟。

第十九条 比赛服装

1. 裁判员统一着装,佩戴裁判员技术等级胸牌。

2. 运动员穿武术比赛服装,佩带号码布。

第二十条 比赛设备与器械

1. 比赛设备

1.1 使用符合国际武术联合会技术标准与要求的的比赛设备。

2. 比赛器械

2.1 使用国际武术联合会认证的比赛器械。

2.2 比赛器械要求

2.2.1 刀/剑：左手持剑或抱刀,剑尖或刀尖不低于运动员本人耳上端,刀彩自然下垂的长度不

短于30厘米。

2.2.2 南刀刀尖在运动员左手抱刀时不低于本人下颌骨。

2.2.3 棍、南棍: 长度不短于运动员本人身高。

2.2.4 枪的长度不短于运动员本人并步直立直臂上举时从脚底至中指尖的长度,枪缨长度不短

于20厘米且不得太稀疏。

第二十一条 比赛音乐

1. 规程要求配乐的项目必须在音乐伴奏下进行比赛,音乐自备。

第二十二条 比赛场地

1. 使用国际武术联合会认证的比赛场地。

2. 个人项目的比赛场地为长14米、宽8米,其周围至少有2米宽的安全区。



11

3. 集体项目的比赛场地为长16米、宽14米,其周围至少有1米宽的安全区。

4. 比赛场地四周内沿应标明5厘米宽的白色边线。

5. 比赛场地上方无障碍空间高度不低于8米。

6. 相邻两个比赛场地之间的距离不少于6米。

7. 比赛场地可高出地面0.6～1米。

8. 比赛场地内的灯光照度应符合高清电视转播要求,通常不低于1000勒克斯。

第四章 评分方法与标准

第二十三条 有难度项目的评分方法与标准

1. 评分方法

1.1 各项目比赛的满分为10.000分（不含创新难度加分）,其中动作质量的分值为5.00分、演

练水平的分值为3.000分、难度的分值为2.00分（包括动作难度分值1.40分和连接难度分

值0.60分）。

1.2 A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演练时出现的动作错误和其他错误进行扣分。

1.3 B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整套动作的演练评定等级分。

1.4 C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难度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定。

1.5 套路检查员对运动员演练的套路与编排要求的一致性进行检查。

2. 评分标准

2.1 动作质量

动作与规格要求不符,每出现一次扣0.10分;其他错误每出现一次扣0.10～0.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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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演练水平

演练水平等级分的评分标准：按劲力、协调、节奏、编排、风格、配乐的评分标准分为3

档9级,其中3.00～2.51分为好,2.50～1.91分为一般,1.90～1.01分为不好。

2.3 难度

2.3.1 动作难度

完成一个A级动作难度计0.20分,完成一个B级动作难度计0.30分,完成一个C级动作难度计

0.40分。动作难度的累计分如超过1.40分,按1.40分计算。

每个动作难度的分值只计算一次。作降分处理的动作难度,只能编排在最后一个（或一组）

难度中。动作难度不符合要求,不计算动作难度分。

2.3.2 连接难度

完成一个A级连接难度计0.10分,完成一个B级连接难度计0.15分,完成一个C级连接难度计

0.20分,完成一个D级连接难度计0.25分。连接难度的累计分如超过0.60分,按0.6分计算。

每个连接难度的分值只计算一次。作降分处理的连接难度,只能编排在最后一组难度中。

连接难度不符合要求,不计算连接难度分。

2.3.3 创新难度加分

完成一个创新的B级动作难度（含连接难度）加0.10分,完成一个创新的C级动作难度（含

连接难度）加0.15分,完成一个创新的超C级动作难度（含连接难度）加0.20分。

比赛中没有完成创新难度,不予加分。

2.3.4 有难度项目套路难度分值按比赛套路的实际难度分值计算。

2.4 编排

套路与编排要求不符,每出现一次扣0.10～0.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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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无难度项目（含对练和集体项目）评分方法与标准

1. 评分方法

1.1 各项目比赛的满分为10.00分,其中动作质量的分值为5.00分、演练水平的分值为5.00分。

1.2 A 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演练时出现的动作错误和其他错误进行扣分。

1.3 B 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整套动作的演练评定等级分。

1.4 套路检查员对运动员（队）演练的套路与编排要求的一致性进行检查。

2. 评分标准

2.1 动作质量

动作与规格要求不符,每出现一次扣0.10分;其他错误每出现一次扣0.10～0.30分。

2.2 演练水平

演练水平等级分的评分标准：按劲力、协调、节奏、风格、配乐的评分标准分为3档9级,

其中5.00～4.21分为好、4.20～3.01分为一般、3.00～1.51分为不好。

2.3 编排

套路与编排要求不符,每出现一次扣0.10～0.20分。

第二十五条 对所示分数的要求

B组评分裁判员所示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演练最终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数，

小数点三位数之后的数字无效。

第二十六条 应得分的确定

1. 有难度项目运动员应得分的确定

动作质量应得分、演练水平应得分和难度应得分之和,即为运动员的应得分。

1.1 动作质量应得分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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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3名评分裁判员中至少2名对运动员演练时出现的不符合规格要求的动作或其他错误内

容同时确认时,按照其扣分标准进行扣分,累计所扣分数为动作质量应扣分。动作质量分值减

去动作质量应扣分,为动作质量应得分。

1.2 演练水平应得分的确定

B组5名评分裁判员对运动员整套动作的演练评定等级分,中间三个分数的平均值为演练水

平应得分。演练水平应得分取到小数点后三位数,小数点三位数之后的数字无效。

1.3 难度应得分的确定

C组3名评分裁判员中至少2名对运动员完成的动作难度或连接难度同时确认时,按照其难

度分值进行加分,累计所加分数为难度应得分。

2. 无难度项目、对练和集体项目运动员应得分的确定

动作质量应得分和演练水平应得分之和,即为运动员（队）的应得分。

2.1 动作质量应得分的确定

A组3名评分裁判员中至少2名对运动员（队）演练时出现的不符合规格要求的动作或其他

错误内容同时确认时,按照其扣分标准进行扣分,累计所扣分数为动作质量应扣分。

动作质量分值减去动作质量应扣分,为动作质量应得分。

2.2 演练水平应得分的确定

B组5名评分裁判员对运动员（队）整套动作的演练评定等级分,中间三个分数的平均值为

演练水平应得分。演练水平应得分取到小数点后三位数,小数点三位数之后的数字无效。

第二十七条 裁判长的扣分与加分

1. 裁判长的扣分

1.1 完成套路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的扣分

1.1.1 长拳、南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南刀、南棍、对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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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演练套路不足规定时间在2 秒钟以内（含2 秒钟）扣0.10分,在2秒钟以上至4秒钟

以内（含4 秒钟）扣0.20分,依次类推。

1.1.2 太极拳、太极剑和集体项目

运动员（队）演练套路不足或超出规定时间在5 秒钟以内（含5秒钟）扣0.10分,在5秒钟

以上至10秒钟以内者（含10秒钟）扣0.20分,依此类推。

1.2 编排的扣分

套路与编排要求不符,按照编排的扣分标准予以扣分。

2. 创新难度的加分

运动员在比赛中完成了申报的创新难度,按照创新难度加分标准予以加分。

3. 重做的处理

由于某种不可预见的客观原因（诸如场馆停电、电子计分系统故障等）,致使比赛开始后

暂时中断或运动员无法继续演练比赛套路时,视具体情况,经裁判长允许后可重做一次,不予扣

分。重做也可安排在该项最后一名上场。

第二十八条 最后得分的确定

1. 有难度项目

裁判长从运动员的应得分中减去“裁判长的扣分”,加上“创新难度的加分”,为运动员

的最后得分。

2. 无难度项目、对练和集体项目

裁判长从运动员（队）的应得分中减去“裁判长的扣分”,为运动员（队）的最后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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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选套路内容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自选套路内容规定的范围

自选套路规定的内容不包括难度动作和连接动作。

第三十条 长拳、刀术、剑术、枪术、棍术自选套路内容的规定

1. 长拳：至少包括拳、掌、勾三种手型,三种拳法,两种掌法,一种进攻性肘法,弓步、马步、

仆步、虚步、歇步五种步型,直摆、屈伸、扫转三种腿法,一种持久性平衡。

2. 剑术：至少包括刺剑、挂剑、撩剑、点剑、劈剑、崩剑、截剑、剪腕花八种剑法（其中必

须有完整的左右挂剑接背后穿挂剑）,弓步、仆步、虚步三种步型,一种持久性平衡。

3. 刀术：至少包括缠头、裹脑、劈刀、扎刀、斩刀、挂刀、云刀、背花刀八种刀法（其中必

须有完整的缠头、裹脑刀）,弓步、仆步、虚步三种步型。

4. 枪术：至少包括拦枪、拿枪、扎枪、穿枪、崩枪、点枪、舞花枪、挑把八种枪法（其中必

须有连续3个一次性完成的拦、拿、扎枪）,弓步、仆步、虚步三种步型。

5. 棍术：至少包括平抡棍、劈棍、云棍、崩棍、绞棍、戳棍、舞花棍、提撩花棍八种棍法

（其中必须有连续3个一次性完成的双手提撩花棍）,弓步、仆步、虚步三种步型。

第三十一条 南拳、南刀、南棍自选套路内容的规定

1. 南拳：至少包括虎爪一种手型,挂盖拳、抛拳两种拳法,滚桥一种桥法,弓步、马步、仆步、

虚步、蝶步、骑龙步六种步型,麒麟步一种步法,横钉腿一种腿法。

2. 南刀：至少包括缠头、裹脑、劈刀、抹刀、格刀、截刀、扫刀、剪腕花刀八种刀法,弓步、

马步、虚步、骑龙步四种步型。

3. 南棍：至少包括劈棍、崩棍、绞棍、滚压棍、格棍、击棍、顶棍、抛棍八种棍法,弓步、

马步、虚步、骑龙步四种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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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太极拳、太极剑自选套路内容的规定

1. 太极拳：至少包括揽雀尾、左右野马分鬃、左右搂膝拗步、云手、左右穿梭、掩手肱捶、

左右倒卷肱、搬拦捶八种动作,弓步、仆步、虚步三种步型,两种腿法。

2. 太极剑：至少包括刺剑、左右挂剑、撩剑、点剑、劈剑、截剑、抹剑、绞剑八种剑法,弓

步、仆步、虚步三种步型。

第三十三条 对练套路内容的规定

1. 徒手对练：至少包括三种拳法、两种掌法、五种腿法和两种跌法。

2. 器械对练：至少包括六种器械方法、两种腿法和一种跌法。

3. 徒手与器械对练：至少包括三种拳法、四种器械方法和两种跌法。

第三十四条 集体项目内容的规定

1. 内容：至少包括五种手法或器械方法、五种步型、四种不同类型的腿法和三种跳跃。

2. 队形：至少包括五种不同图案的队形变化。

第六章 比赛服装的款式及规格

第三十五条 长拳、刀术、剑术、枪术、棍术、对练项目比赛服装的款式及规格

1. 立领、短袖（长袖均为灯笼袖,袖口为紧口）上衣。男子的上衣为对襟有七对直襻,

女子的上衣为半开对襟有三对直襻,周身有1厘米的边。

2. 灯笼裤,松紧腰,横、立裆要适宜。

3. 软腰巾或硬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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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南拳、南刀、南棍项目比赛服装的款式及规格

1. 无领、对襟上衣。男子的上衣为无袖,女子的上衣为短袖,均有七对直襻,周身有1厘米的边。

2. 灯笼裤,松紧腰,横、立裆要适宜。

3. 软腰巾或硬腰带。

第三十七条 太极拳、太极剑项目比赛服装的款式及规格

1. 立领、对襟、长袖上衣。上衣有七对直襻,灯笼袖,袖口为紧口。上衣底边位置不超

过本人直臂下垂时中指指尖,周身有1厘米的边。

2. 灯笼裤,松紧腰,横、立裆要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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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信仰伊斯兰教女运动员的比赛服装要求

对于具有伊斯兰信仰的女运动员,国际武联允许这些运动员按照以下标准穿着伊斯兰式比

赛服装。这些运动员必须穿着以下规定的伊斯兰式比赛服装,并且不得有选择性地单独穿戴其

中一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 短袖套圈下面的长袖上衣（适用于竞赛者需要穿短袖上衣的所有场合)

头巾（适合所有活动）

● 长袖上衣和头巾将是相同的颜色。

● 颜色应与套路服装的整体颜色或其允许的修剪颜色相同。如果出现任何由于伊斯

兰式比赛服装干扰运动员的运动或表现,和/或缠绕和落地,那么相关的扣分将根据

“国际武术套路比赛的裁判法”执行。

● 如果具有伊斯兰教信仰的运动员服装不符合上述规定,现场上诉委员会有权拒绝

其参加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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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其它

各款式比赛服装面料、颜色可任选,可在规定的服装款式上附加图案。

第七章 竞赛礼仪

第四十条 敬礼

1. 抱拳礼

并步站立,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左指根线与右拳棱相齐,高与胸齐,拳、掌与胸部的

距离为20～3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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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抱刀礼

并步站立，左手抱刀,屈臂抬起使刀横于胸前,刀刃向上;右手成掌,掌心附于左手拇指第

一 指节上,高与胸齐,两手与胸部的距离为20～30厘米。

3. 持剑礼

并步站立,左手持剑,屈臂抬起使剑身贴前臂外侧斜横于胸前;右手成掌,掌外沿附于左手

食指根节,高与胸齐,两手与胸部的距离为20～30厘米。

4. 持枪（棍）礼

并步站立,右手持枪（棍）靠把端约三分之一处, 屈臂置于胸前, 枪（棍）身直立；左手

成掌, 掌外沿附于右手姆指第二指节上, 两手与胸部的距离为20～3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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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双器械礼

运动员若持双器械,应将器械交一手持握,行抱刀礼或持剑礼、持枪（棍）礼；若不能一

手持握器械,则应两手持械面向裁判长立正行注目礼。

第四十一条 其它礼节

当检录员检查器械或裁判长要求检查器械时,若是短器械,运动员应将器械尖朝下,竖直递

上;若是长器械,运动员则应将器械梢（尖）朝上,竖直递上。

其他器械参照以上各种礼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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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比赛场地布局与临场裁判员坐席

第四十二条 比赛场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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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临场裁判员坐席

1. 临场裁判员座位

1.1 J1～J12为评分裁判员和套路检查员座位,裁判员之间间隔50厘米。J1、J5、J9为A组评分

裁判员座位,J2、J4、J6、J8、J10为B组评分裁判员座位,J3、J7、J11为C组评分裁判员

座位, J12为套路检查员座位。

1.2 HJ为裁判长座位,T&S为电子计分系统人员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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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R为总裁判长座位, ACR为副总裁判长座位。

1.4 进行对练、集体项目、自选项目和规定项目的比赛时,评分裁判员由8人组成,根据需要设

套路检查员1人,裁判员之间间隔50厘米。J1、J3、J5、J7、J9为B组评分裁判员座位, J2、

J4、J6 为A组评分裁判员座位,J8为套路检查员座位。无电子计分系统时,裁判长座位两

侧分别为计时员座位和计分员座位。

2. 裁判台

2.1 一块竞赛场地

裁判台分前后两排布局,两排前后相距 120 厘米至 150 厘米,后排高出前排 40 厘米。

2.2 两块（多块）竞赛场地

仲裁组将列座于两块（多块）竞赛场地之间。

二 武术套路竞赛裁判法（节选）

第一章 职责的履行

第一节 裁判员

1. 执行裁判员

1.1 总裁判长

1.1.1 全面负责裁判工作。

1.1.2 制定裁判员赛前学习计划，组织业务学习和评判演练，解释规程和规则。

1.1.3 检查比赛场地、竞赛器材、裁判用具、竞赛表格、电子计分系统。

1.1.4 参加技术会议，通报比赛注意事项，解答运动队提出的技术性问题。监督抽签全过程。

1.1.5 负责宣告员、放音员、仲裁摄像员的业务指导。

1.1.6 赛前一天，组织全体裁判员，包括电子计分系统人员、宣告员、放音员、仲裁摄像员

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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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每场比赛开始 30分钟前组织预备会，结束后对本场比赛的执裁情况进行小结。

1.1.8 在比赛过程中，根据比赛需要可调动裁判员工作。裁判员发生严重错误时，要及时处

理。

1.1.9 审核比赛成绩.

1.2 副总裁判长

1.2.1 在总裁判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2.2 按照总裁判长的安排，协助总裁判长落实各项工作。

1.3 裁判长

1.3.1 在总裁判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3.2 带领裁判员业务学习，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1.3.3 负责审核难度及规定内容申报表。

1.3.4 组织实施裁判工作，并根据套路检查员提示，对运动员编排错误内容给予判定并作出

相应处理。

1.3.5 执行对运动员套路完成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以及编排的扣分，执行对运动员完成创

新难度的加分。

1.3.6 评分裁判员发生严重评判错误时，可向总裁判长建议给予相应的处理。

1.4 评分裁判员

1.4.1 服从裁判长的领导，参加业务学习和模拟比赛演练，做好赛前准备工作。

1.4.2 执行规则和规程，根据运动员临场表现独立进行评分，并做详细的评判记

1.4.3 A 组评分裁判员参加运动员整套动作质量的评分。

1.4.4 B 组评分裁判员参加运动员整套演练水平的评分。

1.4.5 C 组评分裁判员参加运动员整套难度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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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套路检查员

1.5.1 服从裁判长的领导，熟练掌握自选项目、对练和集体项目的规定内容以及规定项目所

有套路，参加模拟比赛演练，做好赛前准备工作。

1.5.2 执行规则和规程，检查运动员临场整套演练的内容，并做详细的检查记录。

1.5.3 发现运动员演练的套路与编排要求不符，及时报告裁判长。

1.6 编排记录长

1.6.1 全面负责编排记录工作，根据需要确定岗位，分配工作。

1.6.2 组织编排记录员学习规则、规程。

1.6.3 组织审核报名表、难度及规定内容申报表。

1.6.4 负责编排训练日程和竞赛日程，编制秩序册，准备竞赛表格。

1.6.5 检查验收编排用具及有关奖品。

1.6.6 参加技术会议，组织抽签，排定各项目运动员比赛顺序。

1.6.7 组织编排记录员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1.6.8 每场比赛开始 45分钟前到达场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6.9 及时将检录最终结果准确送达总裁判长、电子计分系统人员和宣告员。

1.6.10 审核比赛成绩及排列名次。

1.6.11 编排、印发成绩册。

1.7 检录长

1.7.1 全面负责检录工作，根据需要确定岗位，分配工作。

1.7.2 组织检录员学习规则、规程。

1.7.3 检查验收检录用具的规格和数量。

1.7.4 配合竞赛组织设计运动员进、退场流线，设立检录处。

1.7.5 组织检录员参加模拟比赛联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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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每场比赛开始 45分钟前到达场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7.7 确保运动员的比赛器械和比赛服装符合规则要求。

1.7.8 将检录最终结果及时书面通知编排记录长。

2. 辅助裁判员

2.1 编排记录员

2.1.1 按照编排记录长的安排开展工作。

2.1.2 学习规则、规程，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2.1.3 按规程要求审查报名表，包括报名人数和运动员姓名、出生日期、报项，并作好统计。

2.1.4 编排训练日程和竞赛日程，编制秩序册。

2.1.5 审核难度及规定内容申报表。

2.1.6 抽签后印发各项目运动员比赛顺序表并及时送达各参赛队伍。

2.1.7 准备比赛所需的各类竞赛表格。

2.1.8 设立成绩公告栏，及时张贴各项目比赛成绩公告。

2.1.9 打印证书并及时发放。

2.1.10 颁奖仪式开始前，及时将领奖运动员名单送达检录长、宣告员和颁奖仪式人员。

2.1.11 编制、印发成绩册。

2.2 检录员

2.2.1 按照检录长的安排开展工作。

2.2.2 学习规则、规程及有关竞赛规定，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2.2.3 按照运动员比赛顺序，于赛前 30 分钟进行第一次检录，赛前 20分钟进行第二次检录，

赛前 10 分钟进行最后一次检录。检录时，要核对运动员信息，并确认运动员的比赛器

械和比赛服装符合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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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本项目比赛开始 5分钟前，将运动员集中到运动员指定候场区域。

2.2.5 引导运动员入场，向裁判长行抱拳礼后递交检录确认后的比赛顺序表和评分记录总表。

2.2.6 运动员入场比赛前，核实运动员身份卡，查验比赛服装和比赛器械。

2.2.7 引导运动员进场比赛和赛后退场。

2.2.8 颁奖仪式开始前，对领奖运动员（队）进行检录。

2.3 计时员

2.3.1 学习规则、规程及有关竞赛规定，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2.3.2 准确记录运动员完成整个套路的时间，并及时报告裁判长。

2.4 计分员

2.4.1 学习规则、规程及有关竞赛规定，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2.4.2 准确记录每位裁判员的评判结果并进行统计，计算出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应得分、演练

水平应得分、难度应得分和最后得分，并及时报告裁判长。

2.5 宣告员

2.5.1 熟悉本次比赛的规程、规则、项目特点、武术套路运动的知识，以及观赛注意事项和

有关宣传材料

2.5.2 熟悉运动员、裁判员、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相关信息。

2.5.3 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2.5.4 每场赛前一小时到场，介绍本次比赛情况和武术套路运动的知识，以及本场比赛项目

的特点等，宣告“观众观赛须知”。

2.5.5 宣告比赛开始。介绍仲裁委员会和临场裁判员。

2.5.6 宣告每名运动员比赛的最后得分。

2.5.7 宣读组委会通知。如遇突发事件，按应急预案及时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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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主持颁奖仪式。

2.6 放音员

2.6.1 准备礼仪曲目以及音像宣传材料。

2.6.2 在运动队训练时为运动员播放音乐并做好电脑备份。

2.6.3 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2.6.4 每场赛前一小时到场，播放音像宣传材料。

2.6.5 配合比赛进程和颁奖仪式，播放礼仪曲目。

2.6.6 配乐项目比赛时，播放比赛音乐。

2.7 仲裁摄像员

2.7.1 检查摄、录像器材，确保工作正常进行。

2.7.2 参加模拟比赛演练。

2.7.3 对每名运动员整个比赛套路进行不间断录像，确保影像完整、清晰。

2.7.4 根据工作需要，负责播放相关录像。

2.7.5 赛后需经仲裁委员会主任同意后方能离开赛场。

2.7.6 妥善保管整个比赛的全部录像，赛后交到国际武术联合会技术委员会存档。

第二节 仲裁委员会人员

1. 主任

1.1 主持仲裁委员会的工作。

1.2 检查相关仲裁设备。

1.3 参加技术会议，说明有关申诉注意事项。

1.4 每名运动员的最后得分公示时开始计时，15 分钟后不受理任何申诉。

1.5 发放、接收申诉表，收取 200 美元的申诉费并开具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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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组织对申诉的内容通过视频进行复议和表决，并将仲裁裁决结论及时通知申诉的运动队，

并报赛事组织委员会备案。

1.7 如申诉理由成立，改判该运动员的最后得分，退回申诉费。

2. 成员

2.1 服从仲裁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分配。

2.2 对申诉内容进行审议和表决。

第三节 其他人员

1. 电子计分系统人员

1.1 按规程要求按时开启和关闭在线报名系统，对各运动队的报名信息保密，不得泄露。

1.2 接收在线报名和难度及规定内容申报，统计参加人数和比赛项次。

1.3 完成难度及规定内容申报数据的录入工作。

1.4 提供各种竞赛表格。

1.5 参与技术会议并操作电脑抽签，协助编排记录长排定运动员的比赛顺序。

1.6 为裁判员赛前评分演练提供技术服务，参加模拟比赛联合演练。

1.7 比赛开始 1小时前到场，维护整个比赛过程中电子计分系统的正常运行。

1.8 提供各项目成绩公告。

2. 礼仪人员

2.1 参加模拟颁奖仪式演练。

2.2 颁奖仪式开始前 1小时到达比赛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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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分方法与标准

第一节 动作质量的评分

1. 动作错误内容与扣分标准

1.1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

1.1.1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动作类别、名称、错误内容及编码。（表 2-1-1）

表 2-1-1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动作类别、名称、错误内容及编码

类别 动作名称 错误内容 编码

手型

拳
◆拳面不平

◆拇指未压在中指第二指节上
01

掌
◆四指未伸直并拢

◆拇指未弯曲紧扣于虎口处
02

勾手
◆五指未捏拢

◆腕未屈
03

剑指
◆食指与中指未伸直并拢

◆拇指未压在无名指与小指上
04

平衡

搬脚朝天直立、侧踢抱脚直立
◆支撑腿弯曲

◆上举腿弯曲
10

后踢抱脚直立
◆支撑腿弯曲

◆躯干前倾超过 45°
11

仰身平衡 ◆前举腿低于水平 12

十字平衡
◆躯干低于水平

◆支撑腿弯曲
13

扣腿平衡、盘腿平衡 ◆支撑腿大腿未达水平 14

侧身平衡、探海平衡
◆支撑腿弯曲

◆后举腿弯曲
15

望月平衡

◆躯干高于水平 45°

◆未向支撑腿侧拧腰后视

◆屈收腿脚面未绷平

16

腿法

前扫腿

◆支撑腿大腿高于水平

◆扫转腿脚掌在扫转时触地后离地

◆扫转腿弯曲超过 45°

20

后扫腿
◆扫转腿脚掌离地

◆扫转腿弯曲超过 45°
21

跌竖叉
◆前脚内扣触地

◆后腿弯曲超过 45°
22

弹腿、蹬腿、踹腿 ◆弹（蹬、踹）腿由屈到伸 摆动小于 45° 23

正踢腿、侧踢腿
◆膝关节弯曲

◆支撑腿脚跟离地
24

里合拍脚、摆莲拍脚、单拍脚
◆击响腿脚尖未过肩

◆未击响
25

提膝（独立）
◆提膝未过腰

◆提起腿小腿未斜垂里扣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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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腿脚未崩平内收

跳跃

腾空飞脚、腾空斜飞脚、

腾空双飞脚,旋风脚、腾空摆莲

◆击响腿脚尖未过肩

◆未击响
30

腾空正踢腿 ◆踢腿触及前额瞬间悬垂腿弯曲 31

侧空翻、侧空翻转体 360° ◆空中腿弯曲超过 45° 32

旋子、旋子转体
◆转体时躯干高于水平 45°

◆空中腿弯曲超过 45°
33

腾空箭弹、腾空蹬腿
◆弹（蹬）腿由屈到伸摆动小于 45°

◆弹（蹬）出腿低于水平
34

步型

弓步

◆前腿膝部未达脚背

◆前腿大腿未达水平

◆后腿脚掌任一部位明显离地

◆后腿脚尖未内扣

50

马步

◆大腿未达水平

◆两脚内侧间距小于本人肩宽

◆膝内跪

◆脚跟离地

◆脚尖外展超过 45°

51

虚步
◆屈蹲腿大腿未达水平

◆屈蹲腿脚跟离地
52

仆步

◆屈蹲腿未全蹲

◆平铺腿未伸直

◆平铺腿全脚掌未内扣着地

53

歇步
◆两腿未交叉靠拢

◆臀部未贴坐小腿
54

坐盘
◆臀部未贴坐地面

◆脚离地
58

器械

方法

挂剑、撩剑
◆直腕

◆未明显呈立圆
60

握剑 ◆手指触及剑刃 61

缠头、裹脑 ◆刀背远离身体 62

拦、拿、扎枪

◆拦、拿枪枪尖未明显划弧

◆后手留把

◆平扎枪臂与枪身未成水平直线

63

平抡棍 ◆未明显呈平圆 64

立舞花枪、立舞花棍、双手提撩花棍 ◆未明显呈立圆 65

器械抛接
◆抱接器械

◆未单手接握剑柄、刀柄、枪身、棍身
66

1.1.2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扣分标准

● 一个动作出现一种或多种错误内容，均一次性扣 0.10 分。

● 一个组合动作出现两个以上同一器械方法错误内容，均一次性扣 0.10 分。

● 平衡动作静止时间少于 2秒钟，扣 0.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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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明显呈立（平）圆”是指剑尖或棍梢端（枪尖）运动轨迹形成的圆平面偏离垂

直（水平）面超过 45°。

1.2 南拳、南刀、南棍

1.2.1 南拳、南刀、南棍动作类别、名称、错误内容及编码。（表 2-1-2）

表 2-1-2 南拳、南刀、南棍动作类别、名称、错误内容及编码

类别 动作名称 错误内容 编码

手型

拳
◆拳面不平

◆拇指未压在中指第二指节上
01

虎爪
◆五指未弯曲分开后张

◆掌心未凸出
02

鹤嘴（顶）手
◆五指未捏拢

◆屈腕
03

单指掌（手）
◆食指未伸直

◆其余四指未弯曲扣紧
04

腿法

前扫腿

◆支撑腿大腿高于水平

◆扫转腿脚掌在扫转时触地后离地

◆扫转腿弯曲超过 45°

20

横踩腿 、蹬腿、虎尾腿 ◆腿由屈至伸摆动小于 45° 23

转身后摆腿
◆后摆腿弯曲

◆后摆腿脚尖未过腰
25

提膝（独立）

◆提膝未过腰

◆提起腿小腿未斜垂里扣

◆提起腿脚未崩平内收

26

横钉腿

◆摆动退由屈至伸摆动小于 45°

◆未用前脚掌向异侧横向钉击

◆踢出脚脚尖未勾起

27

跳跃

腾空飞脚、旋风脚、腾空外摆腿
◆击响腿或摆动腿脚尖未过肩

◆未击响
30

侧空翻 ◆空中腿弯曲超过 45° 32

跌扑
腾空盘腿 360°侧扑 ◆摆动腿脚尖未过头 40

腾空双侧踹 ◆踹出腿未并拢伸直 42

步型

弓步

◆前腿大腿低于水平或高于水平 45°

◆后腿脚尖未内扣

◆后腿脚掌任一部位明显离地

50

马步

◆大腿低于水平或高于水平 45°

◆两脚内侧间距小于本人肩宽

◆膝内跪

◆脚跟离地

51

虚步
◆屈蹲腿大腿低于水平或高于水平 45°

◆屈蹲腿脚跟离地
52

仆步

◆屈蹲腿未全蹲

◆平铺腿未伸直

◆平铺腿全脚掌未内扣着地

53

蝶步
◆后腿小腿内侧未着地

◆后腿脚踝内侧未着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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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步
◆后腿膝部着地

◆臀部未坐在后腿小腿上
56

骑龙步
◆前腿大腿低于水平或高于水平 45°

◆后腿膝部着地
57

器械

方法

缠头、裹脑 ◆刀背远离身体 62

顶棍
◆把端未拄地

◆梢端低于头
67

1.2.2 南拳、南刀、南棍扣分标准

● 一个动作出现一种或多种错误内容，均一次性扣 0.10 分。

● 一个组合动作出现两个以上同一器械方法错误内容，均一次性扣 0.10 分。

● 腾空外摆腿可不击响。

1.3 太极拳、太极剑

1.3.1 太极拳、太极剑动作类别、名称、错误内容及编码。（表 2-1-3）

表 2-1-3 太极拳、太极剑动作类别、名称、错误内容及编码

类别 动作名称 错误内容 编码

手型/

手法/

身型

拳
◆拳面不平

◆拇指未压在中指第二指节上
01

掌

◆手指并拢

◆手指伸翘

◆虎口未成弧形

◆掌心外凸

02

剑指
◆食指与中指未伸直并拢

◆拇指未压在无名指与小指上
04

手法

◆抬肘

◆直臂

◆夹腋

05

身型

◆头、身不正

◆驼背弓腰突臀

◆耸肩

◆扭腰摆臀

06

平衡

低势前蹬踩脚平衡

◆支撑腿脚跟离地

◆前腿膝部弯曲

◆脚尖未外展

17

前举腿低势平衡 ◆屈蹲过程中前举腿弯曲或低于水 18

后插腿低势平衡 ◆插出腿脚触地 19

腿法

跌叉
◆前腿脚内扣触地

◆后腿两大腿夹角小于 45°
22

分脚、蹬脚
◆上举腿低于水平

◆上举腿未伸直
23

摆莲拍脚、单拍脚
◆击响时摆动腿弯曲

◆未击响
25

提膝（独立） ◆提膝未过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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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
腾空飞脚、旋风脚、腾空摆莲

◆击响腿脚尖未过肩

◆未击响
30

腾空正踢腿 ◆踢腿触及前额瞬间悬垂腿弯曲 31

步型/

步法

弓步

◆前腿膝未达脚背或超出脚尖

◆前腿大腿低于水平或高于水平 45°

◆后腿脚掌任一部位明显离地

◆后腿脚尖未内扣

◆后腿跪膝

50

马步
◆大腿低于水平或高于水平 45°

◆膝内扣
51

虚步

◆前脚脚跟着地

◆屈蹲腿脚跟离地

◆屈蹲腿膝与脚尖未对正

52

仆步

◆屈蹲腿未全蹲

◆平铺腿未伸直

◆平铺腿全脚掌未内扣着地

53

上步、退步、进步、跟步、侧行步

◆支撑腿膝与脚尖未对正

◆脚拖地（特殊动作要求除外）

◆移动时重心起伏

◆抬脚过高

59

器械

方法

挂剑、撩剑
◆直腕

◆未明显成立圆
60

握剑 ◆手指触及剑刃 61

绞剑 ◆剑尖绕环明显呈立圆 68

1.3.2 太极拳、太极剑扣分标准

● 一个动作出现一种或多种错误内容，均一次性扣 0.10 分。

● 一个组合动作出现两个以上同一器械方法错误内容，均一次性扣 0.10 分.

● 一个组合动作出现两个以上同一步法错误内容，均一次性扣 0.10 分。

● 一个组合动作出现两个以上同一步型错误内容，均一次性扣 0.10 分。

● 在一个套路中，拳、掌、剑指、身型和手法任一动作多次出现错误内容，最多扣

0.3 分。

● 对运动员每次出现的错误内容进行扣分，电子计分系统（或无电子计分系统时的编

排记录员）进行分数限制，每个动作最多扣 0.3 分。

● “支撑腿膝与脚尖未对正”，是指支撑腿的膝尖向内超过了脚内侧。

1.4 对练

1.4.1 对练动作类别、错误内容与编码。（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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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对练动作类别、错误内容与编码

类别 错误内容 编码 类别 错误内容 编码

方

法

远离或偏离进攻部位 90

配

合

击打落空或防守落空 93

静止姿势超过 3秒钟 91 等待对方进攻 94

无攻防演练超过 3 秒钟 92 误中对方 95

1.4.2 对练扣分标准

● 动作出现错误内容，扣 0.10 分。

● 动作错误内容均按出现的人次累计扣分。

1.5 集体项目

1.5.1 集体项目动作类别、错误内容与编码。（表 2-1-5）

表 2-1-5 集体项目动作类别、错误内容与编码

类别 错误内容 编码 类别 错误内容 编码

方

法

步型、腿法动作与要求不符 90

配

合

对练时击打落空或防守落空 93

跳跃、跌扑动作与要求不符 91 对练时等待对方进攻 94

器械方法与要求不符 92 对练时误中对方 95

同一动作不整齐 96

队形不整齐 97

1.5.2 集体项目扣分标准

● 动作出现错误内容，扣 0.10 分。

● 动作错误内容均按出现的人次累计扣分。

2. 其它错误内容、扣分标准与有关规定

2.1 其它错误类别、内容及扣分标准与编码。（表 2-1-6）

表 2-1-6 其它错误类别、内容及扣分标准与编码

类别 内容及扣分标 编码

失去

平衡

◆躯干晃动，脚移动或跳动（扣 0.10 分） 70

◆附加支撑（扣 0.20 分） 71

◆倒地（扣 0.30 分） 72

器械

服饰

◆器械触地、脱把、碰身、变形（扣 0.10 分） 73

◆器械折断（扣 0.20 分） 74

◆器械掉地（扣 0.30 分） 75

◆刀彩、剑穗、枪缨、服饰、头饰掉地；刀彩、剑穗、软器械缠手（缠身）；

服装开纽或撕裂；鞋脱落（扣 0.10 分）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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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平衡静止时间不足（扣 0.10 分） 77

◆身体任何部位触及线外地面（扣 0.10 分） 78

◆遗忘（扣 0.10 分） 79

2.2 其它错误有关规定

● 晃动：是指由于身体失去平衡造成躯干双向或多向位移。

● 移动：是指双脚或单脚或一脚一腿支撑时，任何一脚出现的位移。

● 跳动：支撑脚（单脚或双脚）出现悬空状态，判定为跳动。

● 附加支撑：是指由于身体失去平衡造成手、肘、膝或非支撑脚触地，或被动借

助器械支撑。

● 倒地：是指由于身体失去平衡造成头、臂、肩、背、臀任一部位触地，或其他

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身体部位同时触地，或其他任何一个身体部位触地的同时

被动借助器械支.

● 器械碰身：运动过程中器械触及身体任一部位，判定为器械碰身。

● 器械变形: 是指器械弯曲变形角度超过 45°。

● 出界：身体任一部位触及线外地面，判定为出界。而器械接触线外地面或身体

某一部分在空间超越了场地，不应判为出界。

● 平衡静止时间: 以首次出现静止状态时开始计时，仅适用于长拳、剑术、刀术、

枪术和棍术项目。

● 遗忘：运动过程中出现不应有的停顿、中断或动作混乱，判定遗忘。

● 在一个动作中连续出现两个以上其它错误，应累计扣分.

● 以上错误均按出现的人次累计扣分。

第二节 演练水平的评分

1. 有难度项目演练水平等级分的评分

1.1 有难度项目演练水平档次的划分、级别与分数段的确定以及评分标准。（表 2-2-1）

表 2-2-1 有难度项目演练水平档次、级别、分数段及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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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次 级 别 分数段 评分标准

好

一级 3.00 ～ 2.91
动作规范，方法正确，劲力充足，用力顺达，力点准确，手眼身法步

及身械配合协调，节奏分明，风格突出、动作与音乐和谐一致为

“好”。

二级 2.90 ～ 2.71

三级 2.70 ～ 2.51

一般

四级 2.50 ～ 2.31
动作较规范，方法较正确，劲力较充足，用力较顺达，力点较准确，

手眼身法步及身械配合较协调，节奏较分明，风格较突出、动作与音

乐较和谐一致为“一般”。
五级 2.30 ～ 2.11

六级 2.10 ～ 1.91

不好

七级 1.90～ 1.61
动作不规范，方法不正确，劲力不充足，用力不顺达，力点不准确，

手眼身法步及身械配合不协调，节奏不分明，风格不突出、动作与音

乐不和谐一致为“不好”。

八级 1.60 ～ 1.31

九级 1.30～ 1.01

2. 无难度的项目、对练和集体项目演练水平等级分的评分

2.1 无难度的项目、对练和集体项目演练水平档次的划分、级别与分数段的确定以及评分标

准。（表 2-2-2）

表 2-2-2 无难度的项目、对练和集体项目演练水平档次、级别、分数段及评分标准

档 次 级 别 分数段 评分标准

好

一级 5.00 ～ 4.81
动作规范，方法正确，劲力充足，用力顺达，力点准确，手眼身法步

及身械配合协调，节奏分明，风格突出、动作与音乐和谐一致为

“好”。

二级 4.80 ～ 4.51

三级 4.50 ～ 4.21

一般

四级 4.20 ～ 3.81
动作较规范，方法较正确，劲力较充足，用力较顺达，力点较准确，

手眼身法步及身械配合较协调，节奏较分明，风格较突出、动作与音

乐较和谐一致为“一般”。

五级 3.80 ～ 3.41

六级 3.40 ～ 3.01

不好

七级 3.00 ～ 2.51
动作不规范，方法不正确，劲力不充足，用力不顺达，力点不准确，

手眼身法步及身械配合不协调，节奏不分明，风格不突出、动作与音

乐不和谐一致为“不好”。

八级 2.50 ～ 2.01

九级 2.00 ～ 1.51

注：在使用电子计分系统时，裁判员可以参照“有难度项目演练水平等级分的评分标准”给运动员输入 1.01～3.00 分，系统将会自动给每个裁判

员加 2.00 分。

第三节 难度的评分

1. 难度编码识别

1.1 平衡、腿法动作的难度编码识别

表 2-3-1 平衡、腿法动作的难度编码识别

类别 一级编码 状态 二级编码 腿式 三级编码 四级编码

平衡 1 直立 1 搬 1 A

腿法 2 仰身 2 踢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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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身 3 控 3 C

屈蹲 4 扫 4

侧身 5

拧身 6

1.2 跳跃、跌扑动作的难度编码识别

表 2-3-2 跳跃、跌扑动作的难度编码识别

类别 一级编码 状态 二级编码 腿式 三级编码 四级编码

跳跃 3 直体 1 无 1 A

跌扑 4 垂转 2 前上 2 B

矢转 3 向内 3 C

额转 4 向外 4

复转 5 向前 5

旋 6 向后 6

向下 7

1.3 连接动作、抛接动作的难度编码识别

表 2-3-3 连接动作、抛接动作的难度编码识别

仆步 +0 坐盘 +6

马步 +1 弓步 +7

蝶步 +2 单脚落地 +8

提膝独立 +3 抛+接 +9

跌竖叉 +4 剪势 +10

跌叉 +5 蝎势 +11

2. 难度内容及等级与分值确定

2.1 动作难度内容及等级与分值确定

2.1.1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动作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的确定。（表 2-3-4）

表 2-3-4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动作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

类别
内 容 、 等 级 、 分 值、编码

A 级（0.20 分） 编码 B级（0.30 分） 编码 C级（0.40 分） 编码

平衡

搬腿朝天直立 111A 十字平衡 133B 后踢抱脚直立 112C

侧踢抱脚直立 112A

仰身平衡 123A

探海平衡 153A

望月平衡 163A

腿法 前扫腿 540° 244A 前扫腿 900° 2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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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

腾空飞脚

（斜飞脚、双飞脚）
312A 腾空正踢腿 312B

旋风脚 360° 323A 旋风脚 540° 323B 旋风脚 720° 323C

腾空摆莲 360° 324A 腾空摆莲 540° 324B 腾空摆莲 720° 324C

旋子 333A 旋子转体 360° 353B 旋子转体 720° 353C

侧空翻 335A 侧空翻转体 360° 355B

2.1.2 南拳、南刀、南棍动作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的确定。（表 2-3-5）

表 2-3-5 南拳、南刀、南棍动作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

类别
内 容 、 等 级 、 分 值、编码

A 级（0.20 分） 编码 B级（0.30 分） 编码 C级（0.40 分） 编码

腿法 前扫腿 540° 244A 前扫腿 900° 244B

跳跃

腾空飞脚 312A

旋风脚 360° 323A 旋风脚 540° 323B 旋风脚 720° 323C

腾空外摆腿 360° 324A 腾空外摆腿 540° 324B 腾空外摆腿 720° 324C

侧空翻 335A

原地后空翻 346A 单跳后空翻 346B

跌扑

腾空双侧踹 415A

腾空盘腿 360°侧扑 423A

鲤鱼打挺 447A

2.1.3 太极拳、太极剑动作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的确定。（表 2-3-6）

表 2-3-6 太极拳、太极剑动作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

类别
内 容 、 等 级 、 分 值、编码

A 级（0.20 分） 编码 B级（0.30 分） 编码 C级（0.40 分） 编码

平衡
低势前蹬踩脚平衡 142A

前举腿低势平衡 143A 后插腿低势平衡 143B

腿法 分脚 / 蹬脚 212A

跳跃

腾空飞脚 312A 腾空正踢腿 312B

旋风脚 180° 323A 旋风脚 360° 323B 旋风脚 540° 323C

腾空摆莲 360° 324B 腾空摆莲 540° 324C

腾空摆莲 450°

（女子）
3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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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连接难度内容及等级与分值确定

2.2.1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连接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的确定。（表 2-3-7）

表 2-3-7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连接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

内 容、等 级、分 值、编 码

A 级（0.10 分） 编码 B级（0.15 分） 编码 C级（0.20 分） 编码 D级（0.25 分） 编码

前扫腿 540°+坐盘 244A+6 腾空飞脚 +（1 步内） 侧空翻 312A+335A 旋风脚 540°+提膝独立 323B +3 旋风脚 720°+跌竖叉 323C+4

腾空飞脚+坐盘 312A+6 旋风脚 360°+提膝独立 323A +3 旋风脚 720°+马步 323C +1 腾空摆连 720°+马步 324C+1

旋风脚 360°+马步 323A+1
旋风脚 360°+（4步内）旋子转体

720°
323A+353C 腾空摆莲 540°+仆步 324B+0 旋子转体 720°+跌竖叉 353C+4

旋风脚 360°+跌竖叉 323A+4 旋风脚 540°+马步 323B +1 腾空摆莲 540°+提膝独立 324B +3

旋风脚 360°+坐盘 323A +6 旋风脚 540°+跌竖叉 323B+4
旋子转体 360°+（4步内）

旋风脚 720°
353B+323C

腾空摆莲 360°+马步 324A +1 腾空摆莲 360°+提膝独立 324A +3

腾空摆莲 360°+跌竖叉 324A+4 腾空摆莲 540°+马步 324B +1

腾空摆莲 360°+坐盘 324A+6 旋子+前扫腿 540°
333A+

244A

腾空摆莲 360°+弓步 324A+7 抛+旋风脚 360°+接 323A+9

旋子+坐盘 333A+6 抛+腾空摆莲 360°+接 324A+9

侧空翻+跌竖叉 335A+4

旋子转体 360°+跌竖叉 353B +4

抛+腾空飞脚+接 312A+9

抛+抢背+接 445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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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南拳、南刀、南棍连接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的确定。（表 2-3-8）

表 2-3-8 南拳、南刀、南棍连接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

内 容、等 级、分 值、编 码

A 级（0.10 分） 编码 B级（0.15 分 编码 C级（0.20 分） 编码 D级（0.25 分） 编码

腾空飞脚+提膝独立 312A +3 旋风脚 540°+马步 323B+1 旋风脚 360°+提膝独立 323A+3 旋风脚 720°+马步 323C+1

旋风脚 360°+马步 323A +1 旋风脚 540°+蝶步 323B+2
旋风脚 360°+（2 步内）单

跳后空翻
323A+346B

腾空外摆腿 720°+马步
324C+1

旋风脚 360°+蝶步 323A+2 腾空外摆腿 540°+马步 324B+1 腾空外摆腿 360°+提膝独立 324A+3

旋风脚 360°+（2步内）腾空

飞脚
323A+312A 单跳后空翻+蝶步 346B+2 腾空外摆腿 540°+仆步 324B+0

腾空外摆腿 360°+马步 324A +1 鲤鱼打挺 + 碟步 447A+2 单跳后空翻+蝎势 346B+11

侧空翻+剪势 335A+10

原地后空翻 + 蝶步 346A+2

2.2.3 太极拳、太极剑连接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的确定。（表 2-3-9）

表 2-3-9 太极拳、太极剑连接难度内容、等级、分值与编码

内 容、等 级、分 值、编 码

A 级（0.10 分） 编码 B 级（0.15 分 编码 C 级（0.20 分） 编码 D 级（0.25 分） 编码

低势前蹬踩脚平衡+转体

180°成提膝独立
142A+3

后插腿低势平衡+摆莲脚转体

180°成提膝独立
143B+3 旋风脚 360°+提膝独立 323B +3 旋风脚 540°+提膝独立 323C+3

前举腿低势平衡+转体 180°

成提膝独立
143A+3 后插腿低势平衡+蹬脚 / 分脚 143B+212A 腾空摆莲 360°+提膝独立 324B+3 腾空摆莲 540°+提膝独立 324C+3

前举腿低势平衡+蹬脚 / 分脚 143A+212A 腾空飞脚+腾空摆莲 540° 312A+324C 腾空摆莲 540°+跌叉 324C+5

腾空飞脚+提膝独立 312A +3
腾空飞脚+腾空摆莲 450°

（女子）
312A+324C

腾空摆莲 450°+跌叉

（女子）
324C+5

腾空飞脚+腾空摆莲 360° 312A+324B 腾空正踢腿+起跳脚落地 312B+8

旋风脚 180°+ 提膝独立 323A +3 腾空摆莲 360°+跌叉 324B+5

旋风脚 360°+起跳脚落地 323B+8

腾空摆莲 360°+起跳脚落地 324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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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难度完成不符合规定的确认与有关规定

3.1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

3.1.1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难度完成不符合标准的确认。（表 2-3-10）

表 2-3-10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难度类别、内容及完成不符合标准的确认

难度 类别 内 容 不符合标准的确认

动

作

难

度

平衡

搬腿朝天直立；侧踢抱脚直立；

十字平衡
◆上举腿未达垂直

后踢抱脚直立
◆后举腿未达垂直

◆未从肩后抓抱踢起脚

仰身平衡 ◆躯干高于水平 45°

探海平衡 ◆两腿夹角不足 135°

望月平衡 ◆后举腿大腿低于水平 45°

腿法 前扫腿 540°, 900° ◆扫转度数不足

跳跃

腾空正踢腿

◆助跑超过 4 步

◆未腾空

◆上踢腿脚尖未触及前额

腾空飞脚 (斜飞脚、双飞脚）

◆助跑超过 4 步

◆未腾空

◆击响腿低于水平

旋风脚 360°、540°、720°；

腾空摆莲 360°、540°、720°

◆助跑超过 4 步

◆未腾空

◆转体度数不足

◆击响腿低于水平

旋子、侧空翻
◆助跑超过 4 步

◆未腾空

旋子转体 360°、720°；

侧空翻转体 360°

◆助跑超过 4 步

◆未腾空

◆转体度数不足

连

接

难

度

动动

连接

腾空飞脚+侧空翻 ◆跳跃动作之间的助跑步数超过 1 步

旋风脚 360°+旋子转体 720°； ◆跳跃动作之间的助跑步数超过 4 步

旋子+前扫腿 540° ◆动作之间明显停顿

动静

连接

旋风脚 360°、540°、720°／腾空摆莲

360°、540°、720°+马步；

腾空摆莲 360°+弓步；腾空摆莲 540°+仆步

◆两脚依次落地

◆脚移动、跳动

◆附加支撑

◆倒地

旋风脚 360°、540°、720°/腾空摆莲 360°/

旋子转体 360°、720°/侧空翻+跌竖叉

◆两腿依次落地

◆滑叉

◆附加支撑

◆倒地

旋风脚 360°、540°/腾空摆莲 360°、540°+

提膝独立

◆击响脚未单脚落地

◆落地时脚移动或跳动

◆提膝腿脚触地

腾空飞脚/旋风脚 360°/腾空摆莲 360°/旋子+

坐盘

◆动作之间明显停顿

◆两大腿未交叉

◆附加支撑

◆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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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扫腿 540°/旋子+坐盘

◆动作之间明显停顿

◆两大腿未交叉

◆附加支撑

◆倒地

套嵌

连接

抛+抢背/腾空飞脚/旋风脚 360°/腾空摆莲

360°+接

◆抢背后，手、臀、膝未离地

◆未接握住器械或接抓刀彩、剑穗

3.1.2 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难度完成的有关规定

3.1.2.1 度数的规定

● 跳跃动作转体两脚落地或跳跃动作转体下落接弓步、马步、仆步、跌竖叉，均以起跳时

两脚之间连线和落地时两脚之间连线的夹角来计算转体度数。

● 跳跃动作转体单脚落地，均以该脚起跳时和落地时脚尖与脚跟连线的延长线的夹角来计

算转体度数。

● 扫转性腿法的扫转度数，均以扫转腿的脚的起止转动度数来计算扫转度数。

3.1.2.2 助跑步数的规定

● 323A+353C、353B+323C 的步数，以前一个跳跃动作两脚落地后的任何一脚上步开始计算。

● 312A+335A 的步数，以前一个跳跃动作一脚落地后的任何一脚上步开始计算。

● 跳跃类动作起跳前朝一个方向（包括弧线）助跑，从任何一脚上步开始计算，一脚落地

即为一步。

3.1.2.3 难度连接的规定

● 323B 下落必须连接跌竖叉或提膝独立。

● 323C 下落必须连接马步或跌竖叉。

● 324B 下落必须连接马步、仆步或提膝独立。

● 324C 下落必须连接马步。

● 353C 下落必须连接跌竖叉。

3.1.2.4 评判的规定

● 动作难度未完成，其之前和之后的连接难度均不予确认。

● 连接动作形式被改变，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均不予确认。

● 单脚落地时，击响（踢起）脚和落地脚应为同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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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静连接的连接动作完成时必须呈静止状态。

● 借助器械撑地完成平衡动作难度，其动作难度不予确认。

● 器械套路中的套嵌连接只能选做一种。

3.2 南拳、南刀、南棍

3.2.1 南拳、南刀、南棍难度完成不符合规定的确认。（表 2-3-11）

表 2-3-11 南拳、南刀、南棍难度类别、内容及完成不符合标准的确认

难度 类别 内 容 不符合标准的确认

动

作

难

度

腿法 前扫腿 540°、900° ◆扫转度数不足

跳跃

腾空飞脚

◆助跑超过 2 步

◆未腾空

◆击响腿低于水平

旋风脚 360°、540°、720°；

腾空外摆腿 360°、540°720°

◆助跑超过 4 步

◆未腾空

◆转体度数不足

◆击响（外摆）腿低于水平

侧空翻
◆助跑超过 2 步

◆未腾空

原地后空翻
◆起跳前脚移动

◆落地时手撑地

单跳后空翻
◆助跑超过 2 步

◆落地时手撑地

跌扑

腾空双侧踹
◆助跑超过 4 步

◆踹出腿低于水平

腾空盘腿 360°侧扑
◆助跑超过 4 步

◆转体度数不足

鲤鱼打挺 ◆手撑扶地面

连

接

难

度

动动

连接

旋风脚 360°+腾空飞脚

旋风脚 360°+单跳后空翻
◆跳跃动作之间的助跑步数超过 2 步

动静

连接

旋风脚 360°、540°、720°/腾空外摆腿 360°、

540°、720°+马步；

腾空外摆腿 540°+仆步

◆两脚依次落地

◆脚移动或跳动

◆附加支撑

◆倒地

旋风脚 360°、540°/原地后空翻/单跳后空翻/鲤鱼

打挺+蝶步

◆两脚依次落地

◆落地后再成蝶步

◆脚移动或跳动

◆附加支撑

◆倒地

腾空飞脚/旋风脚 360°/腾空外摆腿 360°+提膝独立

◆击响（外摆）腿未单脚落地

◆脚移动或跳动

◆提膝腿脚触地

侧空翻+剪势

◆两腿依次落地

◆附加支撑

◆倒地

单跳后空翻+蝎势

◆手与脚依次落地

◆后举腿触地

◆附加支撑

◆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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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南拳、南刀、南棍难度完成的有关规定

3.2.2.1 度数的规定

● 跳跃动作转体两脚下落或跳跃动作转体下落接做步型，均以起跳时两脚之间连线和落

地时两脚之间连线的夹角来计算转体度数。

● 跳跃动作转体单脚落地，均以该脚起跳时和落地时脚尖与脚跟连线的延长线的夹角来

计算转体度数。

● 扫转性腿法的扫转度数，均以扫转腿的脚的起止转动度数来计算扫转度数。

3.2.2.2 助跑步数的规定

● 323A+312A、323A+346B 的步数，以前一个跳跃动作一脚落地后的任何一脚上步开始计

算。

● 跳跃类动作起跳前朝一个方向（包括弧线）助跑，从任何一脚上步开始计算，一脚落

地即为一步。

3.2.2.3 动静连接难度的规定

● 连接动作必须连接马步、蝶步、仆步、提膝独立、剪势、蝎势。

3.2.2.4 评判的规定

● 动作难度未完成，其之前和之后的连接难度均不予确认。

● 连接动作形式被改变，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均不予确认。

● 单脚落地时，击响（踢起）脚和落地脚应为同一脚。

● 动静连接的连接动作完成时必须呈静止状态。

● 324A、324B、324C 可以不击响。

3.3 太极拳、太极剑

3.3.1 太极拳、太极剑难度完成不标准规定的确认。（表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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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2 太极拳、太极剑难度类别、内容及完成不符合标准的确认

难度 类别 内 容 不符合标准的确认

动

作

难

度

平衡

低势前蹬踩脚平衡
◆支撑腿大腿高于水平

◆前蹬踩脚触地

前举腿低势平衡；后插腿低势平衡
◆支撑腿大腿高于水平

◆手扶按支撑腿

腿法 分脚、蹬脚 ◆上举腿脚跟低于肩

跳跃

腾空飞脚

◆助跑超过 1 步

◆未腾空

◆击响腿低于水平

腾空正踢腿

◆助跑超过 1 步

◆未腾空

◆上踢腿脚尖未触及前额

旋风脚 180°、360°、540°

◆助跑超过 1 步

◆未腾空

◆转体度数不足

◆击响腿低于水平

连

接

难

度

动动

连接
腾空飞脚+腾空摆莲 360° ◆跳跃动作之间出现助跑

动静

连接
腾空正踢腿/旋风脚 360°/腾空摆莲 360°+起跳脚落地

◆击响(踢起)腿未单脚落地

◆脚移动或跳动

静静

连接

腾空飞脚/旋风脚 180°、360°、540°/腾空摆莲

360°、540°+提膝独立

◆击响腿未单脚落地

◆脚移动或跳动

◆提膝腿脚触地

腾空摆莲 360°、450°、540°+跌叉

◆两腿依次落地

◆腿移动

◆附加支撑

◆倒地

低势前蹬踩脚平衡/前举腿低势平衡+转体 180°成提膝

独立

后插腿低势平衡+摆莲脚转体 180°成提膝独立

◆连接过程中出现躯干晃动

◆转体度数不足

◆连接过程中提膝低于水平

◆提膝腿脚触地

◆提膝时脚移动或跳动

静动

连接
前举腿低势平衡+蹬脚/分脚

◆连接过程中出现躯干晃动

◆提起腿脚触地

◆支撑腿脚移动或跳动

3.3.2 太极拳、太极剑难度完成的有关规定

3.3.2.1 度数的规定

● 跳跃动作转体下落接做跌叉，均以起跳时击响腿脚尖与脚跟连线的延长线和落地时摆

动腿轴线的延长线的夹角来计算转体度数。

● 跳跃动作转体单脚落地，均以该脚起跳时和落地时脚尖与脚跟连线的延长线的夹角来

计算转体度数。

● 静静连接，均以支撑脚转体前和转体后脚尖与脚跟连线的延长线的夹角来计算转体度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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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助跑步数的规定

● 312A+324B、312A+324C 必须在前一个跳跃动作两脚同时落地后直接起跳。

● 静静连接不能上步。

3.3.2.3 难度连接的规定

● 312A+324B（或 324C）下落必须连接跌叉（左腿在前）。

● 连接跌叉只能选做一次。

3.3.2.4 评判的规定

● 动作难度未完成，其之前和之后的连接难度均不予确认。

● 连接动作形式被改变，动作难度和连接难度均不予确认。

● 单脚落地时，击响（踢起）脚和落地脚应为同一脚。

● 平衡动作和动静连接的连接动作完成时必须呈静止状态。

第四节 编排的评分

1. 编排扣分的内容与扣分标准

编排扣分的类别、内容及扣分标准与编码。（表 2-2-3）

类别 内 容 及 扣 分 标 准 编码

内容

◆自选套路：每减少或改变一个规定动作；

◆规定套路：每增加、减少或改变一个规定动作。（扣 0.20 分）
80

◆规定套路：每增加或减少一步。 81

◆南拳规定套路：未按规定发声或每增加或减少一次发声。（扣 0.20 分） 82

结构

布局

◆静止姿势（平衡动作除外）停顿时间超过 3秒或太极拳、太极剑难度动作前出现停顿。 83

◆规定套路：长拳、南拳及其器械动作每偏向超过 45°,太极拳、太极及动作每偏向超过 90°。 84

音乐 ◆要求配乐的项目未配乐或配乐伴有说唱。（扣 0.50 分） 85

注：运动员做规定动作的技术方法与规定动作的技术要求明显不符，确定为改变规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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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分操作

第一节 基本要求

裁判员应熟练掌握各项目动作分类方法和分类编码，熟记难度确认方法和扣分标准，现

场做到反应及时、评断准确、操作正确的基本要求。

裁判员应注意紧跟运动员现场演练的节奏，抓好动态（跟综动作的全过程）、静态（观

察动作姿态）、动态与静态之间（静态-动态-静态）等各时间段的难度完成情况和出现的动

作错误、其他错误及编排错误，按照各自岗位的职责，力求做到评判准确无误。

第二节 电子评分操作

1. A 组评分裁判员

A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完成的动作质量情况，如发现动作错误内容，迅速按键确

认，同时将扣分编码准确地记录在动作质量评分记录表上。当运动员完成全套动作后，按先

后顺序输入扣分编码，按回车键进行确认，评判结束。

当运动员在比赛中一个动作同时出现多种错误时，现场扣分顺序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即先扣动作错误的分，后扣其他错误的分；先扣下肢动作错误的分，后扣上肢动作错误的分；

先扣肢体动作错误的分，再扣器械方法错误的分。

2. B 组评分裁判员

B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的整套完成情况，按照演练水平评分标准中的三档九级分数段，

经纵向比较后将确定的演练水平等级分记录在演练水平评分记录表上。当运动员演练结束后，

迅速在键盘输入分数，按回车键进行确认，评判结束。

3. C 组评分裁判员

C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申报的难度动作和连接动作在套路中的先后编排顺序，与运动

员现场演练的难度动作和连接动作按顺序逐一进行同步对照，对申报与演练一致并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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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确认键”予以确认，对申报与演练不一致或不符合标准的“不确认键”不予以确认。

完成对运动员所有难度评判后，按回车键进行确认，评判结束。

4. 套路检查员

套路检查员根据运动员现场演练的动作与运动员自选项目申报的动作或规定项目的动作，

按顺序逐一进行同步对照检查。若一致，按“确认键”予以确认；若不一致，按“不确认键”

不予以确认。完成对运动员整套动作检查后，按回车键进行确认，评判结束。

5. 裁判长

裁判长根据套路检查员提示，回放该运动员的比赛视频并迅速作出评判。若确认运动员

出现编排方面的错误，应将编排扣分的编码记录在套路检查记录表中，然后在键盘上输入编

排扣分编码，按回车键进行确认，评判结束。

如果出现“裁判长的扣分”或“创新难度的加分”的内容，经检查无误后，按回车键进

行确认，评判结束。

6. 最后得分的确定与示分

电子计分系统按照规则自动计算出运动员的最后得分，最后得分在显示屏上公开示分。

第三节 手记评分操作

1. A 组评分裁判员

当运动员演练时出现动作错误和其他错误时，A组评分裁判员应在该动作错误出现后迅速

在动作质量评分记录表中记录扣分编码及分值。当运动员完成全套动作后，将记录下来的扣

分编码按顺序书写在示分牌上，听候裁判长的指令进行公示。编排记录员将每一位 A组评分

裁判员的评判结果收集汇总，对至少两人确定的相同的扣分编码进行统计，计算出动作质量

应扣分，然后按规则换算成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应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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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组评分裁判员

B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的整套完成情况，按照演练水平评分标准中的三档九级分数段，

经纵向比较后将确定的演练水平等级分记录在演练水平评分记录表上和写在示分牌上，听候

裁判长的指令进行公示。编排记录员将每一位 B组评分裁判员的评判结果收集汇总，计算出

演练水平应得分。

3. C 组评分裁判员

C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申报的难度动作和连接动作在套路中的先后编排顺序，与运动

员临场演练的难度动作和连接动作按顺序逐一进行同步对照确认。对符合要求的难度画“√”

予以确认，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难度画“×”不予确认。当运动员完成整套动作后，将记录下

来的难度确认结果书写在示分牌上，听候裁判长的指令进行公示。编排记录员将每一位 C组

评分裁判员的评判结果收集汇总，对至少两人同时确认的难度进行统计，累计算出运动员的

难度应得分。

4. 套路检查员

套路检查员根据运动员现场演练的动作与运动员自选项目申报的动作或规定项目的动作，

按顺序逐一进行同步对照检查。对完成的动作画“√”予以确认，对缺少或不符编排要求的

动作画“×”不予确认。当运动员完成整套动作后，将记录下来的结果传递给裁判长进行确

认。

5. 裁判长

裁判长将确认的编排扣分的编码，完成套路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的扣分、以及“创新难

度的加分”书写在示分牌上进行公示。编排记录员对裁判长的扣分和加分进行统计，分别累

计算出裁判长的扣分和加分。

6. 最后得分的确定与示分

编排记录员按照规则计算出运动员的最后得分，并将最后得分书写在示分牌上公开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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