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全国武术兵道（短兵）青少年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一）主办单位： 中国武术协会 

（二）承办单位：保定市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中体纵横（河北）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二、比赛时间和地点 

（一）比赛时间：12 月 17-20 日 

（二）比赛地点：河北省保定市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

高校（含大专院校）、中国武术协会单位会员、有正规资质

的社会组织（包括体育俱乐部、社会培训机构等，香港与澳

门特别行政区除外）。 

四、竞赛组别、级别 

（一）竞技兵道 

1. 个人竞技 

儿童个人竞技（丙、乙、甲） 

少年个人竞技 

青年个人竞技（男/女） 

2．团体竞技 



儿童团体竞技（丙、乙、甲） 

少年团体竞技 

青年团体竞技（男/女） 

3.年龄 

(1）儿童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5-11 周岁 

①儿童丙组 5-6 岁（2016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②儿童乙组 7-8 岁（2014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③儿童甲组 9-11 岁（2011 年 1 月 1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2)少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12-14 周岁（2008 年 1

月 1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3)青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15-17 周岁（2005 年 1

月 1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 

4.体重分级 

（1）儿童体重分级：  

儿童丙组 

① 20 公斤级（≤20 公斤） 

② 23 公斤级（＞20 公斤－≤23 公斤） 

③ 26 公斤级（＞23 公斤－≤26 公斤） 

④ 30 公斤级（＞26 公斤－≤30 公斤） 



⑤ 34 公斤级（＞30 公斤－≤34 公斤） 

⑥ 34 公斤级以上级（＞34 公斤） 

儿童乙组 

① 24 公斤级（≤24 公斤） 

② 27 公斤级（＞24 公斤－≤27 公斤） 

③ 30 公斤级（＞27 公斤－≤30 公斤） 

④ 34 公斤级（＞30 公斤－≤34 公斤） 

⑤ 38 公斤级（＞34 公斤－≤38 公斤） 

⑥ 38 公斤级以上级（＞38 公斤） 

儿童甲组 

① 28 公斤级（≤28 公斤） 

② 32 公斤级（＞28 公斤－≤32 公斤） 

③ 36 公斤级（＞32 公斤－≤36 公斤） 

④ 40 公斤级（＞36 公斤－≤40 公斤） 

⑤ 44 公斤级（＞40 公斤－≤44 公斤） 

⑥ 44 公斤级以上级（＞44 公斤） 

（2）少年体重分级： 

① 39 公斤级（≤39 公斤） 

② 42 公斤级（＞39 公斤－≤42 公斤） 

③ 45 公斤级（＞42 公斤－≤45 公斤） 

④ 48 公斤级（＞45 公斤－≤48 公斤） 

⑤ 52 公斤级（＞48 公斤－≤52 公斤） 



⑥ 56 公斤级（＞52 公斤－≤56 公斤） 

⑦ 60 公斤级（＞56 公斤－≤60 公斤） 

⑧ 60 公斤以上级（＞60 公斤） 

（3）青年男子体重分级： 

① 48 公斤级（≤48 公斤） 

② 52 公斤级（＞48 公斤－≤52 公斤） 

③ 56 公斤级（＞52 公斤－≤56 公斤） 

④ 60 公斤级（＞56 公斤－≤60 公斤） 

⑤ 65 公斤级（＞60 公斤－≤65 公斤） 

⑥ 70 公斤级（＞65 公斤－≤70 公斤） 

⑦ 75 公斤级（＞70 公斤－≤75 公斤） 

⑧ 75 公斤以上级（＞75 公斤） 

（4）青年女子体重分级： 

① 44 公斤级（≤44 公斤） 

② 47 公斤级（＞44 公斤－≤47 公斤） 

③ 50 公斤级（＞47 公斤－≤50 公斤） 

④ 54 公斤级（＞50 公斤－≤54 公斤） 

⑤ 58 公斤级（＞54 公斤－≤58 公斤） 

⑥ 63 公斤级（＞58 公斤－≤63 公斤） 

⑦ 68 公斤级（＞63 公斤－≤68 公斤） 

⑧ 68 公斤以上级（＞68 公斤） 

（二）兵道技 



1.组别 

（1）儿童个人兵道技（丙、乙、甲） 

（2）少年女子个人兵道技 

（3）少年男子个人兵道技 

（4）青年女子个人兵道技 

（5）青年男子个人兵道技 

2.对应兵道技标准式演练项目 

（1）儿童个人兵道技（丙、乙、甲）——武术兵道技标

准十至三式（级位） 

（2）少年女子个人兵道技——武术兵道技标准十至一

式（级位） 

（3）少年男子个人兵道技——武术兵道技标准十至一

式（级位） 

（4）青年女子个人兵道技——武术兵道技标准十式（级

位）至三式（段位） 

（5）青年男子个人兵道技——武术兵道技标准十式（级

位）至三式（段位） 

五、竞赛办法 

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武术兵道（短兵）2022 年最新版本比

赛规则。赛制如下： 

（一）竞技个人赛每队每级别可报 1人，团体赛每队每

组可报 1组（如儿童组，可报儿童团体竞技甲组、乙组、丙



组各一组），每一组由 3-5 名运动员组成（3名出场，2名替

补），须符合个人级别。每一轮比赛允许 3位运动员出场比

赛，出场运动员体重不可重复，上场青年男子运动员总体重

不超过 190KG，青年女子运动员总体重不超过 170KG；少年

男/女子运动员总体重不超过 160KG；儿童男/女子运动员总

体重丙组不超过 80KG、乙组不超过 95KG、甲组不超过 110KG。 

（二）兵道技每队每组可报 1 人，流程及要求如下： 

1.每一场比赛开始前，参赛运动员应向指定的跑单员提

交自己选择演练的兵道技名称，记录人员将兵道技名称录入

计时计分系统； 

2.红、蓝方依次演练； 

3.行抱兵礼后，运动员须清楚地宣告将要演练的兵道技

名，然后开始演练； 

4.兵道技演练结束后行抱兵礼； 

5.两名运动员都演练结束后，须原地等待判定结果； 

6.演示结束 5 秒内，主裁吹哨后，5 名裁判员同时用打

分器判定，获得 3票以上票数运动员获胜，获胜运动员行抱

兵礼； 

7.两名运动员同时行抱兵礼后退出比赛场地； 

8.运动员演练的兵道技不得与上一场重复； 

9.兵道技标准式演练时间要求 60秒内。 

（三）个人比赛、团体比赛均采用单败淘汰赛制。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个人比赛前 3名（含并列第三名）颁发奖牌和证

书，5-8 名颁发证书；团体赛比赛前 3名（含并列第三名），

队伍获得奖杯，上场运动员获得奖牌和证书； 

（二）本次比赛还将设立“最佳技术奖、体育道德风尚

奖、优秀裁判奖”等特别奖项，并颁发证书； 

（三）各竞赛单项的报名人数不足 3 人（或 3 队）时，

组委会有权利撤销该竞赛项目或将该项目与相近的竞赛项

目合并，具体方式由比赛技术代表确定。 

七、裁判员 

中国武术协会选派。 

八、日程安排 

日期 事项 

12 月 15 日 运动队、技术官员报到 

12 月 16 日 
称重 

领队、技术会议、抽签 

12 月 17-20 日 比赛日 

12 月 21 日 离会 

注：以上为参考日程安排，具体日程安排另行通知。 

九、其他规定 

（一）每单位可报领队 1人、教练员 3人（运动员可兼

任）、医生 1人。 



（二）领队、教练员、医生只能代表一个参赛单位。 

（三）参赛运动员建议加入中国武术协会个人会员，入

会流程另行通知。 

（四）参赛运动员须自备中国武术协会合作伙伴品牌的

兵道服，组委会提供短兵器、护具，学员也可自带中国武术

协会指定认证品牌的短兵器，需符合武术兵道短兵器尺寸、

重量标准。 

1、青年、少年短兵总长 85-95cm，兵身直径为2.9-3.9cm，

护手盘的厚度为 1.2-1.5cm，把手 15-18cm，短兵兵尖为

2.9cm-3.9cm的缓冲软垫，剑首（把手末端）为 1.9cm-2.9cm

的缓冲软垫，重心零点在护手盘距离兵身 8-10cm 处。 

 

2、短兵的重量根据男女不同级别区分对待，误差值

±10g。 

青年男子 少年男子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52KG 级及以下 350g 42KG 级及以下 300g 

56KG-65KG 级 400g 45KG-52KG 级 350g 

70KG 级及以上 450g 56KG 级及以上 400g 



青年女子 少年女子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47KG 级及以下 250g 42KG 级及以下 200g 

50KG-58KG 级 300g 45KG-52KG 级 250g 

63KG 级及以上 350g 56KG 级及以上 300g 

儿童男子/女子 32KG 及以下短兵器重量为 160-200g，35KG-

42KG级兵器重量为180-250g，46KG级以上兵器重量为200-300g，

兵身长度为 60-75cm。 

（五）运动员不得穿着带中国（含英文标识 CHINA）字

样和带有广告字样、标识的兵道服上场比赛，兵道服上的所

有标识须经中国武术协会审查后方可使用。 

（六）中国武术协会合作伙伴品牌产品及认证器材品牌

将在官网公布。 

十、报名 

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进行参赛报名。请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报名表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并将加盖单位公

章的纸质报名表邮寄至指定地址： 

报名联系人：李建刚 

电话：16603261777   0312—5903395 

邮箱： bdtyj @163.com 

收件地址： 保定市七一中路 739号保定市体育局 

竞赛咨询： 

高  英 13811089673 

张蜀祁 18636821230 



十一、报到及经费 

具体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补充通知。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一）近 7天内，参赛运动队所有人员未被诊断或确认

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

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未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发热患者等接触；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没有出现发热（体温≥37.3℃)、乏力、

咳嗽、胸闷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症状；未到过近期

被确定为疫情中、高风险的地区；未接触过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人员；未接触过境外回国人员。 

（二）参赛运动队所有人员严格执行 48 小时核酸及抵

达核酸要求，运动队所有人员签订《参赛防疫责任书》。 

（三）参赛运动队所有人员进出比赛场地和住宿等公共

区域自觉佩戴口罩，配合测温、扫码。 

（四）参赛运动队所有人员须入住组委会指定酒店，统

一食宿，配合酒店及比赛场馆点对点封闭管理政策，否则不

予参赛。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2022 年全国武术兵道（短兵）青少年锦标赛报  

名表.xlsx 



2.参赛防疫责任书 

 

  

  

  

                                            体育总局武术中心 

                                             2022 年 11 月 9 日  

 

 

 

 

 

 

 

 

 

 

 

 

 

 

 

 

 

附件 1 

2022 年全国武术兵道（短兵）青少年锦标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章）：                         单位简称（5 字以内）：   联系人及电话：  

领队（1 人）：   教练员（3 人）：    队医（1 人）：  

报名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身份证号 组别 小项 

张三 男 2000/1/1 1.10E+17 儿童甲组 个人-28KG 

张三 男 2000/1/1 1.10E+17 儿童甲组 竞技团体 

张三 男 2000/1/1 1.10E+17 儿童甲组 兵道技 

李四 男 1993/1/1 1.10E+17 儿童乙组 兵道技 

            

            

            

            

            

            

            

            

            

            

            

            

            

            

            

            

            

            

 

 

附件 2 

参赛防疫责任书 
 



在参赛期间，本人知晓属地疫情防控期间的管理规定，

郑重承诺如下： 

一、近 7天内，本人未被诊断或确认为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

密切接触者；未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密切接触者、发热患者等接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没有出现发热(体温≥37.3℃)、乏力、咳嗽、胸闷等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症状；未到过近期被确定为疫情中、

高风险的地区；未接触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未接触

过境外回国人员。 

二、严格遵守组委会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服从组委会疫

情防控小组统一指挥，配合酒店及比赛场馆点对点封闭管理

政策，进出比赛场地和住宿地自觉佩戴口罩、测温、扫码，

不去人群聚集场所。 

 

完全了解上述内容，承诺遵守，并对所承诺事项承担责

任（以队为单位，请所有参赛人员均在下面签名）。 

 

承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