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件

举摔柔字 (2013)64号          签 发人:马文广

举摔柔中心关于柔道项目

实行国际柔联新规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国际柔联在 2012年 伦敦奥运会后修改了竞赛制度与裁

判规则,并 于 ⒛13年 2月 巴黎大满贯赛开始实行。为进一

步与国际接轨,统 一执裁尺度,提 高我国柔道竞赛水平,经

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举 摔柔运动管理中心在今后的全国柔

道竞赛中实行国际柔联最新竞赛制度和裁判规则 (相关文件

附后)。

特此通知。

〓文



附件:国 际柔联最新竞赛制度和裁判规则

镰 巡

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zO13年 3月 28日



附件

柔道项 目⒛13吃016年 最新裁判规则

一、主裁和侧裁

场上仅有一名抽选的裁判执法比赛,由 另一名牡选的裁判,

和一名裁判委员会委员或牡选的裁判,通 过观看延时回放录

像共同把关。必要时候,共 同把关的人员可以用对讲机与执

法裁判沟通告知准确意见。仲裁在其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

复议。

二、技术评估

一本:给 与一本得分更准确的定义-—̄一方运动员使用技术

动作将对手摔成完整的背部着垫。

三、搭桥

所有的搭桥情况都将被视为一本。

四、处罚

1、每场比赛过程给予一方运动员只有3次shido处 罚,第 四

次即为Hansoku-make取 消比赛资格 (前三个为警告)。

2、一方运动员受到shido处 罚,另一方运动员不再得分。只

有技术得分显示在计分器上。

3、比赛结束时,如 果比分相同,获 得较少shido处 罚的一方

获胜。



4、如果因为双方运动员比分相同,shido处 罚也相同,导 致

平局,比 赛继续进入到金分加时赛。金分加时赛里,第 一个

获得shido的 一方运动员将输掉比赛,或 者第工个获得技术

得分的一方运动员将获胜。

五、从严判罚消极处罚的几种情况

1、运动员用双手挣脱把位,将被判罚shido。

2、运动员如交叉抓握、同一侧抓握、或者抓腰带,必 须立

刻进攻,否 则将被判罚shido。

3、运动员不能快速进行抢把抓握或逃避对手抢把抓握,将

被判罚shido。

4、运动员使用熊抱动作摔倒对手,将 被判罚shido。

六、从严直接判负的情况:

在投技中,所 有使用单手或双手,单 臂或双臂进攻和反攻对

方腰带以下部位,或 者通过对方腰带以下部位阻挡对方进

攻 ,将 被 直 接 判 负 (Hansoku-make)。

七、抱压技、关节技、绞技

1、一方运动员在比赛区形成抱压技,进 入0saekomi后 ,如

双方运动员移动出界,抱压技仍可继续,0saekOmi时 间不停,

直至运动员获胜或另一方运动员解脱。

2、 抱 压 技 0saQkomi时 间 10秒 ,计 有 效 分 (Yuko),15秒 计 技



有 分 tWaz扩 ari),⒛ 秒 计
一

本 分 (IppOn)。

3、一方运动员在比赛区开始使用关节技或绞技,并 对对手

产生一定效果,可 以在双方运动员出界后继续使用关节技或

绞技。
)

八、18岁以下少年赛可以使用关节技。

九、行礼

双方运动员须同-时 间行进至比赛区的进口处,互 相行礼

后,进 入比赛区域。双方运动员在比赛开始时不允许握手。

十、比赛时间

金分加时赛没有时间限制,取 消举旗判定



柔道项 目⒛13-z016年 最新竞赛规定

工、称重

1、运动员正式称重将被安排在比赛前一天19点。

2、为了评价新的称重规定对运动员比赛过程中的影响,另

一次称重将被安排在首场比赛之前的柔道服检测过程中进

行。如果收集的数据表明此项规定值得推行,该 项称重规定

将被保留。当一个运动员比赛前所称重量超过一定重量限量

时,将 可能采用医学检查。

二、参加世锦赛和洲际锦标赛运动员报名人数

1、9名男运动员和9名女运动员。男女每个级另刂最多报2人。

代表队男女运动员总数最多18人。   ∶

2、世界和洲际的青年锦标赛和少年锦标赛,采 取同样的运

动员报名方式。

三、世界杯更名

所有现行的世界杯赛将全部更名为
“
洲际公开赛

”,例 如:

罗马洲际公开赛、乌兰巴托洲际公开赛。

四 、 青 年 赛 年 龄 :19-21岁

五、少年赛年龄:16△ 8岁



六、比赛场地

奥运会、 世 锦赛和大师杯赛将采用10x10米 的比赛区,以

及4米宽的安全区。建议洲际锦标赛采用同样规定。

七、积分排名赛

1、每个国家和地区在,一 个年度里,只 能承办一次积分赛

(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大师杯除外)。

2、最新积分赛体系见下表:

赛事名称 洲际公开赛 大奖赛 大满贯 大师杯 洲际锦标赛 世锦赛 奥运会

报名条件 公开报名
公开报名 公开报名 前 16名 各洲订 公开报名 奥运资格

种子选手 参赛前8名 参赛前8名 参赛前8名 参赛前8名 备洲订 参赛前8名 参赛前8名

各队各级

报名人数

4人 2人

东道主4人

2人

东道主4人

根据资格 2人

男女总数各

不超过9人

2人

男女总数备

不超过9人

1人

第一名 100 300 500 700 400 900 1000

第二名
60 180 300 420 240 540 600

第三名 40 120 200 280 160 360 400

第五名 20 60 100 140 80 180 200

第七名 16 48 80 112 64 144 160

前16名
12 36 60 48 108 120

前32名 °
o 24 40 32 72 80

胜1场 彳
叶 12 20 28 16 36 40

参赛 0
乙

0
∠

η
∠ 4

总奖金 10万美元 15万美元 20万美元 ⒛万美元



第一名 3θ0θ虏乏j己 5θ0θ虏乏j己 6θθθ多龟j己 6000砉毫j己

第二名 2000害怠j己 3000房毫jL 4000美 j己 400θ多恚jL

第三名 1000多乏jL 15θ0害龟彡L 20θ0亭怠jL 2000美 j黾

3、运动员在12个月里的5次最高积分,加 上1次洲际锦标赛

或者大师杯赛积分将被列入世界排名积分统计。运动员如果

参加了洲际锦标赛和大师杯赛,取 其较高的积分;另 一积分

可以被列为12个月里5次最高积分中。

八、代表队参赛费用

参赛队伍如不能汇款食宿费,但 抵达赛区后可支付现金,承

办单位不得收取罚金。但参赛队伍必须在截止日期前告知组

委会准确参赛和住房预订人数。

九、统一国际比赛的赛制

包括大师杯、大满贯、大奖赛在内的全部国际比赛,将 采用

单败淘汰1/4复活赛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