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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有关广告的规定以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击剑协会下发相关规

定执行。 

广告准则已被1983年5月21日在Alghero举行的由纪昂.卡罗.布鲁萨蒂先生主持的国际

剑联第64届常务会议采纳。 

特别委员会主席雅克.罗会施泰德先生起草的方案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批准。

国际奥委会于1983年4月12日致信批准了广告准则并确认该准则符合现行的业余比赛规则。 

 

第一章 基本规则 

第1条 对于所有奥运会比赛及预选赛，只有奥林匹克宪章中的规则适用，尤其是第26、53

条及一切运用的条文。 

第2条 在遵守国际奥委会规则的前提下，本准则被用于所有击剑比赛，无论比赛的组织由何

机构负责(国际剑联、国家击剑协会、某组织或俱乐部)。 

第3条 比赛场地的广告由组织者负责。只要不对剑手、裁判员或观众造成影响，均可得到国

际剑联的允许。 

电视转播的要求必须得到尊重。 

 

第二章 广告集体合约 

第一节 签约各方 

第4条 广告集体合约由以下几方共同签订： 

1. 赞助商：在一定条件下支持某击剑队、某击剑者团体、某俱乐部、某地区组织、某击剑

协会或某一比赛组织者的工商企业或慈善机构。 

2. 符合国际剑联或某一国家击剑协会规章，被正式承认的运动组织。 

a. 关于形象实用的合约(参见下文第11条.1)只能由国际剑联、国家奥委会或相关击剑队

所属的国家击剑协会签订(国际奥委会规则第二十六条)。 

b. 随身广告合约(参见第12条)只可由国际剑联、国家奥委会、国家击剑协会签订。 

c. 任一组织只能在其职权范围内签订广告合同。若不同的合同间出现冲突，优先顺序依

次为国际剑联、国家击剑协会。如果是奥运会的情况，国际奥委会制定的条款将优于

国家奥委会、国际剑联和国家击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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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任意体育组织，当它作为体育活动组办方时，在不违背国际剑联规则和奥林匹克章程

的情况下，可以邀请任意团体赞助这起活动。 

3. 根据以下第三章中的条款，剑手只有在取得其所属国家剑协同意的情况下，方可签订个

人广告合约，领取有关报酬。 

第二节 形式 

第5条  

1. 合约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须有合约各方的签字，且须得到有关剑手的同意。 

2. 各国剑协须就地区或俱乐部所签合约的合法性对本国奥委会和国际剑联负责，各国剑联

可以确定一定的监督程序并对合约进行审批。 

3. 在出现争议或违反规则的情况下，国际剑联可要求国家剑协做出解释，也可要求查阅合

同内容，合同的经济、财政部分除外。 

第三节 剑手情况 

第6条  

1. 不得强迫剑手在不愿意的情况下参与广告活动，即使有特别条款规定。 

2. 不得仅仅因为剑手拒绝参与一项广告活动而取消其参加选拔赛或一项体育活动的资格。 

3. 剑手可以拒绝接受由其不愿参与的广告合同出资的赞助(旅行、食宿、器械等)。 

4. 比赛期间，入选剑手不得拒绝佩戴和使用其所属剑协为本国击剑队全体队员确定的统一

装备。 

 

第三章 个人合约 

第一节 原则 

第7条 剑手在得到其所属协会明确的书面允许的情况下可与某企业或机构签订合约，该企业

或机构可以对剑手的备战提供包括财政上的帮助。 

第二节 方式 

第8条 合约只可涉及剑手形象的使用。特别是，合约不得包含任何与剑手的训练方式以及他

选择参加哪些比赛有关的条款。为取得相关的国家剑协的同意，合约中必须明确说明协会或

俱乐部的指令在任何情况总优先于签约一方的企业或机构的指令。 

 

第四章 特别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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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商标 

第9条 定义 

商标是用于识别剑手所用装备中某样物品的原产地、制造商或出售人的名字或字母缩写。 

商标一旦超出通常的或规定的大小，将成为一种广告。必须符合下文所列条款中的规定(参

见第12条)。 

第10条 位置及尺寸 

1. 剑手的所有装备可带有以下各项可见商标： 

a. 面罩：固定夹末端的商标，最大尺寸：6×5.5CM 

b. 上衣：非持剑手臂一侧上衣下端胯部的商标，最大尺寸：4.5×2CM 

c. 短裤：短裤下端一侧的商标，最大尺寸：4.5×2CM 

d. 裤子：每条裤子上的商标为4.5×2CM 

e. 鞋：每只鞋上写有商标名称，最大尺寸：4.5×2CM。 

f. 手套：不带任何商标。 

g. 剑：无任何远距离可见商标。 

2. 除了以上被允许的商标，装备物品不可带有任何可识别标记(条纹、图案、镶边等等)。 

3. 附属器材可带有下列商标： 

a. 运动服：运动服上常用的商标，象出现在该品牌本身所有产品上的图案(如：Adidas

商标中的阔条纹图案);左胸部上的尺寸最大为10×10CM的一个标记或尺寸最大为10

×4CM的名字。 

b. 剑袋：无限制 

c. 运动背包：无限制 

第二节 剑手形象的使用 

第11条  

1. 定义 

此类广告合约涉及以下各项： 

a. 利用剑手的出场 

b. 利用剑手的姓名 

c. 利用剑手的外形 

d. 利用剑手的声明 

e. 利用剑手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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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以广告为目的的其它任何对剑手形象或声誉的利用。 

2. 条例 

上述条款(上文第4、5、6条)单独执行，国际剑联章程第8.1.1及国际奥委会规则第二十六条

也同样如此。 

第三节 随身广告 

第12条  

1. 定义 

a. 随身广告是指除了生成商及经销商的商标外(参见第9条)，所有出现在剑手的装备、

器械或附属器材上的名称或标记。 

b. 超出通用或确定规格的商标(参见上文第10条)被视为广告。 

c. 禁止所有与比赛当地法律相违背的广告。 

2. 击剑服及器材 

a. 如果剑联和/或剑手与某一商业机构或其它签订合作合约，可有一个最大不超过125

平方厘米的商标贴在击剑服衣袖的上端(非持剑手臂)，长裤的左侧或袜子上。对于佩

剑，衣袖上则没有标贴。 

b. 标识数量总计不能超过4个。所有标识的总面积不可以超过500平方厘米。 

3. 运动外套及运动服 

a. 在一国国家剑协正式的运动外套可有一处广告，位于背后，两肩之间： 

b. 或为高度不超过10CM的一行字; 

c. 或为大小不超过15×15CM的一个标记。 

d. 此外，运动外套正面右侧还可贴上一个横向的标贴，标志剑联的合作伙伴或某个剑种

的合作伙伴。此标贴大小不得超过50平方厘米。 

e. 若剑手已与某一商业企业签订合作合约，则正式运动外套上可带有击剑服上相同的标

贴。 

f. 在世锦赛上，只能身着国家剑协的正式运动外套(参见第12条3.a)。 

g. 在其它赛事中(除了在A类比赛的领奖台上)，运动外套、罩衫及其它任何衣服上的广

告不限定，只须取得剑手所属国家剑协的许可。 

4. 附属器材 

剑袋和运动包上的广告不受限制。 

5. 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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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对一场比赛做电视报道时，电视台的意见在遵守以上规则的情况下具有优先权。 

b. 如果有参与条件时，组织者必须在其中指明剑手以何种方式作随身广告可被接受。 

第四节 护腿用品或不干胶贴 

第13条  

1. 原则 

a. 比赛组织者可以分发给剑手一个带号码的护腿或者不干胶贴，以便识别剑手。 

b. 剑手必须穿戴此护腿或佩戴此不干胶贴。 

c. 不干胶贴应由粗糙材料制成，以防剑尖在上面打滑。 

d. 护腿或不干胶贴可在下述条例限制的范围内带有广告。 

e. 在说明参赛条件的公函中必须明确剑手将使用护腿还是不干胶贴以及广告的内容。报

名参赛即表明剑手必须接受使用护腿或不干胶贴。 

2. 位置及尺寸 

a. 护腿必须固定在非持剑手臂一侧的大腿上，最大尺寸为20×20CM。剑手的号码至少有

10CM的高度及15CM的宽度。 

b. 不干胶贴必须固定在面罩的两侧。不干胶贴最大尺寸为宽10CM、高15CM。剑手的号码

最大不超过8CM高、8CM宽。只有花剑和重剑选手须使用正在进行的比赛的不干胶贴。 

c. 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是文字还是标记广告都必须被置于号码之下，且高度不得超过

35MM。 

d. 如果用于面罩上的不干胶贴不带号码，则必须在国际剑联的同意下才能用于广告目

的。 

 

第五章 制裁 

第一节 个人合约（第7、8条) 

第14条 在违背个人合约的相关规则的情况下，将对剑手进行停赛处分。若停赛阶段末

期，剑手再次违反规定，则该剑手将失去业余运动员资格，其参赛许可证也将被吊销。参见

国际剑联纪律规则（国际剑联章程第七章） 

第二节 不符合规定的商标(第10条.1.a-g) 

第15条 必须立即更换装备器材,受到警告，且根据条款第114、118及120条第三组规定

接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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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击剑服上的广告(第12条.2.a,第12条.2.b) 

第16条 必须立即更换装备器材,执行条款第114、118及120条第三组或第108条规定。 

第四节 不符合规定或未经允许的广告(第12条.3.a-第12条.3.e) 

第17条  

1. 必须除去有争议的物品并且接受警告。 

2. 在比赛期间若重新犯错则执行条款第114、118及120条第三组规定。 

第五节 护腿用品及不干胶贴(第13条.1&第13条.2) 

第18条  

1. 在已被按规定通知的情况下仍拒绝使用护腿或不干胶贴的剑手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及比

赛排名。 

2. 若护退用品或不干胶贴不符合规定，组织者必须将它们取消，若不取消则须向国家剑协

支付500美元的罚款。 

3. 若是一项世界杯赛事(A级比赛)，则须向国际剑联支付1500美元的罚款，并且比赛将自

动失去下一年的A级比赛资格。 

4. 若5年内重犯，罚款增加一倍，比赛将在3年内不被列于国际比赛年历中。 

第六节 形象广告（第11条) 

第19条 制裁 

1. 第一次没有按规定签订合约的违反规则的形象广告将受到国家剑协或国际剑联的警告

处分。 

2. 第一次重犯被禁赛6个月。 

3. 第二次重犯被禁赛1年。 

4. 以后每重犯一次被禁赛2年。 

第20条  

1. 过失：.被指控的剑手被指定为犯有错误。 

2. 若剑手对其在违反规则中所负责任有异议，他必须全权委托国际剑联以便进行必要的调

查，并将其对违反规则者有所行动的全部权力转交给国际剑联。 

若无此情况，则按上述第1点规定直行。 

第21条 职权及程序 

1. 国际剑联权力机构为纪律委员会-参见国际剑联纪律规则（国际剑联章程第七章）。 

2. 国际剑联将最终处罚决定通知国家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