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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里约奥运会资格系统 

国际击剑联合会 

击剑 

 

一、项目（10 个） 

 

男子项目（5个）： 男子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男子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男子佩剑个人赛 

女子项目（5个）： 女子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女子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女子花剑个人赛 

 

二、运动员参赛名额 

 

1. 击剑项目总参赛名额 

 资格赛名额 东道主名额 三方委员会外卡 共计 

男子 102 
8 

0* 
212 

女子 102 0* 

共计 204 8 0* 212 

*请参阅获得资格途径——“三方委员会外卡”。 

 

2. 各国家（地区）奥委会最大参赛名额 

 
各国家（地区）奥委会

最大参赛名额 
具体配额 

男子 8 
设团体赛的剑种每支队伍 3名运动员 

仅设个人赛的剑种 2名运动员 

女子 8 
设团体赛的剑种每支队伍 3名运动员 

仅设个人赛的剑种 2名运动员 

共计 16  

 

3. 各小项/剑种参赛名额 

个人赛 

设团体赛的剑种各剑种约有 35 名运动员参赛，不设团体赛的剑种各剑种约有 32 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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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各剑种参赛人数因东道主参赛名额使用情况而可能有所变化。 

团体赛 

团体赛各剑种有 8 至 9 支队伍参赛，其中 8 支队伍通过团体赛资格系统选拔，外加根据东

道主参赛名额使用情况可能入选的东道主队。 

 

4. 参赛名额分配 

在以下个人项目中参赛名额将分配给运动员： 

- 男子佩剑及女子花剑 = 64个参赛名额； 

- 男子花剑、男子重剑、女子重剑及女子佩剑（未通过团体赛资格系统入选的运动员）= 44

个参赛名额。 

 

在以下项目中参赛名额将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 

- 女子重剑、女子佩剑、男子花剑及男子重剑的团体队（由 3名运动员组成）= 96个参赛

名额。这些运动员也将获得相应个人赛的参赛资格； 

- 东道主 = 8个参赛名额。 

 

三、运动员资格 

 

所有运动员必须遵守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包括并不仅限于第 41 条（运动员国籍）。只有

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运动员方可参加奥运会。 

 

四、参赛资格获取途径 

 

资格赛参赛名额 

 

资格赛按照资格系统分级排列。 

 

男子/女子 

 

团体赛参赛资格：男子重剑、男子花剑、女子重剑、女子佩剑 

共计 96 个参赛名额（32 支队伍）将分配给男子重剑、男子花剑、女子重剑、女子佩剑 4

个剑种的团体赛。以上 4 个剑种各 8 支队伍每支队伍均由 3 名运动员组成，参赛资格获得

方式如下： 

参赛名额 资格赛 名额分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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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32支队伍） 

2016 年 4月 4日国际剑联官方团体排名 

该团体排名由 2015年 4月 3日至 2016年 4月 4日期间

以下赛事的团体赛积分累计而定： 

1. 世界杯团体赛 

2. 世锦赛团体赛 

3. 洲际锦标赛团体赛 

 

- 截至 2016 年 4 月 4 日，国际剑联官方团体排名前 4

名的队伍，无论来自哪个大洲，将获得参赛资格； 

 

- 截至 2016 年 4 月 4 日，国际剑联官方团体排名 5 至

16名中 4个大洲（非洲、美洲、亚洲及大洋洲、欧洲）

各自排名最高的队伍，将获得参赛资格； 

 

- 若某个大洲未能通过上述排名获得参赛资格，则该空

余名额将分配给截至 2016 年 4 月 4 日国际剑联官方团

体排名下一位的队伍，无论其来自哪个大洲。 

国家（地区）

奥委会 

 

个人赛参赛资格：男子重剑、男子花剑、女子重剑、女子佩剑 

获得团体赛参赛资格运动员将同时获得个人赛参赛资格。 

此外，共计 44 个参赛名额（每个剑种 11 个）将分配给男子重剑、男子花剑、女子重剑、

女子佩剑个人赛，这部分参赛名额将分配给尚未通过团体赛获得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参赛名额 资格赛 名额分配对象 

44 

团体赛参赛资格 

- 各剑种获得团体赛参赛资格的 24 名运动员（3 人*8

支队伍）将同时获得相应剑种个人赛参赛资格 

 

截至2016年4月4日的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AOR

排名） 

个人排名由 2015年 4月 3日至 2016年 4月 4日期间以

下赛事的个人赛积分累计而定： 

1. 大奖赛个人赛 

2. 世界杯个人赛 

3. 卫星赛 

国家（地区）

奥委会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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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锦赛个人赛 

5. 洲际锦标赛个人赛 

 

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AOR 排名）将按照如下方

式进行调整： 

- 对于设有团体赛的剑种，所有获得团体赛参赛资格的

国家（地区）奥委会，其所有运动员将从排名中删除；

其他国家（地区）奥委会仅保留其排名最靠前的 1名运

动员在排名中。 

- 对于未设团体赛的剑种，各国家（地区）奥委会排名

最靠前的 2名运动员将被保留在排名中，其他运动员将

从排名中删除。 

 

- 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靠前的7名运动员将按照

以下配额获得参赛资格，且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每

个剑种最多1名运动员： 

- 欧洲2名 

- 亚洲和大洋洲2名 

- 美洲2名 

- 非洲1名 

 

只有尚未获得团体赛参赛资格的国家（地区）奥委会的

运动员方可通过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获取参赛

资格。 

 

国际剑联大洲资格赛 

- 4名各大洲资格赛排名最高的运动员将获得参赛资格，

且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每个剑种最多1名运动员： 

- 欧洲1人 

- 亚洲和大洋洲1人 

- 美洲1人 

- 非洲1人 

 

只有那些既未获得团体赛参赛资格也未通过国际剑联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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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个人调整排名获得参赛资格的国家（地区）奥委会

方可派运动员参加大洲资格赛，且每个国家（地区）奥

委会每个剑种最多 1 名运动员。 

 

在任何情况下，每剑种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入选运

动员不得超过3人。 

 

个人赛参赛资格：男子佩剑、女子花剑 

共计 64个参赛名额将分配给男子佩剑个人和女子花剑个人赛，每个剑种 32 个名额。 

参赛名额 资格赛 名额分配对象 

64 

截至 2016 年 4月 4日的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 

－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最靠前的14名运动员将

获得参赛资格。 

 

截至 2016 年 4月 4日的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 

（分大洲） 

－8 名各大洲在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中靠前的运

动员（欧洲、亚洲及大洋洲、美洲、非洲各 2 名）将获

得参赛资格，且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每个剑种最多

1名运动员。 

 

在任何情况下，通过以上两种途径，每剑种每个国家（地

区）奥委会入选运动员不得超过 2人。 

 

国际剑联大洲资格赛 

－10名各大洲资格赛排名最高的运动员将获得参赛资

格，且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每个剑种最多1名运动

员： 

- 欧洲4人 

- 亚洲和大洋洲3人 

- 美洲2人 

- 非洲1人 

 

只有那些未通过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无论是否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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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洲）获得参赛资格的国家（地区）奥委会方可派运

动员参加大洲资格赛，且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每个

剑种最多 1名运动员。 

 

东道主名额 

东道主可通过上述资格赛途径获取参赛资格。但无论东道主是否能够通过上述途径获得参

赛资格，东道主将至少获得 8 个参赛名额，并由其在各小项间自由分配使用。东道主参赛

名额分配同样须符合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最大参赛名额限制。 

 

东道主须于 2016年 6月 6日前将参赛名额使用方式报国际剑联。 

 

三方委员会外卡 

国际奥委会将于 2015年 10月 15日邀请符合条件的国家（地区）奥委会提出三方委员会外

开申请，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6年 1月 15日。 

 

在击剑项目中，三方委员会外卡不作为运动员参赛名额直接分配。三方委员会外卡只在东

道主名额未被使用的情况下，按照第六条“未使用的东道主名额的再分配”说明的方式，

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 

 

三方委员会将在相应项目资格赛周期结束后，将外卡分配结果书面通知相关国家（地区）

奥委会。 

 

关于三方委员会外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2016里约奥运会——三方委员会外卡——分配程

序及规则”。 

 

五、参赛名额确认程序 

 

国际剑联将于 2016年 5月 9日将通过国际剑联排名和大洲资格赛获得团体及个人参赛资格

的队伍名称及运动员姓名通知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及会员协会。国家（地区）奥委会须

最晚于 2016年 6月 6日午夜前（格林威治时间+1）回复国际剑联，确认使用团体及个人参

赛名额。国际剑联将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开始对未得到确认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参赛名

额进行再分配。 

 

六、未使用名额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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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的资格赛名额的再分配 

未于 2016年 6月 6日前获得国家（地区）奥委会确认，或被国家（地区）奥委会放弃的参

赛名额，将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再分配： 

 

- 如果是运动员通过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获得的参赛名额，则该名额将被再分配给

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中下一位的运动员。 

- 如果是运动员通过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分大洲）获得的参赛名额，则该名额将

被再分配给国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中下一位来自同一大洲的运动员。 

- 如果是运动员通过大洲资格赛获得的参赛名额，则该名额将被再分配给同一大洲资格赛

中排名下一位的运动员。 

- 如果是队伍通过国际剑联官方团体排名（不分大洲）获得的参赛名额，则该名额将被再

分配给国际剑联官方团体排名中下一位的队伍。 

- 如果是队伍通过国际剑联官方团体排名（分大洲）获得的参赛名额，则该名额将被再分

配给国际剑联官方团体排名中下一位来自同一大洲的队伍。 

 

未使用的东道主名额的再分配 

东道主未使用的参赛名额将由三方委员会进行再分配。 

 

若三方委员会无法对这部分名额进行再分配，该名额将被分配给截至 2016 年 4月 4日的国

际剑联官方个人调整排名所有个人积分排名中积分最高的运动员。 

 

七、关于 P 类替补运动员的基本原则 

 

P 类替补运动员 

P 类替补运动员是非参赛运动员，不计入第二条所述的运动员参赛名额之内。更多关于 P

类替补运动员的信息可参阅“奥运会证件——用户指南”。只有符合“国际奥委会/2016年

里约奥运会运动员替换政策”说明的条件，P类运动员方可参赛。 

 

运动员资格： 

P 类运动员须与参赛运动员同样遵守第三条“运动员资格”中所述规则。 

 

名额： 

每支获得团体赛参赛资格的队伍可拥有一名 P类替补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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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格系统时间表 

 

时间 进程 

2015年 4月 3日至 2016 年 4月 4日 国际剑联官方排名资格赛周期 

2016年 1月 15日 
国家（地区）奥委会申请三方委员会外卡的截

止期限 

2016年 4月 4日 国际剑联官方排名结束动态调整 

2016年 4月 15至 24日 大洲资格赛 

2016年 5月 9日 
国际剑联将大洲资格赛结果及名额分配情况

通知国家（地区）奥委会 

2016年 6月 6日 
国家（地区）奥委会向国际剑联确认名额使用

的截止期限 

各项目资格赛结束 
三方委员会向国家（地区）奥委会书面确认三

方委员会外卡分配情况 

2016年 6月 12日 
国际剑联对未得到国家（地区）奥委会确认的

参赛名额进行再分配 

2016年 7月 18日 2016年里约奥运会体育报名的截止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