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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摔跤(Wrestling)同其他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应遵守其限定行

为规范的规则。摔跤的目的是摔倒对方，使其双肩着地或以比

分战胜对手。 

古 典 式 摔 跤 (Greco-Roman Wrestling) 和 自 由 式 摔 跤

(Freestyle Wrestling)的基本区别在于： 

——古典式摔跤：禁止抱握对手腰以下部位、做绊腿 

动作以及主动用腿使用动作。 

——自由式摔跤：允许抱握对手的大腿、做绊腿动作，允

许积极地用腿使用动作。 

双腋下握颈，禁止在女子摔跤(Womens Wrestling)中使用。 

沙滩摔跤,古希腊式搏击,腰带式摔跤和传统摔跤都采用特殊

规则。 

以下公布的规则，已经多次修改，并将不断修订。比赛规

则应该为所有运动员 (Wrestler)、教练员 (Coach)、裁判员

(Referee)和领队(Team Leader)理解并接受。要求上述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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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实、公平的原则从事摔跤项目，通过展现全面、非凡的摔

跤技能来提高比赛的观赏性。 

 

 

 

 

 

 

 

 

 

 

 

 

 

 

 

 

 

 

 

 

 

 

 

 

 

 

 

 

 

 

 
 

 

注：此规则中文版解释权归中国摔跤协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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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第一条  宗旨 

依照国际摔跤联合会的规定，任何有关财务制度、纪律制

度、国际比赛举办总则、所有特殊规定以及摔跤国际竞赛规则

的条例需要满足以下特定目标： 

—— 解释和说明组织比赛应具备的实际和技术条件； 

—— 规定比赛形式、优胜标准、项目分类、违规条例、淘

汰办法等; 

—— 规定摔跤动作的得分标准； 

—— 列举各种情况及禁止事项； 

—— 明确裁判组的技术职能。 

本规则在实际应用和研究时的有效性将根据具体执行情况

而调整，并构成国际式摔跤不同跤种的规则框架。 

第二条  解释权 

在对本规则中任何一款条文的解释出现争议时，解释权归

国际摔联执委会独家所有。规则最终解释以法文版为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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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性他为主语，以便表述简洁。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国际摔联负责的奥运会(Olympic Games)、锦

标 赛 (Championships) 以 及 所 有 国 际 比 赛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在国际邀请赛中，经国际摔联和所有参赛队同意，可采用

有别于本规则的竞赛办法。 

 

 

第一章    具体规定 
 

 

第四条  摔跤垫 

奥运会、锦标赛、杯赛中必须使用国际摔联认可的摔跤垫，

垫上有 9 米直径的圆圈，圈外由同样厚度的 1.5 米宽的边缘区所

包围。在其他国际赛事中，不要求摔跤垫为崭新的，但必须获

得官方认可。 

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上，热身和训练场地也必须使用国际

摔联认可的、与比赛垫子同等质量的摔跤垫。 

沿 9 米圈内有 1 米宽的橙色区（域），该区域也是比赛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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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下列几个部分构成摔跤垫子的不同区域： 

 

中央的圆圈为摔跤垫子中心(Center)（直径 1 米）,橙色区

以内为中心比赛区（直径 7 米),橙色区域（宽 1 米）,保护区

（宽 1.5 米）。 

奥运会,世界和洲际锦标赛,比赛垫子应安装在 0.5-1.1 米之

间的平台上。如果摔跤垫铺在一个台子上,保护边缘不足 2 米时,

这时在比赛台四周就应覆盖 45 度的斜板。任何情况下,保护区的

颜色应该区别于比赛垫子的颜色。在靠近垫子附近的木地板上

要铺上结实固定的软覆盖物。 

为防止传染病的发生，每单元比赛前必须对摔跤垫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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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和消毒。如摔跤垫表面覆盖有平滑、整齐、无腐蚀性盖单，

则必须对盖单也进行同样的清洗和消毒。 

中心圈必须画在垫子中央，直径为 1 米；中心圈边线的宽

度为 10 厘米。 

摔跤垫子同一侧两角区域的颜色应用红、蓝两色分别标明。

为保证比赛正常进行，摔跤垫子应放置在四周宽阔无障碍的地方。 

第五条  摔跤服 

每天比赛时，运动员的胡须，必须刮剃干净或蓄留数月。 

（一）比赛服 

运动员必须穿着国际摔联认可的红色或蓝色连体摔跤服上

场比赛。严禁出现摔跤服上红蓝色混杂的情况。服装要求： 

—— 胸前印有所代表国家/地区的徽记； 

—— 背后印有最大尺寸为 10 厘米×10 厘米的国家/地区名

称缩写，在缩写上方或成半圆形排列出参赛选手姓氏的拉丁文

拼写（4-7 厘米）； 

——允许使用无金属部件的薄形护膝； 

——运动员比赛时必须携带一块手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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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装上的广告 

除采用国际奥委会章程的奥运会比赛外，运动员可以穿着

印有一个或多个赞助商名字的摔跤服，赞助商的名字还可出现

在运动员所穿浴袍的背部或衣袖部位。赞助商的字母和标记高

度不能超过 6 厘米。 

（三）护耳 

运动员佩带的护耳必须经过国际摔联批准，不得含有金属

配件或硬质外壳。裁判员可要求头发过长的运动员佩戴护耳。 

（四）鞋 

运动员必须穿紧固踝关节的摔跤鞋；禁止使用有鞋跟、鞋

钉、鞋扣及金属材料的摔跤鞋；摔跤鞋可以没有鞋带；有鞋带

的摔跤鞋需用胶带或类似物包裹起来，避免鞋带在比赛中松散；

每位参赛运动员应自备胶带并保证在出场之前将鞋带固定好。 

（五）禁止情况 

在称量体重时，裁判员必须确保每位运动员符合本条款中

的所有规定，并告诫运动员，如不符合要求不得参加比赛；如

运动员上场时仍未达到要求，裁判组允许其有 1 分钟的更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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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1 分钟后仍不符合要求者，按弃权论处。 

下列情况禁止发生： 

1. 佩戴其它国家徽章或缩写; 

2. 身上涂抹油脂或粘胶物；  

3. 第 1 局或第 2 局比赛开始时，身上有汗； 

4. 运动员在腰部、手臂或脚踝部缠绕绷带，除非有伤并得

到医生允许，绷带材质必须是弹力织品； 

5. 佩戴可能伤及对手的物品，如：戒指、手镯、假体等； 

6. 女选手穿着带有钢圈的胸衣。 

第六条  运动员证书 

根据章程规定，所有参加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

洲际锦标赛、洲际杯赛、洲际运动会、地区运动会、世界和洲

际联赛的男、女少年、青年和成年运动员都必须持有国际摔联

的运动员证书。 

老将运动员在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国际比赛时也必须持有运

动员证书。 

在国际比赛发生意外时,该证书可作为参赛运动员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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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险使用。 

证书只限当年使用,每年必须更新，证书购买申请需至少在

比赛前两个月向 UWW 提出。 

第七条  年龄,体重及比赛级别 

（一）年龄组别： 

各年龄组别如下： 

儿童(School Boys)组：14-15 岁（有医务及监护人证明的

可下至 13 岁） 

少年(Cadets)组：16-17 岁（有医务及监护人证明的可下至

15 岁） 

青年(Junior)组：18-20 岁（有医务及监护人证明的可下至

17 岁） 

U23 组：19-23 岁（有医务及监护人证明的可下至 18 岁） 

成年(Senior)组：20 岁及 20 岁以上 

老将（Veteran）组：35 岁以上 

青年组运动员允许参加成年组的比赛，但 18 岁的运动员必

须提交医务证明及监护人允许参加成年组比赛的授权书。1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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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员不允许参加成年组比赛。 

所有类型的锦标赛和比赛，在注册报到时必须核对运动员

的年龄。 

U23 年龄段的锦标赛，使用成年规则。 

由各国协会主席签发的运动员年龄证明应按国际摔联规定

的格式用各会员协会信签书写。 

运动员只能代表其护照上显示的国家参加比赛，如果国际

摔联确认运动员身份证明为伪证，将对有关协会、运动员本人

及签署证明的人根据规定予以处罚。 

如果运动员想代表其他国家参加比赛，他们必须履行国际

摔联关于变更国籍的相关规定。每个运动员只有一次机会改变

国籍。此后，他们将无法代表他们原来的国家或另一个国家参

加比赛。 

运动员的参赛，即意味着自愿同意国际摔联为推广本次比

赛或以后的比赛而使用其比赛中的摄像或摄影图像；如某运动

员不同意上述条件，应在报名时明确其要求，因此，本人也将

可能被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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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重级别： 

国际比赛成人组级别： 

——男子自由式摔跤：57、61、65、70、74、86、97、

125 

——男子古典式摔跤: 59、66、71、75、80、85、98、

130 

—— 女子自由式摔跤: 48、53、55、58、60、63、69、75 

奥运会及奥运会预选赛参赛级别： 

——男子自由式摔跤: 57、65、74、86、97、125 

——男子古典式摔跤: 59、66、75、85、98、130 

——女子自由式摔跤: 48、53、58、63、69、75 

青少年男子组古典式和自由式级别： 

儿童组：        少年组：       青年组：  

29-32KG         39-42KG        46-50KG 

35KG            46KG           55KG 

38KG            50KG           60KG         

42KG            54KG           6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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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KG            58KG           74KG  

53KG            63KG           84KG    

59KG            69KG           96KG   

66KG            76KG           96-120KG 

73KG            85KG 

73-85KG         85-100KG 

青少年女子自由式级别： 

儿童组：         少年组：       青年组： 

28-30KG         36-38KG        40-44KG              

32KG            40KG           48KG                  

34KG            43KG           51KG                   

37KG            46KG           55KG                   

40KG            49KG           63KG                    

44KG            52KG           67KG                           

48KG            56KG           67KG                    

52KG            60KG           67-72KG 

57KG            6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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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2KG         65-70KG 

每个运动员可以在称量体重时自由选择适合自己体重的级

别，但只允许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即与正式称量体重时相对

应的体重级别。 

成年组比赛中，运动员可以选择参加高于其体重级别一个

级别的比赛，重量（heavy weight）级除外，参加该级别称重时，

男子自由式运动员体重须超过 97KG，男子古典式运动员体重须

超过 98KG，女子自由式运动员体重须超过 69KG。 

（三）比赛： 

各年龄组可参加的国际比赛类别如下： 

1.儿童组（14-15 岁）：双边和地区的国际比赛 

2.少年组（16-17 岁）： 

（1）国际比赛 

（2）每年的洲际锦标赛 

（3）每年的世界锦标赛 

3. 青年组（18-20 岁） 

（1）国际比赛 



18 

（2）每年的洲际锦标赛 

（3）每年的世界锦标赛 

4. U23 组（19-23 岁）：每年洲际锦标赛 

5．成年组（20 岁及以上） 

（1）国际比赛 

（2）每年的洲际锦标赛 

（3）每年的洲际杯赛 

（4）每年的世界锦标赛 

（5）每年的世界杯(World Cup)赛 

（6）每年的黄金大奖赛（Grand Prix） 

（7）挑战赛 

（8）国际大奖赛 

（9）超级明星赛 

(10)每四年的奥运会 

6. 老将组（35 岁及以上） 

比赛的组织将根据每年的日程设定特别的比赛级别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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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比赛安排 
 

 

第八条   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复活制，按下列方式进行： 

1. 资格赛 

淘汰赛时运动员人数必须是理想数字，即 2 的 N 次方，如

4、8、16、32、64 等。如某个级别的人数不是 2 的 N 次方，则

先要进行资格赛。 

2. 淘汰赛 

运动员的编排，是依据称量体重时随机抽签的号码进行排

列的。所有负于冠亚军决赛选手的运动员将配对进行复活赛。

比赛分 A、B 两组进行;一组是负于 A 组第一名的运动员,另一组

是负于 B 组第一名的运动员。复活赛由第一轮比赛（包括寻找

编号为理想数字的运动员）至半决赛中负于参加冠亚军决赛的

两名运动员以单败淘汰方式分组进行，两组中最后一场比赛的

胜者分别获得一枚铜牌。 

每个级别的比赛 1 天内结束，称量体重在比赛前 1 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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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将以下列方式进行： 

——资格赛(Qualification Rounds) 

——淘汰赛(Elimination Rounds) 

——复活赛(Repechage Rounds) 

——决赛(Finals) 

如某个级别运动员人数不足 6 人时，比赛将采用单循环赛

制（Nordic Round）。 

单败淘汰复活赛制(Direct Elimination with Repechage)范例 

例：某级别 22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随机抽签编号。 

（1）资格赛：为获得运动员的理想比赛人数（16 人），首

先进行资格赛，淘汰 6 人。参加资格赛的是 11—22 号的运动员。

根据编排办法,比赛将按下面的方式进行:  

— 11 号对 12 号,  

— 13 号对 14 号， 

— 15 号对 16 号， 

— 17 号对 18 号，  

— 19 号对 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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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号对 22 号。 

六场比赛的获胜方(Winner)，将参加后面的单败淘汰赛。 

（2）淘汰赛：通过资格赛我们获得了理想的 16 名比赛运

动员，分别是签号为 1-10 号的运动员和资格赛获胜的 6 名运动

员。假设为 12、13、15、17、19 和 22 号。根据编排办法，第

一轮淘汰赛将按下列方式进行： 

— 1 号对 2 号， 

— 3 号对 4 号，  

— 5 号对 6 号， 

— 7 号对 8 号， 

— 9 号对 10 号， 

— 12 号对 13 号， 

— 15 号对 17 号， 

— 19 号对 22 号。 

（3）复活赛：正如前面所说，比赛中所有负于参加冠亚军

决赛的运动员将进行复活赛。 

负于参加决赛的 5 号运动员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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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第一轮的负者 Loser）, 

7 号（第二轮的负者）, 

3 号（第三轮的负者）。 

负于参加决赛的 15 号运动员分别是: 

16 号（资格赛的负者）, 

17 号（第一轮的负者）, 

19 号（第二轮的负者）, 

12 号（第三轮的负者）。 

复活赛将按以下方式进行： 

第一场比赛：6 号（第一轮的负者）对 7 号（第二轮的负者） 

第二场比赛：第一场的胜者（6 号）对 3 号（第三轮的负者） 

6 号运动员是负于参加决赛的 5 号运动员复活赛中的获胜方。 

同样办法也适用于负于 15 号决赛的运动员。 

第一场比赛：16 号(资格赛的负者)对 17 号（第一轮的负者） 

第二场比赛：第一场的胜者(16 号)对 19 号（第二轮的负者） 

第三场比赛：第二场的胜者(16 号)对 12 号（第三轮的负者） 

16 号运动员是负于参加决赛的 15 号运动员复活赛中的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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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上述两名复活赛的获胜选手(6号和16号)分别获得一枚铜牌。 

3. 名次排列的标准 

(1)每个级别 5-7 名的运动员，按以下标准排列名次： 

两场争夺铜牌的运动员的负者，并列第 5 名。 

(2)7 名以后的运动员名次排列，由名次分以及退出、伤弃

或取消比赛资格等标准决定；如名次分相同，则按以下标准排

列名次： 

——双肩(Fall)数量多者名次列前； 

——技术优势(Technical Superiority)获胜场次（match）数

量多者名次列前； 

——所有比赛中获得技术分(Technical Point)总分高者名次

列前； 

——所有比赛中技术分失分少者名次列前； 

如果上述标准不能确定名次,他们将按公平合理的原则被排

定名次。 

复活赛中运动员的名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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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他们在所有比赛中(包括资格赛、淘汰赛和复活赛)获

得的名次分的总和决定。 

注：因使用犯规动作、粗鲁和不公平竞赛行为而被取消比

赛资格的运动员不排列名次。复活赛中继续比赛的运动员将直

接与后面的运动员进行比赛。如运动员无故未能出场比赛，其

对手将自动获得该场比赛的胜利,该运动员被淘汰,且不被排名。 

4. 单循环赛制排名标准: 

在单循环赛制中，获胜的名次分有四种: 

——双肩着地； 

——点名未到； 

——退出比赛； 

——取消资格。 

在单循环比赛中,不论名次分是多少, 获胜场次多的运动员将

最终夺冠。 

如果两名运动员得分相同,将参照他们之间的比赛结果,获胜

方排名在前。 

如果两名以上运动员得分相同,将按下列标准进行淘汰,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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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两名运动员: 

——双肩(Fall)数量少者； 

——技术优势获胜场次（match）数量少者； 

——所有比赛中获得技术分(Technical Point)总分低者； 

——所有比赛中技术分失分多者。 

第九条  竞赛安排 

奥运会比赛 8 天在 3 块垫子上进行。 

成 年 (Senior) 和 青 年 (Junior) 世 界 锦 标 赛 (World 

Championships)的比赛 3 个跤种（自由式、古典式、女子摔跤）

分 7 天及 6 天在 3 块垫子进行。经国际摔联同意，比赛时可根

据报名运动员人数酌情增加或减少一块摔跤垫。 

原则上，在所有类型的比赛中，每单元比赛不得超过 3 个

小时。 

争夺冠亚军的比赛必须在同一块摔跤垫上进行。争夺第三

名的比赛可在两块垫子上进行。 

第十条  颁奖仪式 

每级别前四名的运动员参加颁奖仪式，并根据所获成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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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奖牌(Medal)和证书(Diploma)：  

第 1 名  金牌(Gold Medal) 

第 2 名  银牌(Silver Medal) 

第 3 名  铜牌 Bronze Medal)（两个） 

第 5 名（两个）至第 10 名的运动员获得证书 

世界锦标赛冠军，将授予世界锦标赛腰带（见荣誉称号及

奖励规则）。 

单循环赛制。每个级别仅产生一枚铜牌。为使决赛阶段流

畅进行，按以下顺序组织： 

级别 1：铜牌决赛，冠军决赛 

级别 2：铜牌决赛，冠军决赛 

级别 1：颁奖仪式 

级别 3：铜牌决赛，冠军决赛 

级别 2：颁奖仪式 

级别 3：颁奖仪式 

 

 

第三章    比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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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称重 

最终报名表须于称量体重的当天中午 12 点之前报组委会，

由参赛队的领队交大会组委会；此后不再受理任何有关名单变

动事宜。 

注：各级别的体重称量，应于本级别比赛开始前一天进行，

时间持续 30 分钟（运动员称重后的 30 分钟内，可以多次称量）。 

如运动员未通过医务检查，则不得称量体重。医务检查必

须安排在称量体重之前 1 小时进行，且至少间隔 15 分钟。所有

参加称量体重的运动员在称量体重时必须出示其注册卡、参赛

证。 

被指定进行医务检查的医生，有权取消有传染病嫌疑的运

动员的参赛资格；经医务检查后，运动员只穿摔跤服参加称量

体重，其重量含于体重之内。 

参加称量体重的运动员身体状况必须良好，指甲应剪短。 

整个称量体重期间，每个运动员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按顺序

多次称量体重。 

负责称量体重的裁判员必须严格检查参加称量体重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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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运动员体重是否符合参赛级别，是否符合竞赛规则条款第五

条中的所有规定——对参赛运动员服装的要求，并应告诉运动

员穿着不合规定服装上场可能带来的风险；裁判员将拒绝任何

在服装要求上违背规则第五条的运动员参加称量体重。 

第十二条  抽签 

依据运动员赛前称量体重时所抽的签号，编排参赛队员的

每一轮比赛。抽签必须公开。在所有国际摔联登记的国际比赛

中，称量体重和抽签将采用国际摔联指定的竞赛管理系统。如

果无法使用该系统,那么与通过医务检查运动员人数相一致的号

码球就必须封在罐子、袋子或者其它同类物体中，用以抽签。

如果采用不同的抽签办法，该办法必须是清晰透明的。 

运动员称量体重，离开磅称时自己抽取签号，并以此为基

础编排配对。运动员所抽的签号必须立即记录在公告板上，同

时记录在出场顺序表和称量体重记录表上。 

注意：当负责称量体重和抽签的官员发现称量体重的抽签

过程与上述程序有误时；该级别所抽的签号作废；经过技术代

表同意后，抽签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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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负责填写运动员所抽签号，并签署姓名和日期，防

止发生争议。 

第十三条  排序 

如果有一名或多名运动员未参加称量体重或者超重，称量

体重结束后，依据从小号到大号的原则重新排列运动员的序号。 

第十四条  编排 

依据运动员所抽的签号进行分组配对。 

应制定，正确的比赛程序、竞赛时间表等与竞赛相关的说

明文件。 

运动员每一轮的配对及比赛结果均应登记在成绩公告栏内。

成绩公告应随时能够被运动员查阅。 

第十五条  比赛的淘汰 

除在比赛中负于 2 名决赛运动员而参加争夺 3-5 名复活赛

(Repechage)的运动员外，其他比赛中的负方将被淘汰，其最终

名次将根据所获名次分(Classification Point)排列； 

通过称量体重的运动员，如在点名时未出场参加比赛，并

且没有医务证明或医务证明未提交给大会秘书处的，则取消其

比赛资格，且不予排列名次；判其对手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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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际摔联的医务代表能够证明运动员因为政治原因而

假装受伤不参加比赛，那么这个运动员将被取消参赛资格，且

不予排列名次； 

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明显违背国际摔联公平竞赛精神，有

明显的欺诈行为、犯有严重的错误或有野蛮的行径，经裁判组

讨论一致同意后，立即取消其比赛资格，且不予排名； 

如两名运动员因故意打人等野蛮行为在同一场比赛中同时

被取消比赛资格并不予排名，则随后轮次将与他们进行比赛的

运动员自动获得比赛胜利；剩余轮次的比赛编排不变； 

如果取消比赛资格发生在决赛期间，排名靠后的运动员名

次递增。 

如果决赛双方都被取消资格，那么在两个铜牌获得者之间

就必须决出第一名和第二名，后面的其他运动员排名将自动上

升，两个获得第五名的选手将变成第三名。 

如果某一运动员被取消整个比赛的参赛资格，后续的所有

比赛将被视为弃赛，将名列该级别最后一名或不予排名。 

兴奋剂违规后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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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如果确实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被取消参赛资格后将

不予排名。如第一名或第二名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被取消比赛

资格，获得铜牌运动员中输给服用兴奋剂的将获得第二名，同

一组里铜牌决赛的负方将获得铜牌，且只有一个第五名；其他

运动员名次的递补根据排名办法进行。 

 

 

第四章    裁 判 组 
 

 

第十六条  组成  

在所有竞赛中，每场比赛的执行裁判组由下列人员构成： 

—— 1 名执行裁判长(Mat Chairman) 

—— 1 名场上裁判员(Referee) 

—— 1 名侧面裁判员(Judge) 

根据国际摔联裁判组规定选派或指定上述三名裁判员。除

医生证实患有重病外，禁止在一场比赛中间更换裁判员。任何

情况下，不允许一场比赛的执行裁判组中有 2 名同一国籍的裁

判员。严格禁止裁判员执裁本国运动员的比赛。 

裁判组所做的决定将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双肩着地



32 

的情况下必须要经执行裁判长认可。裁判组做判定时不可将录

像作为依据（除非在有申诉的情况下）。 

仲裁小组 

仲裁小组应由裁判专家组成，他们的职责就是确保所有大

赛严格按照国际摔跤竞赛规则执行，如：奥运会，世界和洲际

锦标赛，世界杯，黄金大奖赛和特定的比赛。 

第十七条  总体职能 

（一）裁判组应履行规程所规定的关于组织摔跤竞赛的所

有职能，以及组织特定比赛的一些特殊规定。 

（二）每一场比赛中，执行裁判组均应非常仔细地评判运

动员所做的动作，以使临场记录表(Score Sheet)上显示的分值

能准确地反映场上的比赛情况和结果。 

（三）执行裁判长、场上裁判员及侧面裁判员应独立地评

判运动员所做的动作(Hold)并做出最终判罚。场上裁判员、侧面

裁判员必须在执行裁判长的指导下协同工作，而执行裁判长则

负责协调执行裁判组的工作。 

（四）执行裁判组有责任根据规则规定行使判分和实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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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等职能。 

（五）执行裁判长和侧面裁判员使用的场上记录表将全面

地记录双方运动员使用动作所获得的分数；所有记录的动作分

值(Point)、受到的警告都必须与比赛每一阶段相符合，做到最大

程度的准确；执行裁判长和侧面裁判员必须在各自的记录表上

签名。 

（六）如果比赛没有出现双肩着地(Fall)胜利，则通过执行

裁判长和侧面裁判员临场记录表上所记录的双方运动员，从比

赛开始到结束所做动作的分值，来决定该场比赛的胜负。 

（七）在做出判罚后，侧面裁判员判的所有分数应立即通

过示分牌或电子显示器公之于众。 

（八）比赛进行期间，执行裁判组成员必须依据各自的工

作角色，用国际摔联规定的基本词汇中的术语指导比赛；裁判

组除讨论问题时需表达各自的观点外，比赛进行期间禁止同任

何人交谈。 

（九）当教练员和运动员提出申诉时，仲裁小组必须观看

大屏回放，独自做出判罚决定，且不与执行裁判组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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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裁判的服装 

裁判组（包括讲师、场裁、侧裁、执行裁判长和仲裁）必

须穿着 UWW 批准的裁判服： 

—— 必须穿着绣有国际摔联标志的黑色短袖； 

—— 系有黑色皮带的灰色裤子（裤脚不能卷曲）； 

—— 黑色袜子； 

—— 黑色的比赛专用软底皮鞋。 

裁判员不允许穿着印有其他赞助商名称或标志的服装，但

外套号码牌上允许出现国际摔联赞助商名称。 

第十九条  场上裁判员 

（一）场上裁判员必须根据规则的规定在摔跤垫上执裁比赛。 

（二）他必须受到运动员的尊重并对他们拥有绝对权威，

使运动员在场上能立即执行他的要求和指示；他在执裁比赛时，

不允许场外有任何不规范的和不合时宜的干涉。 

（三）工作中他应与侧面裁判员密切配合，履行督导比赛

的职责并使比赛免受外界的干扰或冲击；通过哨声开始、暂停

和结束比赛。 

（四）运动员出界后，场上裁判员在征得侧面裁判员或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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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裁判长同意后，命令其回到场地中央，或使比赛以站立

(Standing Position)或跪撑(Par Terre)状态继续进行。 

（五）场上裁判员应左手(Left Arm)佩戴红(Red)色袖套，右

手(Right Arm)佩戴蓝(Blue)色袖套；运动员使用动作后，场上裁

判员应用手指表示动作的分值（如：动作有效、在界内使用动

作、运动员被对手压在危险状态(Danger Position)，等等），蓝

方运动员得分就举起右手，红方运动员得分就举起左手。 

（六）下列情况下，场上裁判员应毫不犹豫做出决断： 

1. 在恰当、正确的时间暂停比赛，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 

2. 示意场地边界使用的动作是否有效； 

3. 在征得侧面裁判员意见时，如侧面裁判员无法确定，应

至少征得执行裁判长同意后，示意并宣布双肩着地胜利

（TOUCHE 或 FALL）；为了准确地判断运动员是否被压至双肩

着地，场上裁判员应自己默念“TOUCHE”（FALL），然后举手示

意侧面裁判员和执行裁判长，在至少征得执行裁判长同意的情

况下，用手拍击垫子并吹哨停止比赛。  

（七）场上裁判员必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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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赛暂停后运动员回到场地中央（他们的双脚在中心圈

内）时，场上裁判员应迅速而明确告知运动员，比赛是从站立

状态还是从跪撑状态开始；  

2. 不要站得离运动员太近，否则会妨碍侧面裁判员及执行

裁判长的视线，尤其在可能出现双肩着地的时候； 

3. 比赛中，不允许运动员借擦汗、擤鼻涕或假装受伤等机

会进行休息；如出现类似情况，场裁必须马上中止比赛： 

—— 自由式摔跤中，给违规运动员 1 个警告（O），对手得

1 分； 

—— 古典式摔跤中，给违规运动员 1 个警告（O），对手得

2 分； 

4. 应在场地上不时地变换位置，从垫子的一边到另一边，

或在垫子上转圈；在运动员可能出现双肩着地时，为更好地观

察动作，场上裁判员应立即平趴在垫子上； 

5. 为在不暂停比赛的情况下刺激消极运动员，场上裁判员

应站在能阻止运动员逃离垫子的位置上； 

6. 在运动员过于接近边界时应准备随时吹哨中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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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危险状态时不中断比赛，除非运动员使用犯规动作。 

（八）场上裁判员还应注意： 

1. 古典式摔跤比赛时应特别注意运动员的腿部动作； 

2. 在比赛结束宣布结果前，要求运动员在比赛场地内； 

3. 必要时，对执行裁判长对面边线区域内出现的任何情况，

应首先征求侧面裁判员的意见； 

4. 在征得执行裁判长同意后宣布比赛的获胜者。 

（九）场上裁判员必须制裁有违反规则或野蛮行为的运动员。 

（十）当双方的得分，古典式相差 8 分，自由式相差 10 分

时，场上裁判员在执行裁判长示意后必须中止比赛，宣布技术

优势胜利，但暂停比赛前必须等待场上进攻(Attack)或反攻动作

(Counter Attack)结束。 

第二十条  侧面裁判员 

（一）侧面裁判员应履行规则规定的所有职责。 

（二）侧面裁判员必须集中精力观察比赛全部过程，不允

许分散注意力；对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应判出分数，在征得场

上裁判员或执行裁判长的同意后，将分数填写在场上记录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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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表明自己的意见。 

（三）每个动作结束后，侧面裁判员根据场上裁判员的判

分（与自己判的分数相比较），或在出现异议时根据执行裁判长

的判分，将确定下的分数记录下来，并将结果输入显示牌

（Scoreboard）内；显示牌应让观众（Spectator）和运动员均

能看到。 

（四）侧面裁判员应向场上裁判员证实或指出运动员出现

了双肩着地（TOUCHE）。 

（五）在比赛中，如果侧面裁判员看到场上裁判员没有看

到或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如：双肩着地、犯规动作、消极状态

等）并认为有必要提醒场上裁判员注意时，即使场上裁判员没

有征求他的意见，也应举起与有问题运动员跤衣颜色相同的牌

子。在任何情况下，侧面裁判员必须提醒场上裁判员注意比赛

过程中或运动员所做的动作中出现的不正常或不规范的行为或

动作。 

（六）侧面裁判员须在比赛结束后将该场比赛结果清楚地

填写在场记表上，同时划掉负方运动员并填写获胜运动员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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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及国籍，并签名。 

（七）当宣布技术优势胜利，出现申诉或争议时，侧面裁

判员和场上裁判员需先征求执行裁判长同意；除此之外，当侧

面裁判员与场上裁判员意见一致时所做出的决定即为有效的并

应立即执行。 

（八）比赛以双肩着地、技术优势胜利、弃权(Withdraw)等

情况下结束时，侧面裁判员应在场记表上准确记录比赛结束的

时间。 

（九）为了能够较容易观察比赛，尤其是出现复杂动作时，

侧面裁判员可以离开座位，但只能沿着自己同侧的垫子边走动。 

（十）侧面裁判员应在运动员比赛最后的致胜动作获得的

分数下面划一横线； 

（十一）在运动员逃出界外(Fleeing the Mat)、使用犯规动

作(Illegal Hold)、野蛮动作等受到警告时，侧面裁判员应在场上

记录表中受警告运动员一栏内记录一个“O”符号。 

（十二）判罚消极和“30 秒强制进攻”时，应在相应运动员

计分表格内填写“P”。 



40 

第二十一条  执行裁判长 

（一）执行裁判长的作用非常重要，应履行规则中规定的

一切职责。 

（二）他应协调场上裁判员和侧面裁判员的工作。 

（三）他应细心观察比赛的整个过程，不允许有任何走神

现象，并且根据规则评判执行裁判组其他成员的工作行为。 

（四）在场上裁判员及侧面裁判员的判罚出现分歧时，他

的职责是通过解决分歧来决定比赛的结果、动作的分值或是否

双肩着地。 

（五）任何情况下执行裁判长都不要先表态，应等侧面裁

判员、场上裁判员发表意见后再表态；执行裁判长没有权利影

响他们作独立判断。 

（六）在判定双肩着地时，必须要得到执行裁判长的认可。 

（七）如果场上裁判员出现严重错误，执行裁判长有权暂

停比赛。 

（八）如果场上裁判员及侧面裁判员出现严重分值错误，

执行裁判长有权暂停比赛，询问判罚理由；经过与场上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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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侧面裁判员协商后，如未取得多数票优势（2∶1），他必须尊

重场上裁判员或侧面裁判员其中一方的意见。裁判组内对某一

判罚的协商不影响运动员申诉权利。 

（九）如果一方教练员申诉，执行裁判长必须等到运动员

结束正在进行的动作至中立状态后，才能暂停比赛。仲裁回看

录像，如果仲裁同意临场裁判组的判罚，则执行裁判长必须确

保后面的比赛中不再接受申诉失败一方的二次申诉。 

第一遍录像回放后，仅由仲裁小组成员提出判罚意见。如

仲裁小组没有异议，那么该决定将是最终决定不可再提出争议。

如果仲裁小组内部意见不一致，可以再进行最后一次录像回放。 

第二十二条  仲裁小组 

（一）仲裁小组人员 

由国际摔联裁判委员会或其代表，根据不同比赛及运动员

国籍选派，如仲裁人数不足，可由裁判委员会主席、讲师或中

立裁判从参赛裁判员当中择优选出，并针对每场比赛采取同一

国籍回避原则，仲裁小组中将有 1 人作为代表负责宣布判罚结

果，每块摔跤场地均设仲裁小组（由 2 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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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小组作用 

1. 仲裁小组将保证终场前整场比赛都严格履行摔跤规则进

行； 

2. 如仲裁小组发现比赛过程中有严重的管理、计时、记分

问题，仲裁小组代表需提醒执行裁判长，并做出及时修改。如

仲裁小组发现执行裁判长并未对申诉做出反映时，须在该动作

结束后立即对其提醒； 

3. 在录像回放时，仲裁小组不可与裁判组交流，如仲裁小

组内部取得大多数一致意见，则该判罚意见将为最终结果且不

可更改；不接受再次申诉； 

4. 仲裁小组在申诉后判定的结果将以书面形式上交 UWW

总部； 

5. 仲裁小组的判罚是最终的。经执行裁判长同意的消极判

罚和双肩着地判罚不可申诉。判罚出现严重错误的裁判组将被

处罚； 

6.如仲裁小组发现执行裁判组有严重错判，他们可召集商议，

其中一人作为代表要求执行裁判长暂停比赛，商议后，仲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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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的一致意见将作为最终结果； 

7.每个仲裁小组将配备红蓝白牌各一块，以便在场观众均可

看到其判罚决定； 

8. 一旦裁判组或仲裁小组做出最终判罚，运动员不可再向

执委、仲裁委员会或其他法庭上诉； 

9. 如果出现严重判罚错误，摔联执委可换下裁判组或仲裁

小组中的人员； 

10. 仲裁小组也负责评估场上裁判员的执裁情况，并向国际

摔联提交其书面评估报告； 

11. 任何情况下，包括国际摔联执委、技术代表、教练、运

动员或领队在内的所有人员企图干扰或影响仲裁小组的执裁，

则将被驱逐出场，取消整个比赛的参赛资格。 

第二十三条  对临场裁判组的处罚 

由国际摔联执委组成的最高仲裁机构，可以行使以下权利，

处理执裁人员或裁判组： 

（一）给有关的裁判员或裁判组一次警告； 

（二）停赛 1 个或多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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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消裁判员或裁判组本次比赛的执裁资格； 

（四）裁判员降级； 

（五）要求其暂停裁判工作； 

（六）终身取消裁判员资格。 

 

 

第五章    比      赛 
 

 

第二十四条  比赛时间 

—— 儿童组及少年组：每场 2 局，每局 2 分钟，中间休息

30 秒； 

—— 青年组及成年组：每场 2 局，每局 3 分钟，中间休息

30 秒； 

在成年比赛中，计时器上的时间应从 0 开始，6 分钟结束。

儿童组、少年组比赛从 0 开始，4 分钟结束。各类比赛中每场比

赛时间如下： 

两局分数累积相加，分数高者获胜。古典式摔跤出现 8 分

分差，自由式摔跤出现 10 分分差时，比赛结束。 

比赛中无论何时出现双肩着地，该场比赛立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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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成年组自由式摔跤（3 分钟一局）：如果比赛进

行到 2 分钟时，比分仍为 0:0，裁判组应指定出消极一方。 

—— 青年、成年组古典式摔跤（3 分钟一局）：如果比赛在

0:0 的情况下结束，比赛最后阶段积极的一方将获得胜利。 

第二十五条  点名 

运动员听到高声而清晰的点名后，应自己出场参加比赛。

上一场比赛结束至下一场点名，运动员应有 20 分钟的休息时间。 

然而任何运动员在第一次点名后没有做出回应的将被视为

延误比赛时间，并根据以下规定处理： 

点名将进行 3 次，使用英、法两种语言，每次间隔 30 秒钟；

3 次点名后，如果运动员仍未出场参加比赛，将取消其比赛资格

并不计名次，其对手被判为点名未到获胜。 

第二十六条  介绍运动员(Presentation of Wrestler) 

每个级别决赛轮开始前均要进行下列仪式： 

—— 参加冠、亚军决赛的运动员出场，由播音员将他们获

得的成绩向观众介绍。 

第二十七条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前，当点到参赛运动员姓名时，运动员应站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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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垫子角部(Corner)（即与所穿摔跤服颜色相同的一角）予以

回答。 

场上裁判员站在场地中心圈内，召集双方运动员到其两侧，

然后同他们握手(Shake Hands)，检查他们的服装，确认他们身

上未涂抹油脂或粘胶物，身上没有汗，指甲修剪整齐，并携带

手帕(Handkerchief)。 

双方运动员握手致意，听到场上裁判员鸣哨 (Blow the 

Whistle)后，开始比赛。 

第二十八条  比赛中止 

（一）如果运动员因受伤或其它非人为因素并有可以接受

的理由请求暂停，根据规则第 11 条规定，场上裁判员可以暂停

比赛；比赛暂停期间，运动员必须在自己相应的垫子一角等候，

他们可以将浴巾或外套披在肩上并接受其教练员的指导； 

（二）如果由于医务原因，比赛不能继续进行，应由大会

医生做出决定，并通知双方教练员及执行裁判长，由执行裁判

长命令终止比赛。决定终止比赛的大会医生不得与参赛运动员

国籍相同，大会医生的决定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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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何情况下，运动员不能擅自中止比赛、决定是从站

立状态还是跪撑状态进行比赛或者将对手从场边拉回场地中央； 

（四）由于一方运动员故意伤害对方，比赛必须被中止时，

将取消犯规运动员比赛资格，并宣布受伤运动员获胜；  

（五）如一方运动员在没有出血、明显受伤的情况下暂停

比赛，则应做出相应处罚（参见第十九条（七））。 

第二十九条  比赛结束 

一场比赛的结束可以是由于出现了双肩着地胜利、取消一

方运动员比赛资格、或是运动员受伤弃权、或常规比赛时间结

束等情况。 

注意：一场比赛的结束可以是技术优势获胜 (Technical 

Superiority)（古典式 8 分分差，自由式 10 分分差）。 

在任何情况下，裁判员必须等到诸如进攻、反攻、或可能

导致双肩着地的转移技术动作等完成才能吹停比赛。 

如果场上裁判员未听到锣声，执行裁判长必须向垫子上抛

掷柔软物，提醒场上裁判员注意终止比赛。 

—— 锣声响时开始的动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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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锣声和哨声之间完成的动作无效。 

比赛结束后，场上裁判员站在场地中央，面对执行裁判长，

双方运动员相互握手后，站在场上裁判员的两侧等待宣布比赛

结果。在他们离开比赛场馆之前禁止脱下跤衣。 

比赛结果宣布之后，双方运动员同场上裁判员握手，然后

与对手的教练员握手。如果运动员不执行上述规定，将按照纪

律规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制裁。 

第三十条  比赛的暂停和继续 

一般规定： 

无论比赛是以站立状态或跪撑状态停止，均从站立状态重

新开始。 

下列情况应暂停比赛，回到场地中央从站立状态开始比赛： 

—— 一只脚的全脚掌，踏入保护区且没有技术动作； 

—— 在角斗过程中，运动员的 3 只或者 4 只脚踏入橙色区，

停顿在那里不使用动作； 

—— 跪撑状态，防守运动员头部接触保护区；  

——跪撑状态，如出现逃避抓握、逃出界外、被动方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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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受伤等情况导致暂停，比赛从跪撑状态开始。 

—— 站立状态，如出现逃避抓握、逃出界外、犯规、运动

员受伤等情况导致暂停，比赛从站立状态开始。 

为保护进攻方，当他在跪撑状态提抱起防守方，且防守方

使用犯规动作阻止进攻，无论动作成功与否，古典式判罚 1 个

警告，对手得 2 分，自由式根据动作成功与否，判罚 1 分或 2

分，比赛从跪撑状态开始。进攻方动作成功，将得到相应分值。 

如教练员提出申诉，临场裁判长在技术动作结束后方可暂

停比赛。 

第三十一条  获胜方式（Types of Victories） 

一场比赛可通过下列方式获胜： 

—— 双肩着地； 

—— 受伤弃权、弃权、犯规、对手被取消比赛资格；  

—— 技术优势； 

—— 得分获胜（两局分数累积以 1 分或 1 分以上分差获胜）； 

如比赛结束时平分，应根据以下顺序判定该场比赛获胜方： 

—— 所得分值大小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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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少者； 

—— 后得分者。 

红 蓝 分    析 结果 

111 111 蓝方取得最后技术分 蓝方胜 

12 111 蓝方取得最后技术分，红方拿到 2分 红方胜 

00111 1110 
红方取得最后技术分，但红方有两个警告，

蓝方一个警告 
蓝方胜 

111 120 蓝方取得 2分，并最后得分，但有一个警告 蓝方胜 

11100 00111 双方都有两个警告，蓝方运动员最后得分 蓝方胜 

注意：一场比赛中，累计 3个警告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本场比赛资格(Disqualified)。 

“警告”（caution）必须是整个临场裁判组达成的一致决定，对于裁判组处以的“警

告”（caution）都有申诉权。 

第三十二条  教练员(Coach) 

比赛期间，教练员应坐在摔跤比赛台的台下，或坐在离垫

子角部至少 2 米的地方。只有当运动员受伤时，教练员可以在

被授权之后协助医生进行医务处理。严禁教练员影响场上裁判

员、侧面裁判员的判罚以及侮辱裁判员。教练员只能指导运动

员，可以在 30 秒休息时给运动员提供饮用水。运动员不可将水

吐出。不可向运动员提供除水以外的物品。 

如果不遵守上述规定，场上裁判员有权要求执行裁判长向

教练员出示黄牌（警告），如果继续坚持，执行裁判长将向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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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红牌（取消整个比赛期间执教资格）。执行裁判长也可以根据

情况直接向教练员出示黄牌或红牌。 

一旦出示红牌，执行裁判长立即将此情况向总裁判长汇报，

并取消该教练员整个比赛期间的执教资格。但其队伍有权让其

他教练员行使教练员指挥权。该教练员所属的国家摔跤协会将

按照纪律及财务规定受到处罚。 

第三十三条  申诉（Challenge） 

教练员对判罚有异议时，可代表运动员申请暂停比赛，要

求仲裁及临场裁判组回放录像。这种情况仅限于国际摔联和赛

事组委会拥有录像权的情况下。 

教练员可向场内投掷指定抛掷物示意申诉，并在裁判组给

出判罚后及时示意。如果运动员不同意教练员的申诉，比赛继

续。承办方有责任使用国际摔联竞赛管理系统，将录像投放到

大屏幕上（每块垫子设一块大屏幕），且整个场馆均可看到，可

以是液晶显示器或白色投影板。如果回放系统出现故障，裁判

组最初判罚将被执行。 

注：1. 每名运动员每场比赛仅有一次申诉机会，如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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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申诉成功，裁判组或仲裁小组改变原判罚，那么该名运动员

可以获得第二次申诉机会。 

2. 如果仲裁小组维持原判，该运动员将不再有机会申诉，

其对手将相应增加 1 分技术分。 

3. 教练员申诉时，执行裁判长需在比赛进入中立状态后，

立即示意场上裁判暂停比赛回看录像。 

4. 如裁判组与教练员有分歧，裁判组在仲裁小组允许后可

驳回申诉，裁判员或执行裁判长不可擅自驳回申诉。 

5. 对消极的判罚不能申诉；当裁判组宣布双肩着地时，不

能对此提出申诉，双肩着地是根据场上裁判或侧面裁判任何一

方的判罚之后由执行裁判长最终确定。但比赛结束前的犯规动

作或双肩着地之前的犯规动作可申诉。如果自由式摔跤整场比

赛最后 30 秒内，裁判组认定一方消极则可直接罚 1 分，当该判

罚影响比赛最终结果时，运动员有权申诉。 

6. 在规定比赛时间结束后不能申诉，如果在规定比赛时间

结束后分数才显示在记分牌上，可以申诉。教练员要在比分显

示在记分牌上 5 秒钟之内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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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练员申诉时需坐在原位，不可踏上摔跤垫或接近场上

裁判员或裁判席。 

8. 录像回放之后，仲裁小组提出判罚意见，仲裁小组内达

成一致的决定将成为最终判罚。如仲裁小组内部意见不统一，

将再次回看录像，随后仲裁小组和临场裁判组中大多数人的意

见将被作为最终意见执行。 

9. 当仲裁小组已经做出最终判罚后，教练员不可再次对判

罚提出反对意见。 

10. 仲裁小组可暂停比赛，商议有异议的判罚。（参见第二

十二条） 

第三十四条  个人赛中的团体排名（Classification） 

团体名次根据在比赛中进入前十名运动员的成绩确定。 

名次      积分 

第 1 名             10 分 

第 2 名                       9 分 

第 3 名（两名）           8 分 

第 5 名（两名）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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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名                         4 分 

第 8 名               3 分 

第 9 名               2 分 

第 10 名              1 分 

每个级别无论参赛运动员人数多少，上述表格确定的分值

不变。 

团体名次分出现并列时，获得个人冠军数多者名次列前，

依此类推。 

第三十五条  团体比赛(Team competitions)中的排名 

原则上，团体赛的级别设置要按国际摔联章程，每个跤种

的团体赛设 8 个级别，每队可在不同轮次比赛更换参赛运动员，

参赛运动员必须通过称量体重。 

如果一天内进行“主客场”比赛，获胜方必须在主场比赛结束

后宣布一次，在客场比赛结束后宣布一次。无论以何种方式获

胜，每场比赛获胜方运动员将为本队增加 1 个积分。  

只有两个队的比赛： 

如果是仅有两支队伍一天内进行的主客场比赛，每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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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赢一场比赛，有两种方式来确定获胜方： 

进行第三场比赛。 

或根据以下标准决定获胜方： 

—— 累积比赛获胜场次，多者获胜； 

—— 累积名次分，多者获胜； 

—— 因双肩着地、点名未到、取消比赛资格、受伤弃权原

因获胜多者； 

—— 技术优势获胜场次多者； 

—— 全队运动员技术分多者获胜； 

—— 全队运动员技术失分少者获胜； 

—— 最后一场比赛结果。 

如果一次比赛有 2 支以上的队伍参赛，用同样的方法计算 

—— 获胜方得 1 分，输方 0 分。 

如两支队伍积分相同，则根据比赛结果判定获胜队。 

如果有 3 支以上队伍平分，根据以下原则排名（由低到高）： 

—— 名次分最少； 

—— 双肩、点名未到、取消比赛资格、受伤弃权原因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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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 

—— 技术优势获胜场次少者； 

—— 全队技术分少者； 

—— 全队技术失分多者； 

剩下的两支队伍，根据其比赛结果决定排名先后。 

如有两支队伍在团体赛中成绩相同,根据以下原则排列名次： 

—— 累积名次分多者获胜； 

—— 因双肩着地、点名未到、取消比赛资格、受伤弃权原

因获胜多者； 

—— 技术优势获胜场次多者； 

—— 全队技术分多者获胜； 

—— 全队技术失分少者获胜； 

—— 最后一场比赛结果。 

 

 

第六章    动作的分值 
 

 

第三十六条  动作的重要性及其分值 

比赛中，为了鼓励运动员进攻，当运动员使用动作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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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于跪撑状态的下方，而对手也未立即使用反攻动作时，在

跪撑状态上方的运动员不得分，比赛应从站立状态重新开始。

然而在角斗过程中，如果防守队员使用反攻动作，使对手处于

跪撑状态，依据其所使用的动作判给出相应的分数。 

如果进攻队员自己起桥使用动作，在桥状态保持了一定时

间，然后完成其动作，将对手控制在桥状态，他将不失分，因

为他可能完成了带有冒险性的动作，只有进攻方得分。 

然 而 ， 如 果 进 攻 队 员 被 对 方 阻 止 或 被 反 攻 动 作

(Counteraction)阻止在桥状态，则分数应判给防守队员。 

从站立状态完成的动作一般比跪撑状态分值高，动作的分

值取决于防守方的状态，如防守方有单膝着地，则该状态为跪

撑状态，与进攻方当时的状态无关。 

此外，只有自己主动使用动作，并使这个动作造成下述结

果的运动员才能得分： 

1. 将防守运动员摔至垫上； 

2. 动作必须连贯； 

3. 成功地将防守运动员阻止在桥状态并予以控制，且该状



58 

态被认为是已经完成； 

4. 场上裁判员必须等到技术动作结束后，分别给每个运动

员判分； 

5. 如双方运动员在使用动作过程中从一种姿势转换成另一

种姿势，将根据这些动作的分值分别予以判分； 

6. 没有停顿的瞬间的双肩着地，不被视为双肩着地（参见

第四十四条）；如一方运动员使用动作，将对手直接从站立状态

摔成双肩着地状态，进攻方得 4 分；如进攻方在使用动作过程

中自己处于双肩着地状态，不失 1 分；  

7. 在滚桥时，用肘部支撑从肩的一边到另一边的来回滚动，

被认为是一个动作； 

8. 没有回到起始状态而又使用的动作，不能视为一个新动

作； 

9. 场上裁判员打出分数时，如侧面裁判员同意，应举起涂

有相应颜色并写有分数（1、2、4、5、）的牌子；场上裁判员、

侧面裁判员意见不一致时，执行裁判长必须支持一方意见而不

允许出现第三种分数，除非他召集其他两人商议并获得多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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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10. 如双肩着地出现在比赛时间结束时，以锣声出现的时间

为准（不是以裁判员的哨声为准）； 

11. 比赛结束时，锣声响之前完成的动作有效；锣声之后使

用的动作无效。 

第三十七条  危险状态（Danger Position） 

当运动员的脊柱（或两个肩的连线）与垫子相交或平行时

形成的角度小于 90 度，并用上身抵抗以避免双肩着地时，被认

为是处于“危险状态”（参见“双肩着地”定义）。 

当运动员的脊柱（或两肩的连线）与垫子相交形成的角度

小于 90 度或与垫子平行，并用上身抵抗以避免双肩着地时，被

认为是处于“危险状态”（参见“双肩着地”定义）。 

下列情况被认为是危险状态： 

1. 防守运动员起桥以避免双肩着地； 

2. 为避免被压至双肩着地，防守运动员背朝垫子用一肘或

双肘撑地； 

3. 运动员一肩着地，同时与另一个肩的连线与垫子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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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90 度（锐角）； 

4. 运动员双肩滚动。 

运动员胸腹朝垫，垂直线大于 90 度（钝角）时，“危险状态”

不再存在；      

如果运动员的背与垫子的夹角为 90 度（直角）时，这种状

态不认为是“危险状态”（the neutral point 临界点）。 

第三十八条   得分记录 

侧面裁判员将运动员使用动作所获得的分数记录在场上记

录表内。 

比赛中使用的每一个动作所获得的分数，均要记录在场记

表内。 

注意：因逃出界外、逃避抓握、拒绝正确的开始姿势、犯

规和野蛮动作受到的警告将用（O）符号记录下来。 

古典式每一次警告（O）后，其对手将获得 2 分的技术分；

自由式每一次警告（O）后，其对手将获得 1 分或 2 分的技术分，

取决于犯规行为的严重程度。 

如果得分相同，后得分一方用下划线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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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大幅度动作 

运动员在站立状态时使用的下列动作被认为是大幅度动作： 

1. 使对手丧失与垫子的接触并控制住对手，使其在空中划

一大弧，并将其直接立即摔成危险状态； 

2. 跪撑状态时，进攻队员使用动作将防守队员抱提离垫面

翻转，并将其摔至体侧、胸腹着地（古典得 4 分，自由得 2 分）

或摔成危险状态（古典得 5 分，自由得 4 分），也被认为是大幅

度动作。 

第四十条  动作的分值 

1 分： 

1. 自由式摔跤中，一方运动员站立或跪撑时使用正确的动

作使对手三点着地，并未在对手身后控制； 

2. 自由式摔跤中，使用动作时对手犯规，但进攻运动员动

作仍然成功，进攻方得 1 分； 

3. 自由式摔跤中，对手逃出界外、逃避抓握、拒绝正确的

开始姿势、使用犯规动作或暴力行为； 

4. 站立状态时，使对手一只脚的全脚掌踏入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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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站立状态下运动员出界的详解： 

如进攻运动员在做动作时踏入保护区，则： 

（1）如动作做成功，得到相应技术分值； 

（2）如动作未做成功，裁判员吹停，防守方得 1 分； 

（3）如进攻方将对手抱提起并控制，但随后出界，且在此

过程中未能使用动作得分，裁判吹停比赛，进攻方，不失分。 

注：直接将对手推出界不得分。如果第二次再出现时: 

—— 古典式一个警告罚 2 分， 

—— 自由式一个警告罚 1 分。 

5.自由式摔跤中，对手假借受伤暂停比赛，但没有出现流血

现象或明显受伤迹象； 

6. 一方运动员对已经复议过的动作分值再次提出申诉，对

手得 1 分； 

7. 自由式摔跤中，强制 30 秒未得分； 

8. 自由式摔跤中，跪撑状态时，进攻或防守运动员在裁判

员提醒后仍不使用正确的跪撑起始姿势； 

9. 反攻（跪撑时防守方成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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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1. 站立状态下通过反攻动作，转移到对手身后并控制其成

三点着地（二手和一膝、二膝和一手或一头）； 

2. 古典式摔跤中，站立或跪撑状态使用动作将对手摔至垫

上、但未形成转移控制，使其三点着地（二手和一膝、二膝和

一手或一头）； 

3. 运动员使用正确的动作，将对手处于危险状态或瞬间双

肩着地，包括使对手单手或双手撑地； 

4. 古典式摔跤中，防守方使用犯规动作，但进攻方仍完成

动作，则进攻方得 2 分； 

5. 古典式摔跤中，一方逃避抓握、逃出界外、拒绝正确的

跪撑开始姿势、使用犯规动作或野蛮动作，判对方得 2 分； 

6. 使对手双肩滚动； 

7. 对手处于危险状态时为脱离控制逃出界外； 

8. 防守方使用犯规动作,以阻止进攻方双肩着地动作的完成； 

9. 防守运动员站立状态下使用反攻动作，将对手摔成危险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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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由式摔跤中，运动员使用大幅度动作并控制住对手，

但未使对手摔成危险状态； 

11. 古典式摔跤中，跪撑状态时，进攻或防守运动员在裁判

员提醒后仍不使用正确的跪撑起始姿势。 

4 分： 

1. 古典式摔跤中，站立时运动员使用动作将对手直接摔成

危险状态，但幅度较小； 

2. 自由式摔跤中，将对手直接摔成危险状态； 

3. 将对手从垫上抱起后进行的有效技术动作并摔成危险状

态，但幅度较小，即使进攻者的单膝或双膝跪在垫上； 

4. 古典式摔跤运动员使用大幅度动作，但未使对手直接或

立即处于危险状态。 

注意：古典式摔跤运动员使用大幅度动作时，如防守运动

员的一只手，保持同垫子的接触，随后立即被处于危险状态，

这种情况进攻运动员应得 4 分。 

5 分（古典式摔跤） 

1. 站立状态下，使用的大幅度动作，并使对手直接和立即



65 

处于危险状态； 

2. 跪撑状态下，进攻队员将对手抱提离垫面，并使用大幅

度动作将对手直接和立即处于危险状态。 

第四十一条  决议和表决 

（一）场上裁判员用举手和手指，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及分数；如果场上裁判员、侧面裁判员意见一致，决定有效； 

（二）如果场上裁判员、侧面裁判员意见一致，执行裁判

长无权影响和改变此决定，除非他召集两人商议或因一方教练

员申诉，比赛暂停； 

（三）如果需要表决时，侧面裁判员和执行裁判长必须通

过举起相应牌子或者通过电子计分牌，表明自己的意见； 

古典式摔跤比赛有 11 块（自由式摔跤比赛有 9 块）涂有红、

蓝、白不同颜色的牌子，分别为： 

1. 1 块白色的牌子； 

2. 5 块红色的牌子：其中 4 块分别写有 1、2、4、5 数字

（自由式摔跤比赛没有数字 5 的牌子），用以表示分数；1 块未

写有数字，用以表示警告及提醒相关运动员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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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块蓝色的牌子：其中 4 块写有 1、2、4 数字，1 块未写

有数字，具体作用等同于红色牌子。 

这些牌子应放在使用时容易拿到的地方。无论如何，侧面

裁判员不能回避表决，他必须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含

糊其辞。 

场上裁判员、侧面裁判员意见不一致时，由执行裁判长做

出决定，他必须投票支持场上裁判员或侧面裁判员两个不同意

见中的一方。 

4. 每局规定比赛时间结束后，根据执行裁判长的场上记录

表来决定获胜方 ；场上计分牌必须随时和执行裁判长的场上记

录保持一致。 

如果侧面裁判员的场上记录表与执行裁判长的场上记录表

在分数上有 1 分或几分的差别，以执行裁判长的记录为准。 

第四十二条  表决的格式 

得分的分配 

当技术动作出现时，场上裁判员、侧面裁判员应按照表内

列举的情况予以判分或给予警告等，直至形成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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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红方运动员、B=蓝方运动员、O=0 分） 

执行裁判组的具体工作 

例 1 

场上 

裁判员 

侧面 

裁判员 

执行 

裁判长 

最后 

结果 
备  注 

1R 1R — 1R 在本例中，场上

裁判员和侧面裁

判员意见一致，

执行裁判长无须

干涉他们的判罚 

2B 2B — 2B 

4R 4R — 4R 

5R 5R — 5R 

例 2 

场上 

裁判员 

侧面 

裁判员 

执行 

裁判长 

最后 

结果 
备  注 

1R 0 0 0 
在本例中，场上裁

判员和侧面裁判员

意见不一致，执行

裁判长参与判罚，

最后以多数意见形

成裁判组的最终判

罚 

1B 1R 1R 1R 

2R 1R 2R 2R 

2B 0 2B 2B 

4R 2R 2R 2R 

2B 1R 2B 2B 

如果有明显违背规则的情况，执行裁判长必须召集执

行裁判组进行磋商。 

 

 

第七章   一场比赛后名次分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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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名次分 

原则：运动员所获得的名次分，将决定其名次排列。 

（一）胜者获得 5 分，负者 0 分的情况： 

—— 双肩着地胜利（无论对手是否获得技术分） 

—— 受伤弃权 

—— 弃权 

—— 点名未到 

—— 取消比赛资格； 

（二）胜者获得 4 分，负者 0 分的情况： 

—— 技术优势获胜，对手未获得技术分； 

（三）胜者获得 4 分，负者获得 1 分的情况： 

—— 技术优势获胜，对手获得技术分； 

（四）胜者获得 3 分，负者 0 分的情况： 

—— 运动员在古典式整场比赛结束时以 1 至 7 分获胜；在

自由式比赛以 1 至 9 分获胜，对手未获得技术分； 

（五）胜者获得 3 分，负者获得 1 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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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在比赛中，比分超出或后得分获胜，对手获得

了技术分； 

（六）红方 0 分，蓝方 0 分的情况： 

—— 双方运动员违反比赛规定，被取消资格。 

第四十四条   双肩着地 

防守运动员的双肩同时被对手固定在垫上，有充分的时间

让场上裁判员观察,确认双肩同时着地,该情况被视为双肩着地。 

边线出现的双肩着地，运动员的双肩必须全部在橙色区内，

头不能接触保护区。 

在保护区出现的双肩着地无效。 

因运动员本人的犯规动作，造成了自己双肩着地，双肩着

地被视为有效。 

场上裁判员确定的双肩着地，执行裁判长同意后，双肩着

地有效。如果场上裁判员未示意，而侧面裁判员和执行裁判长

认为双肩着地存在，在侧面裁判员和执行裁判长同意后，该双

肩着地有效并予以宣布。 

被观察到并得到确认的双肩着地，应该是清楚地存在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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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一定时间的；运动员的双肩毫无疑问必须同时接触垫子，

并且出现了第一段中所提及的短暂停顿时间，即使是站立时通

过抱后腰过胸摔，导致的双肩着地；任何情况下场上裁判员都

必须在征得侧面裁判员和执行裁判长，或至少征得执行裁判长

的同意后，方能拍击垫子确认双肩着地，然后鸣哨结束比赛。 

一旦出现双肩着地，任何一方都不能提出申诉。双肩着地

的确定是在场上裁判员或侧面裁判员认定之后由执行裁判长认

可的。 

第四十五条   技术优势胜利 

除出现双肩着地、弃权或取消比赛资格外，比赛在下述情

况可以提前结束，宣布获胜方。 

—— 古典式摔跤比赛中出现 8 分分差； 

—— 自由式摔跤比赛中出现 10 分分差。 

在出现技术优势获胜时，场上技术动作（直接的进攻和反

攻动作）停止前不能暂停比赛。 

当古典式出现 8 分分差、自由式出现 10 分分差时，执行裁

判长应示意场上裁判员暂停比赛，由场上裁判员征求执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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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意见后宣布胜负。 

 

 

第八章    不积极的摔跤(Negative Wrestling) 
 

 

第四十六条  比赛中的“跪撑”状态 

比赛中如一方运动员将对手摔至垫上，比赛以跪撑状态继

续，下方运动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防守、重新站立起来或进行

反攻。 

由于对方的有效防守，另一方运动员将对手摔至垫上后不

能继续其进攻动作，场上裁判员在给予合理的进攻时间后应暂

停比赛，从站立状态重新开始。 

跪撑摔时，禁止上面的运动员跳起扑到对手身上使用动作，

否则场上裁判员将给予：第一次口头提醒，第二次出现时；自

由式比赛中一个警告并罚 1 分，古典式比赛中一个警告罚 2 分，

比赛从站立状态开始。 

跪撑摔时，上方运动员无权要求暂停比赛或要求比赛从站

立状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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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令性跪撑 

在裁判员吹哨前的跪撑姿势： 

下面的运动员应双手双膝放在垫子中心圈上，手和肘分开

且与膝的距离不得少于 20 厘米；双臂必须伸直，双脚不许交叉，

大腿与垫子成 90 度角。 

上方运动员双手放在防守方双肩上，可站立，也可单膝或

双膝着地。 

第四十七条  橙色消极区(Orange Zone) 

规定橙色消极区的目的是为了识别消极运动员，也有助于

排除在边界进行比赛或是离开比赛区的行为： 

1. 在比赛区开始，橙色区结束的动作有效，包括危险状态、

反攻和双肩着地； 

2. 在中心比赛区（橙色区除外）从站立开始的进攻或反攻

动作，无论在何地（比赛区、橙色区或保护区）结束有效；如

果动作在保护区结束，应暂停比赛，回到场地中央从站立状态

继续比赛，之前完成的动作应给予相应的分数； 

3. 在保护区出现的双肩着地无效，比赛必须暂停，回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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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央从站立状态开始比赛； 

4. 在比赛区内无分值的动作，在保护区内同样没有分值，

出界后一方运动员得 1 分； 

当运动员出界时并未成功使用动作，出界运动员失 1 分，

如果运动员双方同时出界，裁判员必须判定谁最先踏入保护区，

并判给另一方 1 分。 

如进攻运动员使用动作未成功并使自己处于下方（并非防

守运动员主动使用动作），且进入保护区被对手控制，进攻运动

员失 1 分；如进攻运动员摔至保护区并处于危险状态,则失 2 分。 

5. 在中心比赛区开始的动作，如中间没有中断（即动作中

无拉、推、阻挡等），可以发展到橙色区，运动员的 3 只或 4 只

脚可以进入橙色区，该动作也可以向任何方向继续发展； 

6. 站立摔时，动作不能在橙色区开始，除非是使用动作的

双方运动员只有 2 只脚在橙色区；在该情况下，场上裁判员可

以给予运动员短暂的时间，等待动作的发展； 

7. 如果双方运动员的 2 只、3 只或 4 只脚踏入橙色区后没

有继续其动作、不移动或不使用动作，场上裁判员应暂停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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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动员双方召回场地中央，从站立状态重新开始比赛； 

8. 站立摔时，一旦一方运动员的 1 只脚踏入保护区，即橙

色区外，场上裁判员不吹停比赛，并等待动作完成； 

9. 当防守运动员员一只脚的全脚掌踏入保护区（即橙色区

以外的区域），但进攻运动员的动作连贯而没有停顿，该动作有

效；如进攻运动员动作没有发展，场上裁判员应暂停比赛，给

予相应判罚； 

10. 当防守运动员一只脚踏入橙色区时，场上裁判员必须大

声用口语“ZONE”给予提示；当听到此命令时，运动员应在不中

断其比赛的情况下，主动回到场地中央继续比赛； 

11. 跪撑摔时，从橙色区发起或在橙色区内出现的一切动作,

包括进攻和反攻，即使动作在保护区结束，也都是有效动作； 

场上裁判员和侧面裁判员应给所有跪撑状态时在橙色区内

发起、在保护区结束的动作判分；然后暂停比赛回到场地中央

从站立状态开始比赛； 

12. 跪撑摔时，进攻运动员在使用动作时已移出界外，只要

对手的头和肩还在橙色区内，即使双方运动员的 4 条腿已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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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将动作完成。 

第四十八条  对消极的处罚（自由式和古典式） 

（一）自由式摔跤中对消极的处罚 

除了其他重要职责外，裁判员的职责之一是分辨哪些是真

实的技术动作，哪些是为消耗时间所做的假动作。  

1. 自由式摔跤比赛中，无论何时，只要执行裁判组认定运

动员出现阻挡动作、锁手指、阻挠对手、不与对手接触等消极

的违规行为，场上裁判员要举手示意“警告红方或蓝方”。首次在

发生消极行为时，场上裁判员应暂停比赛并提醒“attention”；如

果同一名运动员第二次出现消极行为，那么比赛被暂停，执行

“30 秒钟强制得分”的处罚。场上裁判员不可在有明显技术动作

出现时开始或停止“30 秒钟强制得分”。“30 秒”开始时，与被判罚

运动员颜色相同的指示灯将亮起。如果双方在“30 秒”内都没有

得分，那么“30 秒”结束时，之前消极的运动员将被判罚失 1 分

并处以警告，比赛重新开始。如果任何一方运动员“30 秒”内得

分，比赛继续，不暂停。 

2. 自由式摔跤比赛进行到 2 分钟，场上比分仍为 0: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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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必须确定消极一方运动员（执行上述判罚程序）。 

3. 为确保比赛不会超时，在第一局 2∶30、第二局的 5∶30

之后，不再执行“30 秒钟强制得分”处罚，如裁判组认定某一名

运动员消极，则判罚一个警告，对手得 1 分，教练员可对此提

出申诉。 

4. 如比赛 0:0 的比分接近 2 分钟时或“30 秒钟强制得分”结

束前，一方运动员发起技术动作，裁判员不可吹停比赛，应等

待运动员动作完成。如动作有效，裁判员应给出相应分数，且

不暂停比赛；如动作无效，裁判员应暂停比赛，并对消极一方

运动员实施“30 秒钟强制得分”。 

（二）古典式摔跤中对消极的处罚 

如一方运动员出现阻挡、低头抵住对手前胸、锁手指、避

免与对方胸贴胸接触等消极行为，裁判将判定消极一方，并按

照以下程序进行处理： 

成年组： 

第 1 次消极：裁判大声清晰的给予口头提醒，且不暂停比赛。 

第 2 次消极：当同一选手第二次消极，则被判定为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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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一方选择站立或跪撑继续比赛。 

第 3 次消极：当同一选手第三次消极，则被判定为消极且

被罚 1 分，积极一方选择站立或跪撑继续比赛。 

再次消极：当同一选手再次消极，则被判定为消极且被罚 1

分，积极一方选择站立或跪撑继续比赛。 

注：如比分为 0:0，裁判对第 3 次消极的判定不可晚于 4:30。

如时间到 4:30 分钟，比分仍为 0:0，场裁暂停比赛与执行裁判

组选出消极一方罚 1 分，积极一方选择站立或跪撑继续比赛。 

2. 青少年组及儿童组消极处罚程序待公布 

 

第九章    禁止事项和犯规动作 
 

 

第四十九条  一般禁止事项 

摔跤运动员禁止使用下列动作： 

—— 揪头发、抓耳朵、抓生殖器、掐皮肤、咬人、撅手指

或脚趾等；使用让对手痛苦、迫使对手窒息的动作； 

—— 使用能危及对手生命、引起骨折、造成四肢脱臼的蹬

踹、头击、掐喉、推撞等动作，或者踩对手的脚、触及对手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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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眉口之间区域； 

—— 用肘或膝关节顶撞对手的腹部或下腹部，使用能造成

对手痛苦的扭曲动作，或抓住对方运动员的跤衣； 

—— 紧贴在垫上或者抓垫子； 

—— 比赛过程中谈话； 

—— 抓对方的脚掌（可抓脚面或脚跟）； 

—— 自己私下协商比赛结果（摔假跤）。 

第五十条  逃避抓握(Fleeing a hold) 

当防守运动员有明显拒绝同对手接触、以阻止对手使用动

作的行为时，被认为是逃避抓握；这种情况在站立和跪撑状态

都可能出现；它们可能出现在比赛中心区，也可能涉及整个比

赛区。逃避抓握将受到与逃出界外（Fleeing the Mat）同样处罚，

即： 

1. 跪撑状态的逃避抓握： 

—— 给逃避者 1 个警告（O）； 

—— 自由式给对手 1 分，古典式给对手 2 分； 

—— 比赛从跪撑状态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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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立状态的逃避抓握： 

—— 给逃避者 1 个警告（O）； 

—— 自由式给对手 1 分，古典式给对手 2 分； 

—— 比赛从站立状态重新开始 

3. 古典式摔跤中对跪撑状态下逃避抓握的判罚 

运动员被摔至跪撑状态后，向前逃出以免被对方运动员把

持，但同时也使对方运动员的动作处于犯规状态-—抓握到逃窜

运动员的大腿部位，此时前者的行为被视为逃避抓握。场上裁

判员必须制止逃避抓握运动员的违规行为，并应清晰而明确的

处理此类犯规，同时，他必须移动至运动员前方预防逃避抓握

行为的发生： 

—— 当处在下面的运动员第一次向前逃脱以免被对手把持

时，场上裁判员必须口头提出警告“注意，不要逃脱”(Attention, 

no jump); 

—— 这种情况第二次出现时，场上裁判员应给予逃避抓握

的运动员 1 次警告处罚，对手得 2 分；在征得执行裁判长和侧

面裁判员同意后暂停比赛，让双方运动员站起来，示意该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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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规，比赛从跪撑状态重新开始。 

该办法适用于运动员向前逃出、逃避抓握的处罚；但运动

员横向移动以避免被抓握的行为为有效动作，不应受到处罚； 

处在下面的运动员不能通过弯曲、翘起单腿或双腿的动作

来阻止对方运动员做动作；如果下面的运动员用腿来进行防守，

将被警告 1 次，对手得 2 分，比赛从跪撑状态重新开始（如再

次犯规，则将被再次警告 1 次，罚 2 分，从跪撑状态开始）。 

第五十一条  逃出界外 (Fleeing the mat) 

无论站立状态还是跪撑状态，当一方运动员逃出界外时,应

立即给其 1 个警告,并按下列情况给进攻运动员分数： 

1. 跪撑状态下逃出界外： 

—— 自由式 1 个警告（0）+罚 1 分； 

—— 古典式 1 个警告（0）+罚 2 分，比赛从跪撑状态重新

开始； 

2. 危险状态下逃出界外： 

——自由式、古典式 1 个警告（0）+罚 2 分；比赛从 

跪撑状态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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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站立状态下逃出界外： 

——自由式 1 个警告（0）+罚 1 分， 

——古典式 1 个警告（0）+罚 2 分，比赛从站立状态重新

开始； 

4. 逃出界外所给的分数均为技术分。另外,故意抱起对手离

开比赛垫出界的,将被罚 1 个警告（0）； 

—— 自由式判给对手 1 分， 

—— 古典式判给对手 2 分。 

第五十二条  犯规动作(Illegal Holds) 

下列动作和行为均为犯规且严格禁止： 

—— 掐住对手的喉咙； 

—— 扭曲对手的小臂，使之大于 90 度； 

—— 对对方的前臂，使用锁臂动作； 

—— 用双手抱握对手的头或脖子,及类似的使人窒息的动作； 

—— 只针对对方的双腋下握颈，没有骑缠动作向两侧翻； 

—— 将对手的手臂拉到他的背后，同时向这种状态施加压

力，使其小于 90 度； 



82 

—— 用伸展对手脊柱的方式使用动作； 

—— 一只手或两只手将对手的头夹在自己的腋下，向任何

方向使用动作； 

—— 允许将对手的头和一只臂同时夹在自己腋下使用动作； 

—— 站立状态下，当一方运动员头朝下时，另一方从后面

搂抱，双肩着地的动作必须是向对手的两侧进行，禁止将对手

头部直接着地； 

—— 使用动作时，只能用单臂抱握对手的头或颈； 

—— 一方在桥状态时，另一方将其提起并用力戳向垫子是

禁止动作。起桥时，进攻方只能往下施力； 

—— 向对手头部方向推压的办法压桥； 

—— 如果进攻运动员在使用动作时犯规，该犯规动作无效

并给其口头警告；如果进攻者重复再犯，将给予 1 次警告（O）， 

—— 自由式给对手 1 分，  

—— 古典式给对手 2 分； 

—— 如果防守运动员使用犯规动作，阻止了进运动员动作

的发展，防守队员将受到 1 次警告（O），其对手将获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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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摔跤禁止使用的动作 

—— 跪撑状态或站立状态下，使用双腋下握颈动作。 

儿童组和少年组禁止使用的动作 

为了保护年轻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下列动作为犯规动作，

在儿童组和少年组比赛中使用： 

—— 向前或向侧面的双腋下握颈； 

—— 自由式摔跤中，进攻者的一条腿勾住对手的一条腿，

同时使用双腋下握颈。 

违规时裁判员的职责 

如果防守方使用了犯规动作，但进攻方仍成功使用了动作： 

—— 阻止犯规动作； 

—— 给进攻方同等动作的分值； 

—— 给予警告（O）； 

—— 自由式进攻方得 1 分， 

—— 古典式进攻方得 2 分； 

—— 停止比赛。 

在发生犯规动作（站立或跪撑）状态，重新开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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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防守方使用犯规动作，进攻队员动作未能成功: 

—— 暂停比赛，并给予警告（O）; 

—— 进攻方得 2 分。 

在发生犯规动作（站立或跪撑）状态，重新开始比赛。 

第五十三条  特殊禁止事项 

1. 古典式摔跤中，禁止抱握对方臀部以下部位和用腿挤压

臀部以下部位；所有用腿同对手身体接触并使用的推、压或“提”

的动作也将被严格禁止； 

2. 古典式摔跤与自由式摔跤动作有所区别，为使其动作有

效，要求自己必须伴随对手倒向垫子并保持与对手的接触； 

3. 自由式摔跤中，禁止使用腿夹对方头部、颈部或身体的

动作。 

第五十四条  犯规动作的判罚 

防守运动员有犯规动作出现时，场上裁判员应在不中断比

赛的前提下制止该动作；如不会发生危险，裁判员应允许其动

作发展并等待动作结束，然后暂停比赛，给犯规者 1 个警告（O）

并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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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动作开始是正确的而后发展成犯规动作，犯规之前的

动作有效，然后暂停比赛，给予进攻运动员口头提醒，比赛从

站立状态开始；如该运动员再次使用犯规动作，场上裁判员将

暂停比赛，给犯规运动员 1 个警告（O）； 

—— 自由式给对手 1 分， 

—— 古典式给对手 2 分； 

当出现用头故意顶撞对手或有其它野蛮行为时，在执行裁

判组一致同意的情况下立即取消该队员本场比赛资格，或以“比

赛中出现粗鲁行为”取消其全部比赛资格，名次列最后。 

 

 

 

 

第十章    申        诉 
 

 

第五十五条  申诉 

比赛结束后不得提出申诉，如结果已被宣判则不得变更。 

如果国际摔联主席或裁判组相关负责人注意到临场执行裁

判组有滥用权力更改比赛结果时，可以观看比赛录像，经国际

摔联执委会同意后，根据《国际摔联裁判员管理办法》的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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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违规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罚。 

 

 

第十一章    医        务 
 

 

第五十六条  医疗服务 

赛会的组织者必须对称量体重前的体检和比赛全程提供医

务服务；医务服务受国际摔联医务代表的监督。 

运动员称量体重之前，医生应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并对其

健康状态做出鉴定。如果运动员的身体状态不佳或处于可能危

及本人或对手的状况时，将不得参加比赛。 

比赛期间，大会医务人员必须随时准备在出现伤病时提供

服务，并决定运动员是否可以继续比赛。各队队医可以给本队

受伤运动员进行治疗，但在临场治疗处理时，只允许教练员或

领队在场。 

在任何情况下国际摔联都不对运动员的受伤、残疾或死亡

负责。 

第五十七条  医疗介入 

当国际摔联医务代表认为运动员有危险时，有权随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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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裁判长终止比赛。 

他有权宣布不适合继续比赛的一方运动员立即停止比赛。

除重伤需转移治疗外，运动员不得擅自离开摔跤垫。如果运动

员受伤，场上裁判员必须立即请求医生介入。如果无受伤迹象

或出血，裁判员将对其实施处罚。 

如果运动员确实受伤或者出血，医生应有对其进行治疗所

必要的时间，并决定该运动员能否继续比赛；治疗没有时间的

限制。 

治疗结束后，比赛从暂停状态重新开始。 

治疗出现争议时，受伤运动员的随队队医有权介入并提出

治疗建议，但只有国际摔联医务委员会代表能建议执行裁判组

暂停比赛。 

如果比赛没有大会医生，场上裁判员对一场比赛的暂停最

长可达 2 分钟；运动员受伤暂停的真实性由执行裁判组判断，

并按上文提及的程序执行；这种暂停可一次也可多次，对双方

运动员均有效；比赛计时员应在暂停时间每到 30 秒时，宣告一

次。暂停时间到 1 分 50 秒时，场上裁判员必须将双方运动员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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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场地中央。 

如果国际摔联医务委员会未派代表参加的国际比赛，暂停

比赛的决定由国际摔联代表或国际摔联委派的中立裁判在与大

会医生和受伤运动员的队医共同商量后作出。 

任何情况下，决定运动员伤弃的医生应与该运动员不同国

籍,并且在该级别中不涉及利益冲突(见卫生规定）。 

如运动员故意中止比赛但没有出现受伤或流血现象，将被

罚 1 个警告（O）， 

—— 自由式对手获得 1 分， 

—— 古典式对手获得 2 分。 

在国际摔联的比赛中所有的急救费用 (不需要住院治疗)全部

由组委会承担。需要住院治疗的,由运动员参赛证相关联的保险

负担，应在就医当天向保险公司说明情况。 

第五十八条  兴奋剂检查(Doping) 

根据国际摔联章程规定，为了同被严格禁止的服用兴奋剂

行为作斗争，国际摔联有权在其管理下的各种比赛中对运动员

进行兴奋剂检测。根据国际摔联规程规定，洲际和世界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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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须进行兴奋剂检测；根据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简称 IOC)章程规定，奥运会和洲际综合运动会必须

进行兴奋剂检测。 

对触犯规定的运动员或官员将立即被取消比赛资格并予以

制裁。国际摔联医务委员会将根据适用的原则决定检测的时间、

数量或次数；化验样本由国际摔联委派的医生在被检测运动员

随队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提取。 

凡未按照上述情况提取的样本，其检测结果无效（见兴奋

剂规定）。 

进行兴奋剂检测的费用由东道主国家或各国协会负担。 

如检测结果呈阳性，按国际摔联反兴奋剂章程进行处罚。

国际摔联根据与国际奥委会签署、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简称 WADA）负责执行的《反兴奋剂条

约》的各项规定开展反兴奋剂工作。 

总部设在瑞士洛桑的体育仲裁法庭将负责受理因兴奋剂原

因而被国际摔联执委会处罚的运动员的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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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则的应用 
 

 

本规则将替代过去旧的版本。 

在改进摔跤技术规则方面，国际摔联执委会是唯一可以修

改上述规则条款的机构。 

本规则是综合了国际摔联前期下发的各种文件和通知而制定。 

本规则包括了由国际摔联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国际摔联执委

会及其辅助机构所提出的所有建议。 

在下一次国际摔联代表大会对执委会针对规则修改或解释

的建议投票表决前，本规则为唯一有效的规则文件。 

如有争议，以法语版本为准。 

各国协会应尽快将此规则翻译成本国官方语言。 

每一位裁判员在比赛中，都应备有一份本国语言版本和一

份国际摔联官方语言（法语或英语）版本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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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基 本 术 语 
 

 

每位裁判员必须熟记并运用以下术语，这些术语是裁判员

之间讨论时的术语。 

1. SALUT 

运动员之间必须相互握手致意。 

2. START 

要求站在垫子对角的运动员到场地中央相互握手致意并接

受检查，然后回到各自的位置等待裁判员吹哨开始比赛。 

3. CONTACT 

跪撑状态时，场上裁判员令运动员将双手放在下面运动员

的背上，站立状态时运动员双方必须进行身体接触。 

4. OPEN 

运动员必须改变其姿势并采取开放的摔法。 

5. DAWAI 

场上裁判员激励双方运动员采取更积极的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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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TTENTION 

在给未处于正确跪撑姿势运动员警告之前,警告消极运动员。 

7. ACTION 

运动员必须使用已准备开始的动作。 

8. HEAD UP 

运动员反复用头抵住对手，在这种消极情况下，场上裁判

员令其将头抬起来，此时运动员必须将头抬起来。 

9. JAMBE 

运动员犯了使用腿的错误（古典式）。 

10. POSITION 

场上裁判员鸣哨之前，跪撑状态时双方运动员开始时的姿

势（或古典式摔跤中令其接触）。 

11. A TERRE 

从跪撑状态重新开始比赛。 

12. PLACE 

运动员在垫子上爬行时，场上裁判员应拍打垫子，并提醒

运动员不要逃出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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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ANGER 

危险状态。 

14. FAULT 

犯规动作或违反规则的行为。 

15. STOP 

暂停比赛。 

16. ZONE 

如果运动员进入橙色区，必须大声地宣布此词。 

17. CONTINUER 

当场上裁判员发出此命令时，比赛必须继续进行；由于惶

惑运动员暂停比赛看着裁判员等待解释时，场上裁判员也可用

此词令比赛继续进行。 

18. TIME OUT 

由于受伤或其它原因一方运动员暂停比赛，场上裁判员应

用此词告诉计时员表示停表。 

19. CENTRE 

运动员必须回到场地中央，在那里继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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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UP 

比赛必须从站立状态重新开始比赛。 

21. INTERVENTION 

侧面裁判员、场上裁判员及执行裁判长召集讨论。 

22. OUT 

界外使用的动作。 

23. OK 

动作有效。如果侧面裁判员和执行裁判长所处的位置，使

其无法靠近运动员使用动作的地方，场上裁判员应举起手臂示

意在场地边缘使用的动作是界内还是界外。 

24. NON 

此词用于示意动作是无效动作。 

25. TOUCHE 

此词用于示意运动员被压致双肩着地。出现双肩着地时，

场上裁判员应自己默念“TOMBE”，然后用手拍击垫子，而后吹哨

示意比赛结束。 

26. DEFA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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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被打败了。 

27. DISQUALIFICATION 

由于缺乏体育道德或者有野蛮行为被取消比赛资格。 

28. FIN 

比赛结束。 

29. CHRONOMETRE 

接到场上裁判员这个指示，计时员必须开表或停表。 

30. GONG 

比赛开始或结束时敲锣的声音。 

31. JURY 

仲裁小组。 

32. ARBITRE 

场裁。 

33. JUGE 

侧裁：一场比赛期间，给运动员打分及协助场上裁判员工

作的裁判员。他还应将比赛期间所使用的全部动作的分数记录

在他的场上记录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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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HEF DE TAPIS 

执行裁判长，对该场比赛负判罚责任。场上裁判员和侧面

裁判员意见不一致时，执行裁判长表态支持一方。 

35. CONSULTATION 

宣布取消比赛资格之前，或场上裁判员和侧面裁判员意见

不一致时，执行裁判长和场上裁判员及侧面裁判员进行讨论。 

36. AVERTISSEMENT 

由场上裁判员宣布对违反规则运动员的制裁。 

37. CLINIC 

裁判员学习班。 

38. PROTEST 

仲裁申诉。 

39. DOCTEUR 

大会医生。 

40. VICTORY 

场上裁判员宣布获胜运动员。 

41. NO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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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裁判员用此词提醒上面的运动员不要跳起来逃脱或上

面的运动员跳起扑向下面的运动员。 

42. CLINCH 

搂抱，见规则第五十一条。 

43. SCORESHEET 

场上记分表。 

44. ROUNDSHEET 

每局对阵表。 

45. WINNER 

获胜方。 

46. VERBAL 

口头提醒。 

47. PASSIVE 

Passive red, Passive blue：提醒消极运动员，举起佩戴与

消极运动员跤服颜色相同的袖套手臂予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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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国际摔联会员协会中文译名及英文缩写 

（按字母顺序排列） 
 

 

 

AFGANISTAN ········································ AFG    阿富汗 

SOUTH AFRICA····································· RSA    南非 

ALBANIA ··············································· ALB    阿尔巴尼亚 

ALGERIA ················································ ALG    阿尔及利亚 

GERMANY ············································· GER    德国 

AMERICAN SAMOA····························· ASA    美属萨摩亚群岛 

ANGOLA ················································ ANG    安哥拉 

SAUDI ARABIA ····································· KSA    沙特阿拉伯 

ARGENTINA ·········································· ARG    阿根廷 

ARMENIA ··············································· ARM    亚美尼亚 

AUSTRALIA ··········································· AUS    澳大利亚 

AUSTRIA ················································ AUT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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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ERBAIDJAN ······································ AZE     阿塞拜疆 

BANGLADESH ······································ BAN    孟加拉共和国 

BELARUS ··············································· BLR     白俄罗斯 

BELGIUM ··············································· BEL     比利时 

BENIN ····················································· BEN    贝宁 

BOLIVIA ················································· BOL    玻利维亚 

BOSNIA&HERZEGOVINA ··················· BIH    波黑 

BRAZIL ··················································· BRA   巴西 

BULGARIA ············································· BUL   保加利亚 

BURKINA FASO ···································· BUR   布基纳法索 

CAMBODIA············································ CAM  柬埔寨 

CAMEROON ·········································· CMR  喀麦隆 

CANADA ················································ CAN   加拿大 

CENTRAL AFRICAN REP ···················· CAF   中非共和国 

CHILE ······················································ CHI    智利 

P.R.CHINA ·············································· CHN  中华人民共和国 

CYPRUS ·················································· CYP    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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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MBIA ············································ COL    哥伦比亚 

CONGO ··················································· CGO   刚果 

D.R.CONGO············································ COD   民主刚果 

KOREA ···················································· KOR   韩国 

D.P.R.KOREA ········································· PRK    朝鲜 

COSTA RICA ·········································· CRC   哥斯达黎加 

IVORY COAST ······································· CIV    象牙海岸 

CROATIA ················································ CRO   克罗地亚 

CUBA ······················································ CUB    古巴 

DENMARK ············································· DEN    丹麦 

DOMINICAN REP ·································· DOM   多米尼加共和国 

EGYPT ···················································· EGY    埃及 

EMIRATS ARABES UNIS ····················· UAE   阿联酋 

ECUADOR ·············································· ECU    厄瓜多尔 

SPAIN ······················································ ESP     西班牙 

ESTONIA ················································ EST    爱沙尼亚  

USA ························································· USA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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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LAND ················································ FIN     芬兰 

FRANCE·················································· FRA   法国 

GAMBIA ················································· GAM  刚比亚 

GEORGIA ··············································· GEO   格鲁吉亚 

GREAT BRITAIN ···································· GBR    英国 

GREECE ·················································· GRE    希腊 

GUAM ····················································· GUM   关岛 

GUATEMALA ········································ GUA   危地马拉 

GUINEA ·················································· GUI    几内亚 

GUINEA—BISSAU ································ GBS    几内亚比绍 

NETHERLANDS ···································· NED    荷兰 

HONDURAS ··········································· HON   洪都拉斯 

HUNGARY·············································· HUN   匈牙利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 IMN    北马里亚纳群岛 

MAURITIUS ··········································· MRI   毛里求斯 

SOLOMON ISLANDS ···························· SOL   所罗门群岛 

VIRGIN ISLANDS ································· ISV    维京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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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 IND    印度 

INDONESIA ············································ INA    印度尼西亚 

I.R.IRAN ·················································· IRI      伊朗 

IRAQ ························································ IRQ    伊拉克 

IRELAND ················································ IRL     爱尔兰 

ICELAND ················································ ISL     冰岛 

ISRAEL ··················································· ISR     以色列 

ITALY ······················································ ITA     意大利 

JAPAN ····················································· JPN    日本 

JORDAN·················································· JOR    约旦 

KAZAKHSTAN ······································ KAZ  哈萨克斯坦 

KENYA ···················································· KEN  肯尼亚 

KOREA ···················································· KOR  韩国 

SAUDI ARABIA ····································· KSA   沙特 

KYRGYZSTAN······································· KGZ  吉尔吉斯斯坦 

LATVIA ··················································· LAT   拉脱维亚 

LEBANON ·············································· LIB    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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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UANIA ··········································· LTU   立陶宛 

LUXEMBURG ········································ LUX    卢森堡 

FORMER Y.R.MACEDONIA················· MKD   马其顿 

MADAGASCAR ····································· MAD   马达加斯加 

MALAYSIA ············································· MAS    马来西亚 

MALI ······················································· MLI     马里 

MALTA ···················································· MLT    马耳他 

MOROCCO ············································· MAR   摩洛哥 

MAURITANIA ········································ MTN   毛里塔尼亚 

MEXICO ·················································· MEX    墨西哥 

F.S.MICRONESIA ·································· FSM     美属密克罗尼西亚 

MOLDOVA ············································· MDA   摩尔多瓦 

MONGOLIA ············································ MGL    蒙古 

MYANMAR ············································ MYA    缅甸  

NAMIBIA ················································ NAM   纳米比亚 

NAURU ··················································· NRU    瑙鲁 

NEPAL ····················································· NEP    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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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ARAGUA ········································· NCA   尼加拉瓜 

NIGER ····················································· NIG    尼日尔 

NIGERIA ················································· NGR   尼日利亚 

NORWAY ················································ NOR   挪威 

NEW ZEALAND ···································· NZL    新西兰 

OUGANDA ············································· UGA   乌干达 

UZBEKISTAN········································· UZB   乌兹别克斯坦 

PAKISTAN ·············································· PAK    巴基斯坦 

PALAU ···················································· PLW    帕劳 

PALESTINE ············································ PLE     巴勒斯坦 

PANAMA ················································ PAN    巴拿马 

PARAGUAY ············································ PAR    巴拉圭 

PERU ······················································· PER    秘鲁 

PHILIPPINES ·········································· PHI     菲律宾 

POLAND ················································· POL    波兰 

PUERTO RICO········································ PUR    波多黎各 

PORTUGAL ············································ POR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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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TAR ···················································· QAT    卡塔尔 

ROMANIA ·············································· ROU   罗马尼亚 

RUSSIA ··················································· RUS    俄罗斯 

SAN－MARINO ····································· SMR   圣马力诺 

SALVADOR EL······································· ESA    萨尔瓦多 

SAMOA ··················································· SAM   萨摩亚 

SENEGAL ··············································· SEN    塞内加尔 

SERBIA ··················································· SRB    塞尔维亚 

SLOVAKIA ············································· SVK    斯洛伐克 

SLOVENIA ············································· SLO    斯洛文尼亚 

SOMALIA ··············································· SOM   索马里 

SOUTH AFRICA····································· RSA    南非 

SUDAN···················································· SUD    苏丹 

SRI LANKA ············································ SRI      斯里兰卡 

SWEDEN ················································· SWE    瑞典 

SWITZERLAND ····································· SWI     瑞士 

SURINAM ··············································· SUR    苏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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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IAN ARAB REP ······························ SYR    叙利亚 

TAJIKISTAN ··········································· TJK     塔吉克斯坦 

CHINESE TAIPEI ··································· TPE     中国台北 

U.R.TANZANIA ····································· TAN    坦桑尼亚 

CHAD ······················································ CHA    乍得 

CZECH REP ············································ CZE     捷克共和国 

THAILAND ············································· THA    泰国 

TOGO ······················································ TOG    多哥 

TUNISIA ················································· TUN    突尼斯 

TURKMENISTAN ·································· TKM   土库曼斯坦 

TURKEY ················································· TUR    土耳其 

UKRAINIA ·············································· UKR    乌克兰 

URUGUAY ·············································· URU    乌拉圭 

VENEZUELA ·········································· VEN    委内瑞拉 

VIETNAM ··············································· VIE      越南 

YEMEN ··················································· YEM    也门 

ZIMBABWE ············································ ZIM     津巴布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