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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至 2021 年周期全国田径项目竞赛规划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确保 2020年东京奥运会备战目标和任务的顺利完成和 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的竞赛组织工作的要求，

充分发挥竞赛杠杆的作用，确保田径项目可持续发展，制定 2018年-2021年周期全国田径项目竞赛规划 

一、总体原则和目标 

本周期的竞赛规划制定，基于服务好高水平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需要，解决好全年训练周期和比赛的结合，以赛

代练、以赛促练工作；解决好四年比赛和全运会结合的工作；满足“我要上奥运“、”我要上全运“等社会各方面

参加全国比赛的需求以及体现推广与普及、宣传田径运动，建设田径大文化的需求。充分发挥“竞赛杠杆”的强制

性主导作用，引领全国田径界进一步贯彻落实“三从一大“、“以赛带（代）练、以赛促练、赛练结合“的先进训

练和竞赛理念，为完成 2020年东京奥运会备战任务和田径项目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竞赛规划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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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事：2018年-2021年周期竞赛规划内容由包括但不限于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以及成年、青少

年等各年龄的年度锦标赛（包括单项锦标赛）、冠军赛、大奖赛、项群赛、分区赛、一日赛、集训赛、大众选拔赛、

街头赛等赛事组成。 

（二）赛季划分：  

按照田径项目各项群的特点将每年的比赛时间划分如下三个基本赛季： 

1、公路跑和马拉松：每年 9月中旬-次年 4月下旬为公路跑和马拉松赛季，将此赛季内的部分国际田联标识赛

事和中国田协金牌赛事设定为马拉松、半程马拉松、10公里跑等各类赛事的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半程马拉松

锦标赛、10公里跑锦标赛等，作为第十四届全运会的个人和团体积分赛事。 

2、竞走项目：每年 2月底至 9月底为竞走比赛赛季，设置全国竞走锦标赛、冠军赛和 4-5场竞走大奖赛，满

足年度比赛和全运会个人和团体积分需求。 

全国竞走锦标赛拟安排在 6月中旬举行。全国竞走冠军赛拟安排在 9月中、下旬举行。 

3、场地项目： 每年度按照训练和比赛需求，安排三个大的比赛周期，可以保证运动员在大赛前的训练和全年

5个半月左右的训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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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3月下旬：为室内比赛、冬季集训项群赛、越野跑赛期，全力打造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和全国

越野跑锦标赛为最高水平赛事； 

（2）5月上旬-6月底为室外比赛赛期，每年的全国锦标赛拟安排在 6月底。 

（3） 9月-10月中旬赛期：全国冠军赛拟安排在 9月中下旬举行。 

三、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 

第十四届全运会仍将采用第十三届全运会的比赛形式，马拉松比赛和决赛分开举行放在上半年举行。第十四届

全运会原则上继续采用第十三届全运会积分排名参加决赛的办法。主要考虑一是通过积分参赛迫使运动员全力投入

比赛获得好成绩、好名次；二是能够迫使运动员完成全年规定的比赛场次；三是运动员能够在比赛中受到监控，防

止全运会年出现黑马现象。 

2018年可以不作为积分年，给各省市一个调整队伍的时间，但各省市注册运动员必须参加规定场次的比赛，才

能参加 2019年开始的全运会积分。 

（一）、项目设置： 

根据 2018-2021年周期的比赛任务和田径项目发展的需要，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拟竞赛项目 54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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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26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0000米、110米栏、400米栏、3000米障碍、10公里竞

走（U20）、20 公里竞走、50 公里竞走、马拉松、20 公里竞走团体（成人组）、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

跳高、撑竿跳高、跳远、 三级跳远、铅球、铁饼、链球、标枪、十项全能。 

2、女子（27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0000米、100米栏、400米栏、3000米障碍、10公里竞

走（U20）、20公里竞走、50公里竞走、马拉松、20公里竞走团体（成人）、马拉松团体、4×100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链球、标枪、七项全能。 

3、男女混合接力(1 项)：4X400米男女混合接力项目。 

说明：上述项目中，男子 800米、5000米、3000米障碍，女子 3000米障碍为奥运会比赛项目，为恢复项目。

男、女青年 10公里竞走项目（U20）、女子 50公里竞走为新增项目；男、女 20竞走团体改为成年运动员参赛，取

消青少年参加竞走团体赛。上述项目设置尚有待总局批准。 

（二）、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田径项目决赛资格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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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采用三年积分的原则，以 2019、2020、2021 年总积分作为参加全运会资格排名标准。每名运动员每年必

须参加 8场以上比赛，并以其中 5场比赛的最好成绩积分作为年度积分。2018年可以不作为积分年，给各省市一个

调整队伍的时间，但各省市注册运动员必须参加规定场次的比赛。 

1、场地项目： 

各项目三年（2019～2021年）积分总排名前 20名者（含接力队）； 

2、公路项目： 

（1）竞走项目个人三年（2019～2021年）积分总排名前 30名者； 

（2）竞走项目团体三年（2019～2021年）比赛成绩积分排名前 12支队伍。 

（3）马拉松项目个人二年（2019、2020年）积分总排名前 30名者； 

(4)马拉松项目团体二年（2019、2020年）比赛成绩积分排名前 12支队伍。 

3、年度积分比例 

（1）三年积分项目： 

2019年占 30%；2020年占 40%；2021年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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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年积分项目： 

2019年占 50%；2020年占 50%。 

    四、年度赛事分类和计划 

主要考虑点： 

（一）以赛带（代）练、以赛促练、赛练结（融）合的训练和竞赛理念，已成为当今国际体坛众多项目的发展

主流，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和促进这个训练理念的实施和推广。 

（二）运动成绩是练出来的，也是比赛比出来的，我们要充分发挥竞赛杠杆的强制性主导作用，促进教练员、

运动员在训练观念和实践方法上的变革创新，比赛是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可以进一步提高训练质量和专项运

动技术水平，最终促进我国田径竞技水平的提高。 

（三）多安排比赛，让运动员多参赛。一方面有利于运动员不断发掘自身潜能，创造好成绩；同时增加赛事奖

金，使运动员增加个人收入，更好地调动运动员训练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利于面向市场开发和大众观赏需求，创造

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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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全运会周期的积分办法，运动员每一年度必须参加 8-12场以上的比赛，选其中 5场最好成绩带入

全运会积分，这样的手段迫使运动员多多参加比赛。 

（五）赛事分类： 

场地类比赛： 

1、全国锦标赛：每年设全国田径锦标赛、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各一场。 

（1）全国田径锦标赛：为年度全国最高水平赛事，个人项目采用成绩达标参赛方式，赛期 4天，时间为 6月

下旬。项目设置除竞走、马拉松外的全部田径项目（含男女 4X400米混合接力）。比赛设名次奖和水平奖。 

在上半年赛期内达标成绩排名：个人项目径赛前 32名、田赛前 20名运动员的具有参赛资格。接力项目和全能

排名前 16支队（人）。 

（2）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为全国室内田径比赛最高水平赛事，采用 2-3月室内赛期内所有比赛各项目排名

前 16名（队）具有参赛资格。赛期 3天。时间为 3月下旬。比赛设名次奖和水平奖。 

项目设置： 



 8 

男子：60米、400米、800米、1500米、60米栏、4X400米接力、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七项全能 

女子：60米、400米、800米、1500米、60米栏、4X400米接力、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五项全能 

（3）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每年 4月下旬，赛期 4天。项目设置除竞走、马拉松外的全部田径项目（含男女

4X400米混合接力） 

2、全国冠军赛：每年设全国田径冠军赛一场 

全国冠军赛：每年 9月下旬举行（全运会、亚运会年放在比赛之后），为仅次于全国锦标赛的全国最高水平比

赛，赛期 3天，全年比赛排名前 16名的运动员（队））获得参赛资格，成绩排名 17-22名的运动员可以自费参赛。 

项目设置除竞走、马拉松外的全部田径项目（含男女 4X400米混合接力）。比赛设名次奖和水平奖。 

3、大奖赛：每年设 3-4站大奖赛，全国各省市注册运动员均可报名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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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室内分区赛和项群集训赛：满足走跑跳投各项群注册运动员的参赛需求。2018年度各项群设 4站，运动员

必须参加 2站以上比赛，否则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2019年度各项群设 6站，运动员必须参加 3站以上比赛，否

则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2020年度各项群设 6站，运动员比赛参加 3站以上比赛，否则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5、室外项项群赛：分为短跨跳、投掷、全能、接力等项群举行比赛，改变传统大奖赛的办赛模式，按项群或

区域划分设置分区赛，所有注册运动员均可报名参赛。考虑在同一地点间隔三天，连续比赛两场，要求运动员取两

场最好成绩参与年度或全运会积分。 

6、精英联赛：打造“高水平、小而精”的精品赛事，考虑市场运作招商和电视转播的需求。比赛设 16个项目，

以中心重点项目为主线，适当增加一些观赏性较强的项目，采取邀请参赛方法，设立高额奖金。2018年精英赛设

4-8站，2019年-2021年设置 8-10场，每年 5-9月举行，总决赛时间设定为 9月。分站赛设成绩奖和名次奖，总决

赛设高额名次奖 

公路项目： 

1、竞走项目：全年设全国竞走锦标赛、全国竞走冠军赛以及竞走大奖赛（集训赛）4-5站。 

（1）全国竞走锦标赛：每年设在 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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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竞走冠军赛：每年 9月份举行。 

（3）竞走大奖赛及集训赛：每年 2-7月举行。 

2、马拉松：每年设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全国马拉松冠军赛、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和全国 10公里锦标赛各一

站，积分赛多站（国际田联标识赛事、中国田协金牌赛事均为积分赛，可自主选择参赛，其中设多站团体积分赛）。 

（1）全国马拉松锦标赛：每年 3月下旬举行。 

（2）全国冠军赛：每年 9、10分举行 

（3）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每年 4月下旬举行。 

（4）全国 10公里锦标赛：每年 3月初举行 

（5）积分赛：每年 9月/10月-次年 4月 

越野跑锦标赛: 

每年设 2站全国越野跑锦标赛,每年在 2月底 3月初举行，主要项目为中长跑项目。 

青少年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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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赛：16-17岁锦标赛（U18）1站、18-19岁锦标赛（U20）1站、传统校比赛 3站（南、北区、总决赛、

年龄 14-18岁），田径单项后备人才基地锦标赛 1站、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田径锦标赛暨全国少年（14-15岁）

锦标赛 1站，田径耐力项目高原地区对抗赛 1站，竞走少年项目和成人比赛一起进行（竞走大奖赛、冠军赛、锦标

赛）。 

街头赛： 

每年年度设 4-6站，每站设 1-2个观赏性强的项目。旨在打造精英选手展示高水平运动技能的舞台，联合大众

选手的参与比赛和互动，集观赏性与娱乐性为一体，宣传和推广田径运动文化。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短跑、跨栏等。 

全民大众挑战达标赛：多场，可单独举行，也可结合项群赛、一日赛举行，充分调动大众参与田径比赛的积极

性。 

五、年度竞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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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田径赛事规划 

赛事分类 赛事名称 参赛对象 比赛设项 赛事安排 

越野跑 全国越野跑锦标赛（2站） 
800米、1500米、3000米、3000

米障碍、5000米、10000米、运

动员必须参加 1站越野赛、1站

中长跑项群赛，否则不得参加后

续其它赛事。 

少年：4公里、6公里 

青年：6公里、8公里 

成年：6公里、12公里 

2月下旬 

中长跑 全国田径中长跑项群赛（2站） 

800米、1500米、3000

米、3000米障碍、5000

米、10000米 

3月中旬前 

室内系列赛 

全国室内分区系列赛（4站） 

 所有注册运动员，不参加 2站室

内比赛，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60米、200米、400米、

800米、60米栏、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七（五）

项全能 

2月下旬-3月

中旬 

项群集训赛（2-3站） 短、跨、跳项目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室内系列赛（含项群赛）排名前

16名 

60米、200米、400米、

800米、60米栏、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七（五）

项全能 

3月底 

竞走大奖系 全国竞走大奖赛（4站） 相关运动员必须参加 2站以上， 青少年：5公里、10公 3月初-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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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赛 否则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里、30公里； 

成年：20公里、50公里、

20公里团体 

旬 

马拉松 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大奖赛、冠军赛（可跨年度）2

场最好成绩积分排名前 30名的

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全程 3月下旬 

项群赛 
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1、2站） 

 

该项群所有注册运动员、相关运

动员须参加 2站，否则不得参加

后续其它赛事。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3月底 4月初 

锦标赛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U20） 
全国所有符合年龄的注册运动

员 

除竞走、马拉松外的是

所有项目 
4月下旬 

锦标赛 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 20岁以下所有注册运动员 半程马拉松 4月下旬 

项群赛 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3、4站） 

1、该项群所有注册运动员 

2、青少年运动员（含后备人才

基地运动员） 

3、大众挑战赛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5月上旬 

全国大奖赛/

项群赛 

全国田径大奖赛（3站） 

所有注册运动员 

 5月 

全国田径短跑、跨栏、跳跃项群赛

（4站） 

 

100米、200米、400米、

110米栏、100米栏、400

米栏、、跳高、撑竿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 

5月-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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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群塞 全国接力锦标系列赛（4 站） 

1、所有注册运动员，各省可单

独组队，也可跨单位组队 

2、青少年注册运动员（含后备

人才基地注册运动员） 

3、大众挑战赛 

4X100米接力、4X200米

接力、4X400米接力、

4X800米接力、4X400米

男女混合接力、异程接

力 

5月-7月 

分区赛 

全国田径大奖分区赛（6-10站） 

华东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

解放军； 

华南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香港、澳门； 

华北区：河北、山西、北京、天津、

内蒙古； 

华中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

江西； 

东北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西部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西藏、宁夏、新疆、青海、陕西、

甘肃； 

所有注册运动员 

参加规定场次项群赛的运动员

均可按照区域划分报名参加比

赛；可在同一地点连续比赛两

场。 

常规设项，考虑地区发

展项目的不均衡性。 

5月-6月中旬

不同区域比赛，

时间地点肯定

有差异，同一项

目的运动员比

赛环境和条件

存在差异。不同

区域的运动员

只有 1站参赛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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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英 赛 

全国田径精英赛（分站赛 6-8站）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或武汉。 

采用邀请全国最高水平运动员

参加的参赛方式， 

参赛人数： 

径赛：短跑项目：8-9人 

中长跑项目：10-12人 

跳跃项目：10-12人 

投掷项目：10-12人 

 

1、以我国备战奥运会重

点项目为主，每场比赛

设项：16项 

2、适当安排青少年组的

短跑、接力项目 

5月-7月 

 

全国田径精英赛总决赛 

全国田径精英塞分站赛排名前 

径赛：短跑项目：8-9人 

中长跑项目：12人 

跳跃项目： 12人 

投掷项目： 12人 

 

9月份 

锦标赛 全国竞走锦标赛 

1、 竞走大奖赛3站成绩积分排

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

参赛资格。 

2、 青少年/后备人才基地运动

员 

青少年：5公里、10公

里、30公里； 

成年：20公里、50公里、

20公里团体 

6月中旬 

锦标赛  全国田径锦标赛 

采用达标参赛制，个人项目径赛

前 32 名、田赛前 20名运动员的

具有参赛资格。接力项目和全能

 

除竞走、马拉松外的所

有场地项目。 

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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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16支队（人）  

 

项群赛 

全国竞走项群赛 

主要服务于世界大赛的备战 

男女 20公里 

男子：30公里 
7月底 8月初 

 
短跨跳项群赛 世界大赛的参赛项目 

投掷项群赛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冠军赛 全国竞走冠军赛 

上半年竞走比赛成绩排名，各单

项排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参

赛资格。 

 

男、女 20公里 

男、女 50公里 

青少年：男子 10公里 

        女子 5公里 

 

9月份 

冠军赛 全国田径冠军赛 

全年比赛排名前 16名的运动员

（队））获得参赛资格，成绩排

名 17-22名的运动员可以自费

参赛 

除竞走、马拉松外全部

场地项目 
9月下旬 

马拉松积分

赛 
全国马拉松积分系列赛 所有符合年龄的注册运动员 全程马拉松 

每年 10月至次

年 4月在中国

举办的 IAAF标

识赛事和中国

田径金牌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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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赛 全国马拉松冠军赛 

2站马拉松大奖赛成绩积分排

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参赛资

格。 

全程马拉松 9/10月份 

青 

少 

年 

赛 

全国少年田径（U18）锦标赛 

1站 
16-17岁注册运动员 常规设项 5月 

全国田径后备人才基地锦标赛 

1站 

14-15岁组男、女运动员 

16-17岁组男、女运动员 
常规设项 8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南区） 

1站 
国家级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常规设项 7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北区） 

1站 
国家级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常规设项 7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总决赛） 

1站 

南北区比赛各单项排名前 16名

的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常规设项 8月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少年（14-15）田

径锦标赛（1站）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会员

单位均可报名参赛。甲组 16-17

岁；乙组 14-15岁。 

常规设项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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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际重要赛事： 

1、国际田联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3月 1-4日  英国伯明翰 

2、国际田联世界半程马拉松锦标赛：3月 24日  西班牙维罗尼西亚 

3、国际田联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5月 5-6日  中国太仓 

4、国际田联 U20世界锦标赛：7月 10日-15日  芬兰 Tampere 

5、亚运会：8月 22-29日  印尼雅加达 

6、洲际杯赛：9月 8-9日   捷克 

7、第三届青奥会：10月 1-12日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田径耐力项目高原地区对抗赛 

1站 

云南、贵州、青海、甘肃、西藏、

内蒙古、新疆、四川、陕西，运

动员 14-17岁。 

中长跑、竞走 8月 

街 

头 

赛  

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6站） 

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成都、武汉 

 

邀请国内外高水平运动员参赛，

结合大众选手比赛。集竞技性与

娱乐性为一体，宣传和推广田径

运动文化。 

各站设不同的比赛项

目，1-2项的比赛，观赏

性强的比赛。跳高、撑

竿跳高、跳远、三级跳

远、短跑、跨栏等。 

国内、国际大赛 

前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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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田径赛事规划 

赛事分类 赛事名称 参赛对象 比赛设项 赛事安排 

越野跑 全国越野跑锦标赛（2站） 
800米、1500米、3000米、3000

米障碍、5000米、10000米、运

动员必须参加 1站越野赛、1站

中长跑项群赛，否则不得参加后

续其它赛事。 

少年：4公里、6公里 

青年：6公里、8公里 

成年：6公里、12公里 

2月底 3月初 

中长跑 全国田径中长跑项群赛（2站） 

800米、1500米、3000

米、3000米障碍、5000

米、10000米 

3月中旬前 

室内系列赛 

全国室内（分区）系列赛（6站） 

 所有注册运动员，不参加 2站室

内比赛，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60米、200米、400米、

800米、60米栏、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七（五）

项全能 

2月下旬-3月

中旬 

项群集训赛（3-4站） 短、跨、跳项目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室内系列赛（含项群赛）排名前

16名 

60米、200米、400米、

800米、60米栏、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七（五）

项全能 

3月底 

竞走大奖系 全国竞走大奖赛（6站） 相关运动员必须参加 2站以上， 青少年：5公里、10公 3月初-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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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赛 否则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里、30公里； 

成年：20公里、50公里、

20公里团体 

马拉松 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大奖赛、冠军赛（可跨年度）2

场最好成绩积分排名前 30名的

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全程 3月下旬 

项群赛 
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1、2站） 

 

该项群所有注册运动员、相关运

动员须参加 2站，否则不得参加

后续其它赛事。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3月底 4月初 

锦标赛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U20） 
全国所有符合年龄的注册运动

员 

除竞走、马拉松外的是

所有项目 
4月下旬 

锦标赛 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 20岁以下所有注册运动员 半程马拉松 4月下旬 

项群赛 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3、4站） 

1、该项群所有注册运动员 

2、青少年运动员（含后备人才

基地运动员） 

3、大众挑战赛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5月上旬-中旬 

全国大奖赛/

项群赛 

全国田径大奖赛（3站） 

所有注册运动员 

常规项目设置 

5月-6月底 

 

 

全国田径短跑、跨栏、跳跃项群赛

（4站） 

 

100米、200米、400米、

110米栏、100米栏、400

米栏、、跳高、撑竿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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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群塞 全国接力锦标系列赛（4 站） 

1、所有注册运动员，各省可单

独组队，也可跨单位组队 

2、青少年注册运动员（含后备

人才基地注册运动员） 

3、大众挑战赛 

4X100米接力、4X200米

接力、4X400米接力、

4X800米接力、4X400米

男女混合接力、异程接

力 

5月-7月 

分区赛 

全国田径大奖分区赛（6-12站） 

华东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

解放军； 

华南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香港、澳门； 

华北区：河北、山西、北京、天津、

内蒙古； 

华中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

江西； 

东北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西部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西藏、宁夏、新疆、青海、陕西、

甘肃； 

所有注册运动员 

参加规定场次项群赛的运动员

均可按照区域划分报名参加比

赛；可在同一地点连续比赛两

场。 

常规设项，考虑地区发

展项目的不均衡性。 

5月-6月底 

不同区域比赛，

时间地点肯定

有差异，同一项

目的运动员比

赛环境和条件

存在差异。不同

区域的运动员

只有 1站参赛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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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英 赛 

全国田径精英赛（分站赛 6-8站）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或武汉。 

采用邀请全国最高水平运动员

参加的参赛方式， 

参赛人数： 

径赛：短跑项目：8-9人 

中长跑项目：10-12人 

跳跃项目：10-12人 

投掷项目：10-12人 

 

1、以我国备战奥运会重

点项目为主，每场比赛

设项：16项 

2、适当安排青少年组的

短跑、接力项目 

5月-7月 

 

全国田径精英赛总决赛 

全国田径精英塞分站赛排名前 

径赛：短跑项目：8-9人 

中长跑项目：12人 

跳跃项目： 12人 

投掷项目： 12人 

 

9月份 

锦标赛 全国竞走锦标赛 

3、 竞走大奖赛3站成绩积分排

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

参赛资格。 

4、 青少年/后备人才基地运动

员 

青少年：5公里、10公

里、30公里； 

成年：20公里、50公里、

20公里团体 

6月中旬 

锦标赛  全国田径锦标赛 

采用达标参赛制，个人项目径赛

前 32 名、田赛前 20名运动员的

具有参赛资格。接力项目和全能

 

除竞走、马拉松外的所

有场地项目。 

7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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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16支队（人）  

 

项群赛 

全国竞走项群赛 

主要服务于世界大赛的备战 

男女 20公里 

男子：30公里 
9月初 

 
短跨跳项群赛 世界大赛的参赛项目 

投掷项群赛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冠军赛 全国竞走冠军赛 

全年竞走比赛成绩排名，各单项

排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参赛

资格。 

 

男、女 20公里 

男、女 50公里 

青少年：男子 10公里 

        女子 5公里 

 

10月中旬 

冠军赛 全国田径冠军赛 

全年比赛排名前 16名的运动员

（队））获得参赛资格，成绩排

名 17-22名的运动员可以自费

参赛 

除竞走、马拉松外全部

场地项目 
10月中旬 

马拉松积分

赛 
全国马拉松积分系列赛 所有符合年龄的注册运动员 全程马拉松 

每年 10月至次

年 4月在中国

举办的 IAAF标

识赛事和中国

田径金牌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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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赛 全国马拉松冠军赛 

2站马拉松大奖赛成绩积分排

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参赛资

格。 

全程马拉松 9月/10月份 

青 

少 

年 

赛 

全国少年田径（U18）锦标赛 

1站 
16-17岁注册运动员 常规设项 5月 

全国田径后备人才基地锦标赛 

1站 

14-15岁组男、女运动员 

16-17岁组男、女运动员 
常规设项 8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南区） 

1站 
国家级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常规设项 7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北区） 

1站 
国家级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常规设项 7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总决赛） 

1站 

南北区比赛各单项排名前 16名

的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常规设项 8月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少年（14-15）田

径锦标赛（1站）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会员

单位均可报名参赛。甲组 16-17

岁；乙组 14-15岁。 

常规设项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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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国际重要赛事： 

1、国际田联世界越野锦标赛：3月 30日  丹麦 Aarhus 

2、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9月 28日-10月 6日  卡塔尔多哈 

3、亚洲田径锦标赛：预计 6月初 

 

2019年国内重要赛事：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山西太原，时间预计为 8-9月 

 

 

田径耐力项目高原地区对抗赛 

1站 

云南、贵州、青海、甘肃、西藏、

内蒙古、新疆、四川、陕西，运

动员 14-17岁。 

中长跑、竞走 8月 

街 

头 

赛  

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6站） 

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成都、武汉 

 

邀请国内外高水平运动员参赛，

结合大众选手比赛。集竞技性与

娱乐性为一体，宣传和推广田径

运动文化。 

各站设不同的比赛项

目，1-2项的比赛，观赏

性强的比赛。跳高、撑

竿跳高、跳远、三级跳

远、短跑、跨栏等。 

国内、国际大赛 

前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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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田径赛事规划 

赛事分类 赛事名称 参赛对象 比赛设项 赛事安排 

越野跑 全国越野跑锦标赛（2站） 
800米、1500米、3000米、3000

米障碍、5000米、10000米、运

动员必须参加 1站越野赛、1站

中长跑项群赛，否则不得参加后

续其它赛事。 

少年：4公里、6公里 

青年：6公里、8公里 

成年：6公里、12公里 

2月下旬 

中长跑 全国田径中长跑项群赛（2站） 

800米、1500米、3000

米、3000米障碍、5000

米、10000米 

3月中旬前 

室内系列赛 

全国室内分区系列赛（4站） 

 所有注册运动员，不参加 2站室

内比赛，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60米、200米、400米、

800米、60米栏、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七（五）

项全能 

2月下旬-3月

中旬 

项群集训赛（2-3站） 短、跨、跳项目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室内系列赛（含项群赛）排名前

16名 

60米、200米、400米、

800米、60米栏、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七（五）

项全能 

3月底 

竞走大奖系 全国竞走大奖赛（6站） 相关运动员必须参加 2站以上， 青少年：5公里、10公 3月初-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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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赛 否则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里、30公里； 

成年：20公里、50公里、

20公里团体 

旬 

马拉松 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大奖赛、冠军赛（可跨年度）2

场最好成绩积分排名前 30名的

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全程 3月下旬 

项群赛 
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1、2站） 

 

该项群所有注册运动员、相关运

动员须参加 2站，否则不得参加

后续其它赛事。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3月底 4月初 

锦标赛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U20） 
全国所有符合年龄的注册运动

员 

除竞走、马拉松外的是

所有项目 
4月下旬 

锦标赛 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 20岁以下所有注册运动员 半程马拉松 4月下旬 

项群赛 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3、4站） 

1、该项群所有注册运动员 

2、青少年运动员（含后备人才

基地运动员） 

3、大众挑战赛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5月上旬 

全国大奖赛/

项群赛 

全国田径大奖赛（3站） 

所有注册运动员 

 5月 

全国田径短跑、跨栏、跳跃项群赛

（4站） 

 

100米、200米、400米、

110米栏、100米栏、400

米栏、、跳高、撑竿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 

5月-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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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群塞 全国接力锦标系列赛（4 站） 

1、所有注册运动员，各省可单

独组队，也可跨单位组队 

2、青少年注册运动员（含后备

人才基地注册运动员） 

3、大众挑战赛 

4X100米接力、4X200米

接力、4X400米接力、

4X800米接力、4X400米

男女混合接力、异程接

力 

5月-7月 

分区赛 

全国田径大奖分区赛（6-10站） 

华东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

解放军； 

华南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香港、澳门； 

华北区：河北、山西、北京、天津、

内蒙古； 

华中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

江西； 

东北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西部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西藏、宁夏、新疆、青海、陕西、

甘肃； 

所有注册运动员 

参加规定场次项群赛的运动员

均可按照区域划分报名参加比

赛；可在同一地点连续比赛两

场。 

常规设项，考虑地区发

展项目的不均衡性。 

5月-6月中旬

不同区域比赛，

时间地点肯定

有差异，同一项

目的运动员比

赛环境和条件

存在差异。不同

区域的运动员

只有 1站参赛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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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英 赛 

全国田径精英赛（分站赛 6-8站）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或武汉。 

采用邀请全国最高水平运动员

参加的参赛方式， 

参赛人数： 

径赛：短跑项目：8-9人 

中长跑项目：10-12人 

跳跃项目：10-12人 

投掷项目：10-12人 

 

1、以我国备战奥运会重

点项目为主，每场比赛

设项：16项 

2、适当安排青少年组的

短跑、接力项目 

5月-7月 

 

全国田径精英赛总决赛 

全国田径精英塞分站赛排名前 

径赛：短跑项目：8-9人 

中长跑项目：12人 

跳跃项目： 12人 

投掷项目： 12人 

 

9月份 

锦标赛 全国竞走锦标赛 

5、 竞走大奖赛3站成绩积分排

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

参赛资格。 

6、 青少年/后备人才基地运动

员 

青少年：5公里、10公

里、30公里； 

成年：20公里、50公里、

20公里团体 

6月中旬 

锦标赛  全国田径锦标赛 

采用达标参赛制，个人项目径赛

前 32 名、田赛前 20名运动员的

具有参赛资格。接力项目和全能

 

除竞走、马拉松外的所

有场地项目。 

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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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16支队（人）  

 

项群赛 

全国竞走项群赛 

主要服务于世界大赛的备战 

男女 20公里 

男子：30公里 
7月底 8月初 

 
短跨跳项群赛 世界大赛的参赛项目 

投掷项群赛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冠军赛 全国竞走冠军赛 

上半年竞走比赛成绩排名，各单

项排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参

赛资格。 

 

男、女 20公里 

男、女 50公里 

青少年：男子 10公里 

        女子 5公里 

 

9月初 

冠军赛 全国田径冠军赛 

全年比赛排名前 16名的运动员

（队））获得参赛资格，成绩排

名 17-22名的运动员可以自费

参赛 

除竞走、马拉松外全部

场地项目 
9月下旬 

马拉松积分

赛 
全国马拉松积分系列赛 所有符合年龄的注册运动员 全程马拉松 

每年 10月至次

年 4月在中国

举办的 IAAF标

识赛事和中国

田径金牌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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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赛 全国马拉松冠军赛 

2站马拉松大奖赛成绩积分排

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参赛资

格。 

全程马拉松 9/10月份 

青 

少 

年 

赛 

全国少年田径（U18）锦标赛 

1站 
16-17岁注册运动员 常规设项 5月 

全国田径后备人才基地锦标赛 

1站 

14-15岁组男、女运动员 

16-17岁组男、女运动员 
常规设项 8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南区） 

1站 
国家级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常规设项 7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北区） 

1站 
国家级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常规设项 7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总决赛） 

1站 

南北区比赛各单项排名前 16名

的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常规设项 8月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少年（14-15）田

径锦标赛（1站）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会员

单位均可报名参赛。甲组 16-17

岁；乙组 14-15岁。 

常规设项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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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国际重要赛事： 

1、国际田联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预计 3 月  地点待定 

2、国际田联世界半程马拉松锦标赛：预计 3月下旬  地点待定 

3、国际田联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预计 5 月上旬 

4、国际田联 U20世界锦标赛：预计 7月 

5、奥运会：7月 24日-8月 9日  日本东京 

 

 

田径耐力项目高原地区对抗赛 

1站 

云南、贵州、青海、甘肃、西藏、

内蒙古、新疆、四川、陕西，运

动员 14-17岁。 

中长跑、竞走 8月 

街 

头 

赛  

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6站） 

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成都、武汉 

 

邀请国内外高水平运动员参赛，

结合大众选手比赛。集竞技性与

娱乐性为一体，宣传和推广田径

运动文化。 

各站设不同的比赛项

目，1-2项的比赛，观赏

性强的比赛。跳高、撑

竿跳高、跳远、三级跳

远、短跑、跨栏等。 

国内、国际大赛 

前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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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田径赛事规划 

赛事分类 赛事名称 参赛对象 比赛设项 赛事安排 

越野跑 全国越野跑锦标赛（2站） 
800米、1500米、3000米、3000

米障碍、5000米、10000米、运

动员必须参加 1站越野赛、1站

中长跑项群赛，否则不得参加后

续其它赛事。 

少年：4公里、6公里 

青年：6公里、8公里 

成年：6公里、12公里 

2月下旬 

中长跑 全国田径中长跑项群赛（2站） 

800米、1500米、3000

米、3000米障碍、5000

米、10000米 

3月中旬前 

室内系列赛 

全国室内分区系列赛（4站） 

 所有注册运动员，不参加 2站室

内比赛，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60米、200米、400米、

800米、60米栏、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七（五）

项全能 

2月下旬-3月

中旬 

项群集训赛（2-3站） 短、跨、跳项目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室内系列赛（含项群赛）排名前

16名 

60米、200米、400米、

800米、60米栏、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七（五）

项全能 

3月底 

竞走大奖系 全国竞走大奖赛（4站） 相关运动员必须参加 2站以上， 青少年：5公里、10公 3月初-5月上



 34 

列赛 否则不得参加后续其它赛事。 里、30公里； 

成年：20公里、50公里、

20公里团体 

旬 

马拉松 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大奖赛、冠军赛（可跨年度）2

场最好成绩积分排名前 30名的

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全程 3月下旬 

项群赛 
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1、2站） 

 

该项群所有注册运动员、相关运

动员须参加 2站，否则不得参加

后续其它赛事。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3月底 4月初 

锦标赛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U20） 
全国所有符合年龄的注册运动

员 

除竞走、马拉松外的是

所有项目 
4月下旬 

锦标赛 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 20岁以下所有注册运动员 半程马拉松 4月下旬 

项群赛 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3、4站） 

1、该项群所有注册运动员 

2、青少年运动员（含后备人才

基地运动员） 

3、大众挑战赛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5月上旬 

全国大奖赛/

项群赛 

全国田径大奖赛（3站） 

所有注册运动员 

 5月 

全国田径短跑、跨栏、跳跃项群赛

（4站） 

 

100米、200米、400米、

110米栏、100米栏、400

米栏、、跳高、撑竿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 

5月-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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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群塞 全国接力锦标系列赛（4 站） 

1、所有注册运动员，各省可单

独组队，也可跨单位组队 

2、青少年注册运动员（含后备

人才基地注册运动员） 

3、大众挑战赛 

4X100米接力、4X200米

接力、4X400米接力、

4X800米接力、4X400米

男女混合接力、异程接

力 

5月-7月 

分区赛 

全国田径大奖分区赛（6-10站） 

华东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

解放军； 

华南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香港、澳门； 

华北区：河北、山西、北京、天津、

内蒙古； 

华中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

江西； 

东北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西部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西藏、宁夏、新疆、青海、陕西、

甘肃； 

所有注册运动员 

参加规定场次项群赛的运动员

均可按照区域划分报名参加比

赛；可在同一地点连续比赛两

场。 

常规设项，考虑地区发

展项目的不均衡性。 

5月-6月中旬

不同区域比赛，

时间地点肯定

有差异，同一项

目的运动员比

赛环境和条件

存在差异。不同

区域的运动员

只有 1站参赛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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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英 赛 

全国田径精英赛（分站赛 6-8站）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或武汉。 

采用邀请全国最高水平运动员

参加的参赛方式， 

参赛人数： 

径赛：短跑项目：8-9人 

中长跑项目：10-12人 

跳跃项目：10-12人 

投掷项目：10-12人 

 

1、以我国备战奥运会重

点项目为主，每场比赛

设项：16项 

2、适当安排青少年组的

短跑、接力项目 

5月-7月 

 

全国田径精英赛总决赛 

全国田径精英塞分站赛排名前 

径赛：短跑项目：8-9人 

中长跑项目：12人 

跳跃项目： 12人 

投掷项目： 12人 

 

9月份 

锦标赛 全国竞走锦标赛 

7、 竞走大奖赛3站成绩积分排

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

参赛资格。 

8、 青少年/后备人才基地运动

员 

青少年：5公里、10公

里、30公里； 

成年：20公里、50公里、

20公里团体 

6月中旬 

锦标赛  全国田径锦标赛 

采用达标参赛制，个人项目径赛

前 32 名、田赛前 20名运动员的

具有参赛资格。接力项目和全能

 

除竞走、马拉松外的所

有场地项目。 

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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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16支队（人）  

 

项群赛 

全国竞走项群赛 

主要服务于世界大赛的备战 

男女 20公里 

男子：30公里 
7月底 8月初 

 
短跨跳项群赛 世界大赛的参赛项目 

投掷项群赛 
铅球、铁饼、标枪、链

球 

冠军赛 全国竞走冠军赛 

上半年竞走比赛成绩排名，各单

项排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参

赛资格。 

 

男、女 20公里 

男、女 50公里 

青少年：男子 10公里 

        女子 5公里 

 

10月中旬 

冠军赛 全国田径冠军赛 

全年比赛排名前 16名的运动员

（队））获得参赛资格，成绩排

名 17-22名的运动员可以自费

参赛 

除竞走、马拉松外全部

场地项目 
10月中旬 

冠军赛 全国马拉松冠军赛 

2站马拉松大奖赛成绩积分排

名前 30名的运动员获得参赛资

格。 

全程马拉松 9/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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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少 

年 

赛 

全国少年田径（U18）锦标赛 

1站 
16-17岁注册运动员 常规设项 5月 

全国田径后备人才基地锦标赛 

1站 

14-15岁组男、女运动员 

16-17岁组男、女运动员 
常规设项 8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南区） 

1站 
国家级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常规设项 7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北区） 

1站 
国家级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常规设项 7月 

全国田径传统学校联赛（总决赛） 

1站 

南北区比赛各单项排名前 16名

的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常规设项 8月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少年（14-15）田

径锦标赛（1站）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会员

单位均可报名参赛。甲组 16-17

岁；乙组 14-15岁。 

常规设项 7月 

田径耐力项目高原地区对抗赛 

1站 

云南、贵州、青海、甘肃、西藏、

内蒙古、新疆、四川、陕西，运

动员 14-17岁。 

中长跑、竞走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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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国际重要赛事： 

1、国际田联世界越野锦标赛：预计 3月底 

2、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 8月 6-15日，美国尤金 

  2021年全运会：时间待定 

 

 

街 

头 

赛  

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6站） 

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成都、武汉 

 

邀请国内外高水平运动员参赛，

结合大众选手比赛。集竞技性与

娱乐性为一体，宣传和推广田径

运动文化。 

各站设不同的比赛项

目，1-2项的比赛，观赏

性强的比赛。跳高、撑

竿跳高、跳远、三级跳

远、短跑、跨栏等。 

国内、国际大赛 

前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