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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纲 
 

 

 

 

一、考试目的 

为加强羽毛球裁判员队伍的梯队建设和能力培养，适应包括国

际大赛在内的各类赛事和全民健身羽毛球运动对裁判队伍不断增长

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推动我国羽毛球事业发展，根据《中国羽毛球

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判员考试的函》的有关

要求组织本次考试。 

二、考试性质 

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判员考试是选拔性考试。该考试面向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和各有

关体育院校所推荐的符合报考条件的羽毛球裁判员考生；并对他们

进行涵盖羽毛球规则、裁判法、竞赛编排方法、临场执裁能力、英

语水平的全面考核。考试成绩将作为审批羽毛球国家级裁判员的依

据，并择优录取。 

三、考试依据 

（一）《中国羽毛球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 

（二）《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员考试的函》 

（三）中国羽毛球协会 2017 年审定出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四、考试科目 

（一）羽毛球规则与裁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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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羽毛球竞赛编排 

（三）英语（含规则与裁判法） 

（四）临场执裁（英语宣报） 

（五）规则裁判法口试（含英语口试） 

各考试科目要求详见相应科目考纲。 

五、考试形式与结构 

（一）考试方式 

闭卷笔试、闭卷口试、临场英语执裁。 

（二）考试时间 

1. 各科笔试时长 120分钟； 

2. 每位考生汉语口试时长 2分钟； 

3. 每位英语破格考生的英语口试时长 2分钟，其他每位考生的

英语口试时长 1分钟。 

（三）分值 

每科目考试满分 100分 

（四）试题结构 

1. 主要题型 

填空、判断、选择、简答、问答等。 

2. 内容比例 

基础知识 45%-60% 

基本技能 20%-25% 

综合应用能力 15%-20% 

其他 5%-10% 

注：各科目考纲表述的命题内容比例允许有 5%增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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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题型分数比例和难易度比例 

由各科目工作小组制定。 

六、判卷、成绩组成、分数线和录取 

（一）每个科目的考试结束后，由考委交叉封卷后采取背靠背

（不见考生姓名）方式阅卷、评分、核分。 

（二）每位考生规则与裁判法科目的笔试成绩按照 90%的比例计

入本人本科目成绩；汉语口试的成绩按照 10%的比例计入本人本科目

成绩。 

（三）每位英语破格考生的英语笔试成绩按照 90%的比例计入本

人本科目成绩，英语口试成绩按照 10%的比例计入本人本科目成绩。

其他每位考生的英语笔试成绩按照 95%的比例计入本人本科目成绩，

英语口试成绩按照 5%的比例计入本人本科目成绩。 

（四）只有每科（规则裁判法，竞赛编排，英语、临场执裁）

成绩都达到分数线的考生方可被录取。 

（五）分数线划定 

满分：100分； 

优秀：90（含）以上分； 

及格：60（含）以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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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科目考纲 
 

 

 

 

一、指导思想和考试目的 

根据《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考试的函》的要求，通过本科目考试对考生在羽毛球比赛规则、

裁判法、规范用语的理解、表述、以及运用能力掌握等方面，给出

全面、客观、准确的评分成绩。 

二、考试依据 

（一）《中国羽毛球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 

（二）《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员考试的函》 

（三）中国羽毛球协会 2017 年审定出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三、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一）考试方式 

1.闭卷笔试 

2.闭卷口试 

（二）考试时长 

1. 闭卷笔试：120 分钟 

2. 闭卷口试：每位考生 2分钟 

四、考试内容和考点知识占比分布 

（一）考试内容范围 

1.《羽毛球竞赛规则》第一章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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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则（第 2-14页） 

（2）对技术官员的建议（含记分表的使用）（第 17-45 页） 

（3）技术官员规范用语（第 46-52页） 

（4）即时回放系统（第 54页） 

2.《羽毛球竞赛规则》第二章以下内容： 

（1）场地规定（第 100-101页） 

（2）比赛用球（第 101页） 

（3）裁判椅（第 102页） 

（4）场区广告（第 102-103页） 

（5）比赛服装（第 103-114页） 

3.《羽毛球竞赛规则》第三章以下的内容 

（1）教练员、随队官员行为规范（第 122-123页） 

（2）运动员行为规范（第 124-128页） 

（3）处罚规定（第 128-132页） 

4. 有关裁判长职责、业务、工作流程和能力的内容 

5. 中国羽毛球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 

（二）考点知识占比分布 

1. 基础知识 45% 

考试内容：考试范围所列的全部内容 

2. 基本技能 30% 

考试内容：规则、建议、服装规定、行为规范、计分表使用 

3. 综合应用能力 25% 

考试内容：规则、建议 

五、考试题型、难易度及分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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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试（满分 100分） 

1. 填空题 20%（一般 10%，中等 10%） 

2. 判断题 15%（一般 5%，中等 5%，难 5%） 

3. 选择题 15%（一般 5%，中等 5%，难 5%） 

4. 简答题 30%（一般 15%，中等 10%，难 5%） 

5. 问答题 20%（中等 5%，难 15%） 

（二）口试（满分 100分）（中等） 

六、成绩组成和各分数线划定 

（一）成绩组成 

规则和裁判法考试成绩由笔试和口试成绩组成。笔试和口试单

独成绩满分各为 100分。各个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笔试成绩占 90%，

口试成绩占 10%，合计成绩总分为 100分。 

（二）分数线划定 

满分：100分； 

优秀：90分； 

及格：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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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试科目考纲 
 

 

 

 

一、指导思想和考试目的 

根据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考试的函》的要求，通过口试对考生理解掌握羽毛球竞赛规则和

裁判法的程度、思维逻辑性、口头表达能力、对英文规则的熟悉程

度以及英语表述能力，给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分成绩。 

二、考试依据 

（一）《中国羽毛球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 

（二）《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员考试的函》 

（三）中国羽毛球协会 2017 年审定出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三、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一）考试方式 

1. 每位考生的汉语、英语口试在一个时段进行。先进行汉语口

试，再进行英语口试。 

2. 汉语口试采用抽签选取题目，由考生进行阐述、答辩。 

3. 英语口试对英语破格考生和其他考生分别采用不同的口试

题目，由对应考生进行答辩。 

（二）考试时间 

1. 汉语口试 

考生在备考室阅题后有不超过 1 分钟的思考时间，进入考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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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委提出的问题进行阐述，答辩，限时 2分钟。 

2. 英语口试 

考生在考完汉语口试后，即根据考委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英

语破格考生限时 2分钟，其他考生限时 1分钟。 

四、考试内容和考点知识占比分布 

（一）考试内容 

1. 规则与裁判法（含英文版） 

2. 英语 

（二）考点知识占比分布 

1. 基础知识    45% 

2. 基本技能    20% 

3. 综合能力    25% 

4. 其他        10% 

五、考试题型、难易度及分数比例 

（一）口试题型：问答题/答辩题（口试题目及评分标准由全体

考委讨论决定） 

（二）难易度 

1．汉语口试题目:中等难度 

2．英语口试题目：英语破格考生中等难度，其他考生一般难度 

（三）分数比例：满分 100分 

1．汉语口试 

回答准确度      20% 

逻辑思维能力    20% 

语言组织及表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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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        20% 

反应能力        10% 

仪表气质        10% 

2．英语口试 

回答准确度      40% 

听力及反应      20% 

表述能力        20% 

语音语调语速    10% 

仪表气质        10% 

六、成绩组成和分数线划定 

（一）成绩组成 

1. 口试时，每个考委根据考核的各项内容分别对每个考生进行

评分。 

2. 所有考委对某一考生分别给予的口试评分确定后，去掉一个

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对余下的分数之和取平均值，为该名考生的

口试成绩。 

3. 口试成绩分别按比例计入考生的规则与裁判法考试科目和

英语考试科目的总成绩。具体占比如下： 

1. 汉语口试：10% 

2. 英语口试：英语破格考生 10%；其他考生 5% 

（二）分数线划定 

满分：100分 

优秀：90分 

口试不再单独设置及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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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科目考纲 
 

 

 

 

一、指导思想和考试目的 

根据《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考试的函》的要求，通过考试对考生在羽毛球英语规则、裁判法、

规范用语的理解、表述、以及运用能力等方面，给出全面、客观、

准确的评分成绩。 

二、考试依据 

（一）《中国羽毛球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 

（二）《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员考试的函》 

（三）中国羽毛球协会 2017 年审定出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三、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一）考试方式 

1. 闭卷笔试 

2. 闭卷口试 

（二）考试时间 

1. 闭卷笔试：120 分钟 

2. 闭卷口试 

（1）英语破格考生每人 2分钟。 

（2）其他考生每人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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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内容和分数比例 

（一）考试范围 

1．《羽毛球竞赛规则》英文版规则 LAWS OF BADMINTON（第

133-150页） 

2. 《 羽 毛 球 竞 赛 规 则 》 英 文 版 对 技 术 官 员 的 建 议

RECOMMENDATIONS TO TECHNICAL OFFICIALS(第 151-170 页) 

3.《羽毛球竞赛规则》第一章、二、8.记分表使用方法（第

38-45页） 

4.《羽毛球竞赛规则》第一章、三、技术官员规范用语（第

46-53页） 

（二）考点知识占比分布 

1．基础知识 60% 

考试内容：基本词汇和常用的规范用语（包括宣报） 

2. 基本技能及综合应用能力 30% 

考试内容：对英文规则和建议的阅读理解和运用（包括英文的

书面表达能力） 

3. 其他 10% 

考试内容：记分表的正确使用 

五、考试题型、难易度及分数比例 

（一）英语破格考生 

1. 笔试 B卷（满分 100分） 

（1）中译英 20%（一般 10%，中等 10%） 

（2）英译中 20%（一般 10%，中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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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空 10%（一般 5%、难 5%） 

（4）判断题 10%（中等 5%、难 5%） 

（5）选择题 20%（一般 5%、中等 10%、难 5%） 

（6）简答题 10%（中等 10%） 

（7）问答题 10%（难） 

2. 口试（满分 100 分）（中等） 

（二）其他考生 

1. 笔试 A卷（满分 100分） 

（1）中译英 30%（一般 20%，中等 10%） 

（2）英译中 30%（一般 20%，中等 10%） 

（3）填空 10%（一般 10%） 

（4）判断题 10%（一般 5%，中等 5%） 

（5）选择题 10%（一般 5%，中等 5%） 

（6）简答题 5%（中等 5%） 

（7）问答题 5%（难） 

2. 口试（满分 100 分）（一般） 

六、成绩组成和各分数线划定 

（一）成绩组成 

英语考试成绩由笔试和口试成绩组成。笔试和口试单独成绩满

分各为 100分。考生本科目成绩按以下比例折算： 

1. 英语破格考生：笔试成绩占 90%，口试成绩占 10%，合计英

语科目满分为 100分。 

2. 其他考生：笔试成绩占 95%，口试成绩占 5%，合计英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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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为 100分。 

（二）分数线划定 

满分：100分 

优秀：90分 

及格：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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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编排科目考纲 
 

 

 

 

一、指导思想和考试目的 

根据《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员考试的函》的要求，通过本科目考试对考生在竞赛组织编排工

作方面的能力给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分成绩。 

二、考试依据和要求 

（一）考试依据 

1.《中国羽毛球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 

2.《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判

员考试的函》 

3. 中国羽毛球协会 2017年审定出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二）考试内容范围 

以中国羽毛球协会 2017 年审定出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以

下简称《规则》）中的有关竞赛组织编排的内容为准。 

三、考核目标、内容和要求 

依据中国羽毛球协会 2017年审定出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的

《第二章羽毛球比赛通用规程》（以下简称《通用规程》）中的相关

内容确定竞赛组织编排考试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实际操作综合能力。 

（一）基础知识 

1. 基础知识是指《通用规程》中所包含的概念、定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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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方法和公式等。 

2. 基础知识内容： 

（1）比赛项目和比赛方法。 

（2）单循环赛的定义、特点，轮数和场数的概念、计算公式，

顺序的确定，决定名次的方法。 

（3）单淘汰赛的定义、特点，轮数和场数的概念，计算方法和

公式，附加赛和预赛。 

（4）确定种子的原则，种子数量的规定。 

（5）积分排名。 

（6）报名顺序的要求。 

（7）抽签办法：种子的抽签原则；同队运动员的抽签原则。 

（8）抽签变更和运动员替补的原则。 

（9）抽签的基本概念：抽签的定义、区、位置号、位置数、轮

空的概念、轮空数、轮空位置的分布、种子位置、平衡控制的概念、

机动数、固定数、可容机动数、蛇形进位。 

（10）竞赛日程安排的基本原则。 

（11）运动员负担量的规定。 

（12）场地容量和调节。 

（13）节数。 

（14）竞赛规程、比赛秩序册、成绩公告、成绩册所包含的

内容。 

（二）基本技能 

1. 基本技能是建立在对基础知识中的概念、定义、原则、规定

等有较深的理解，能熟练掌握公式、方法的应用的基础之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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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条件统计汇总数据并进行分析，绘制编排工作所需的各种表格，

制作方案等项工作。 

2. 基本技能包括按照已知条件绘制、制作如下各种表格和方案： 

（1）报名汇总统计表 

（2）竞赛活动日程表 

（3）单淘汰表，单循环表 

（4）抽签平衡表 

（5）轮数和场数统计表 

（6）编排方案表 

（7）比赛秩序表 

（8）成绩公告 

（9）成绩册 

（三）实际操作综合能力 

1. 实际操作综合能力就是能够承担起竞赛编排的各项工作的

能力。 

2. 实操综合能力包括： 

（1）做抽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实施抽签。 

（2）制作完整的比赛对阵表和秩序表。 

（3）准确记录比赛成绩，及时公布成绩，发布成绩公告，制作

成绩册。 

四、考试内容和分数比例 

（一）考试采用纸质试卷笔答方式，考试时间 120分钟。 

（二）考点知识和分数占比（约占） 

1. 基础知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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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技能：30% 

3. 实操能力：10% 

五、考试题型及分数比例 

填空题分数占比 30% 

判断题分数占比 20% 

选择题分数占比 20% 

问答题分数占比 20% 

综合题分数占比 10% 

六、分数线划定 

满分：100分 

优秀：90分 

及格：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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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场执裁科目考纲 
 

 

 

 

一、指导思想和考试目的 

根据《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考试的函》的要求，通过本科目考试对考生的羽毛球比赛临场执

裁能力，包括对规则、裁判法的理解、执行和运用，对规范用语的

使用，对比赛进程的控制力，处理场上事件的合理性和流畅性，以

及音容仪表、气质风度等方面，给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分成绩。 

二、考试依据 

（一）《中国羽毛球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 

（二）《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举办第十七届晋升羽毛球国家级裁

判员的函》 

（三）中国羽毛球协会 2017 年审定出版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三、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一）结合 2018年威克多杯全国青年锦标赛，在整个比赛期间

对考生进行全面考核。 

（二）对考生担任裁判员、发球裁判员、司线员（记分员）等

各类裁判工作的全过程进行考核。 

（三）考生临场执裁宣报用语，统一使用英语版《技术官员规

范用语》，但在处理问题时可使用普通话。 

四、考核要求 

（一）仪表大方、服饰整洁、精神饱满。 



19 

（二）熟练应用临场规范用语，宣报正确、果断，声音明亮、

清晰。 

（三）通晓规则与裁判法，并正确理解、执行和运用，判罚准

确。公正、合理、妥善地处理场上出现的各类申诉、行为不端、伤

病以及突发事件。 

（四）临场裁判工作流程精准，执裁过程流畅，对比赛进程的

控制力强而又不滥用职权，顺利完成每场比赛的裁判任务。 

（五）记分表填写完整、正确，清晰。 

（六）有强烈的团队协作意识，与临场其他技术官员分工协作、

积极配合、及时交流。 

五、考核点及评分占比： 

（一）临场裁判员：70% 

1. 仪表仪态：10% 

2. 工作流程：10% 

3. 宣报：10% 

4. 判罚：15% 

5. 临场控制：20% 

6. 记分表：5% 

（二）发球裁判：20% 

1. 工作流程：3% 

2. 宣判与术语手势：15% 

3. 与裁判员交流：2% 

（三）司线员：10% 

1. 工作流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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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判与术语手势：5% 

3. 与裁判员交流：2% 

六、成绩组成和分数线 

（一）成绩组成 

1. 考生临场执裁时，每个考委根据考核的各项内容分别对每个

考生进行评分。 

2. 所有考委对某一考生分别给予的临场执裁评分确定后，去掉

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对余下的分数之和取平均值，为该名考

生临场考核成绩。 

（二）分数线 

1. 满分：100分 

2. 优秀：85分 

3. 及格：6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