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竞字 〔２０１９〕４０号

体育总局关于调整和新增部分项目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中央军委训

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有关体育院校,有关行业体协,有

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有关改革试点项目协会:

根据 «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规定,为保证运动员技术

等级管理工作顺利进行,体育总局根据项目实际决定调整单板平

行回转、冰壶、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越野滑雪、短

道速滑、高山滑雪、花样滑冰、射击、射箭、举重、摔跤、帆

船、花样游泳、棒球、垒球、曲棍球、羽毛球、橄榄球、攀岩等

２０个项目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新增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

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自由式滑雪障碍

追逐、单板滑雪障碍追逐、北欧两项、雪车、钢架雪车、雪橇、

冲浪、空手道、三人篮球等１１个项目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现将调整后的以上３１个项目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前颁布的单板平行回转、冰壶、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花样滑冰、帆船、花

样游泳、棒球、垒球、曲棍球、羽毛球、橄榄球、攀岩项目 «运

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２０１３〕１７７号)、射击、射箭项目

«体育总局关于调整部分项目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

体竞字 〔２０１５〕２５号、«体育总局关于调整举重项目 ‹运动员技

术等级标准›部分条款的通知» (体竞字 〔２０１７〕３４号)、摔跤

项目 «体育总局关于调整部分项目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通

知»(体竞字 〔２０１８〕１６号)同时废止.

体 育 总 局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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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滑雪平行回转、 平行大回转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冬季奥运会、冬季青年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

(或排名总积分)单项前２０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单项前

１６名;

(二)国际雪联积分赛单项前８名;

(三)国际雪联洲际杯比赛单项前１６名;

(四)亚洲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８名;

(五)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４名;

(六)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前３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四至八名;

(二)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青年组单项前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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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青年组单项第四至八名,少年组单

项前３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成

年组单项前８名,青年组单项前３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成

年组单项第九至十六名,青年组单项第四至八名;

(二)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锦标赛单项前３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平行回转、平行大回转、回转、大回转.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１６人、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

有１６人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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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壶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家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冬季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前８名 (含男、女、混合双人);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九至十名 (含男、女、混合双人);

(二)世界锦标赛第九至十三名 (含男、女、混合双人);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前６名;

(四)亚洲冬季运动会、亚太锦标赛、亚太青年锦标赛前

３名;

(五)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混

合冰壶锦标赛前２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第七至十名;

(二)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混

合冰壶锦标赛第三至四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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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混

合冰壶锦标赛第五至八名;

(二)全国青年锦标赛第二至三名;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第

一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混合双人

２．上述世界和全国比赛男子和混合双人须至少有８队、女子须至少有６队上场

比赛,亚洲和亚太比赛男子和女子须至少有５队上场比赛,省级比赛男子和混合双

人须至少有６队、女子须至少有４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根据比赛秩序册中各队的名单信息,四人制比赛每队最多可报５名运动员,

混合双人比赛每队最多可报２名运动员.

５．申报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须在全国注册５年以上或从事冰壶专业运动

训练５年以上,相关证明由中国冰壶协会提供.

６．申报一级运动员和二级运动员须在全国注册３年以上或从事冰壶专业运动训

练３年以上,相关证明由运动员所属的省级冰壶协会 (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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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台滑雪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单项前

１６名,团体项目前８名;

(二)世界杯和夏季大奖赛年度个人总积分之和２４分以上,

团体项目前８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单项和世界

杯总决赛第十七至三十名,团体项目第九至十二名;

(二)冬季青年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８名,团体

项目前６名;

(三)世界青年锦标赛、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单项、团体

项目前８名;

(四)世界杯和夏季大奖赛年度个人总积分之和６分以上;

(五)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团体项目前３名;

(六)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成年组个人项目 (K９０米以

上级)前３名、团体项目第一名,青年组个人项目 (K５０米以上

级)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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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国际雪联洲际杯赛个人获得１个洲际杯积分,团体项

目前８名;

(二)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团体项目第四至六名;

(三)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成年组个人项目 (K９０米以

上级)第四至六名、团体项目第二至三名,青年组个人项目

(K５０米以上级)第二至三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成年组个人项目 (K９０米以

上级)第七至八名,团体项目第四至六名,青年组个人项目

(K５０米以上级)第四至六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成年组个人

项目 (K５０米以上级)前２名,青年组个人项目 (K５０米以上

级)第一名;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青年组个人项目

(K５０米以上级)第一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成年组个人

项目 (K５０米以上级)第三至六名,青年组个人项目 (K５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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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级)第二至三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青年组个人项目

(K５０米以上级)第二至三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HS１０６米 (个人),HS１３４米 (个人),HS１３４米 (团体)

女子:HS１０６米 (个人)

混合:HS１０６米 (团体)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６人 (队)、省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

４人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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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前１２名,混合团体前６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前８名,混合团体前３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十三至二十四名,混合团体第七至十二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第九至十六名,混合团体

第四至八名;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

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前８名,混合团体前３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成年单项前６名,混合团体前３名;

(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水池跳水系列赛成年

单项前３名,混合团体第一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二十五至三十名,混合团体第十三至十

八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第十七至二十四名,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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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第九至十二名;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

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九至十二名,混合团体第四至八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成年单项第七至十二名,混合团体第

四至六名,青年单项前３名;

(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水池跳水系列赛成年

单项第四至八名,混合团体第二至三名;

(六)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水池跳水系列赛青年

单项前３名.全国 U系列比赛单项前３名,混合团体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成年单项第十三至十八名,混合团体

第七至十名,青年单项第四至八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水池跳水系列赛成年

单项第九至十六名,混合团体第四至六名;

(三)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水池跳水系列赛青年

单项第四至八名.全国 U 系列比赛单项第四至八名,混合团体

前３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前６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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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冬季运动会成年单项第十九至二十四名,混合团

体第十一至十五名,青年单项第九至十六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水池跳水系列赛成年

单项第十七至二十四名,混合团体第七至十名;

(三)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水池跳水系列赛青年

单项第九至十六名.全国 U 系列比赛单项第九至十六名,混合

团体第四至八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第七至十二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空中技巧、混合团体空中技巧、雪上技巧、双人雪上技巧、U 型

场地技巧.

２．上述国际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８人 (对、队)、全国比赛混合团体须至少有

６队、省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６人 (对、混合团体须至少有三队)上场比赛,方可

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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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滑雪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单项前８名,团体

或接力项目前６名;

(二)世界杯分站赛FIS积分长距离少于４５分,短距离少于

６０分.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单项第九至二十名,

团体或接力项目第七至十二名;

(二)冬季青年奥运会单项前８名,团体或接力项目前３名;

(三)世界 U２３锦标赛、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单项前８名,团

体或接力项目前３名;

(四)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亚洲冬季运动会单项,团体

或接力项目前３名;

(五)国际雪联 FIS积分赛长距离少于６０分,短距离少于

７０分;

(六)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团体或接力项目前３名;

(七)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成年组单项、团体或接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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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第一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四至八名,团体或接力项目第

四至六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成年组单项第二至六名、团

体或接力项目第二至三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九至十五名,团体或接力项目

第七至八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成年组单项第七至八名,团

体或接力项目第四至六名;

(三)全国青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青年组单项前

６名,团体或接力项目前３名;

(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青年组单项前３名,团体或接力项

目第一名;

(五)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成年组单项

前３名、团体或接力项目第一名;青年组单项前２名,团体或接

力项目第一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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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青年组单项第四至十名,团体或接

力项目第二至六名;少年组单项、团体或接力项目第一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成年组单项

第四至八名,团体或接力项目第二至三名;青年组单项第三至六

名,团体或接力项目第二至三名;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青年组单项、团体

或接力项目前３名,少年组单项、团体或接力项目第一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短距离传统/自由、双追１５km 传统＋１５km 自由、团体短距离自由/传

统、１５km传统/自由、５０km自由/传统、４×１０km接力 (２传统＋２自由)

女子:短距离传统/自由、双追７５km 传统＋７５km 自由、团体短距离自由/传

统、１０km传统/自由、３０km自由/传统、４×５km接力 (２传统＋２自由)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８人 (对、队)、省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

有６人 (对、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全国青运会、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和锦标赛,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参照相关比赛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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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单项前８名,接力前４名;

(二)世界锦标赛单项前６名,接力前３名;

(三)亚洲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３名;

(四)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单项前３名,接力前３名.

二、国家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单项第九至十六名;

(二)世界锦标赛单项第七至十六名;

(三)亚洲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四至十二名;

(四)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单项第四至十二名,接力第四至

八名;

(五)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１２名,接力前８名;

(六)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前１２名;

(七)全国联赛分站赛甲组单项前８名;

(八)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A组单项前３名.

三、国家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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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冬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成人联

赛单项前１６名;

(二)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A组单项第四至八名,接力前３名;

B组单项第一至三名;

(三)全国 U系列总决赛 U１６、U１４组别获得单项前６名或

达到成绩标准,接力前３名;

(四)各省 (区、市)体育局、教育局及滑冰协会主办的综

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项前１２名 (少于２０人参赛组别,单项名

次需进入前二分之一排名)且单项达到相应成绩标准.

四、国家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A组单项第九至十二名、B组单项

第四至八名或达到相应成绩标准;

(二)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C 组、D 组单项达到相应的成绩

标准;

(三)全国 U系列赛单项达到相应的成绩标准;

(四)各省 (区、市)体育局、教育局及滑冰协会主办的综

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项前１６名 (少于２０人参赛组别,单项名

次需进入前二分之一排名)且单项达到相应成绩标准.

五、国家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A 组、B组单项前２４名,C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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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单项前１２名或成绩达到相应标准;

(二)全国 U 系列区域赛 U１６、U１４、U１２、U１０单项前

８名;

(三)全国短道速滑重点学校公开赛单项前８名;

(四)各省 (区、市)体育局、教育局及滑冰协会主办的综

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项前８名 (少于１６人参赛组别,单项名

次需进入前二分之一排名)或成绩达到相应标准.

六、成绩标准

男子:

５００米 １０００米 １５００米 ３０００米

一级运动员 ４４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

二级运动员 ４６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５∶１５０００

三级运动员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

　　女子:

５００米 １０００米 １５００米 ３０００米

一级运动员 ４６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０

二级运动员 ４８０００ １∶４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

三级运动员 ５２０００ １∶５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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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滑雪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单项前２０名;

(二)技术项目国际雪联积分小于等于３０分;

(三)速度项目国际雪联积分小于等于８０分.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单项前

１６名;

(二)亚洲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６名;

(三)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４名;

(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前３名;

(五)技术项目国际雪联积分小于等于１００分;

(六)速度项目国际雪联积分小于等于１１０分.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四至八名;全国青少

年锦标赛青年组单项前３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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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单项第一名,青年组单项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青年组单项第四至八名,少年组单

项前３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成

年组单项第二至第八名,青年组单项第二至第六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成

年组单项第九至十五名,青年组单项第七至十名;

(二)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少年组

单项前３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全能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１２人、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

有１２人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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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滑冰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各项目前１２名,团体前６名;

(二)世界锦标赛各项目前１０名;

(三)世界花样滑冰团体杯赛前３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青年奥运会、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目前

３名;

(二)亚洲冬季运动会各项目前６名;

(三)全国冬季运动会成年组男单、女单单项或总分前８名,

双人、冰舞单项或总分前６名;

(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各项目单项或总分前６名;

(五)在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组织的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中

通过步法表演节目和自由滑十级测试标准.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成年组男单、女单单项或总分第六至

十二名,双人、冰舞单项或总分第七至十二名;青年组各项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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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或总分前３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各项目单项或总分第七至十

二名;

(三)全国大奖赛成年组男单、女单单项或总分前８名,双

人、冰舞单项或总分前６名;

(四)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总决赛成年组、青年组各项

目单项或总分前３名;

(五)在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组织的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中

通过步法表演节目和自由滑九级测试标准.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青年组各项目单项或总分第四至六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各项目单项或总分第十三至

二十名;

(三)全国大奖赛成年组男单、女单单项或总分第九至十六

名,双人、冰舞单项或总分第七至十二名;青年组各项目单项或

总分前６名;

(四)全国大奖赛、全国锦标赛青年组男单、女单、双人、

冰舞单项或总分前６名;

(五)全国少年系列赛甲组各项目单项或总分前６名;

(六)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成

年组各项目单项或总分前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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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分站赛精英组成年、青年各

项目单项或总分前３名;

(八)在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组织的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中

通过步法表演节目和自由滑八级测试标准.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大奖赛、全国锦标赛青年组各项目单项或总分第

七至十二名;

(二)全国少年系列赛乙组、丙组各项目单项或总分前６名;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成

年组各项目单项或总分第四至八名;青年组各项目单项或总分前

３名;

(四)在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组织的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中

通过步法表演节目和自由滑七级测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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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 (青年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亚运

会、亚洲锦标赛、青年奥运会、青年世界杯、亚洲青年运动会中

达到成绩标准.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 (青年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亚运

会、亚洲锦标赛、青年奥运会、青年世界杯、亚洲青年运动会、

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

总决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中达到成绩标准.

三、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

员称号:

(一)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

军赛、全国总决赛、全国精英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全国重点

射击学校锦标赛前６４名且达到成绩标准;

(二)全国U１７射击锦标赛、全国U１８射击锦标赛、全国射

击协作区比赛 (华北协作区、东北协作区、华东协作区、中南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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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区、西南协作区、西北协作区)暨全国冠军赛分站赛、全国大

学生锦标赛前１６名且达到成绩标准;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前１６名且达到成绩标准.

四、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在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总决赛、全国精英赛、全

国青少年锦标赛、全国U１７射击锦标赛、全国U１８射击锦标赛、

全国重点射击学校锦标赛、全国射击协作区比赛 (华北协作区、

东北协作区、华东协作区、中南协作区、西南协作区、西北协作

区)暨全国冠军赛分站赛、全国大学生锦标赛、省 (区、市)体

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或冠军赛中达到成绩标准.

五、成绩标准

男子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５０米步枪卧射 (６０发) ６２０５环 ６１９５环 ６０６７环 ６０２９环 ５８６７环

５０米步枪３种姿势 (３×４０) １１７４环 １１６８环 １１５６环 １１４５环 １１３５环

１０米气步枪 (６０发) ６２８０环 ６２７５环 ６１２０环 ６０９０环 ５８５７环

５０米手枪 (６０发) ５６８环 ５６５环 ５５０环 ５３５环 ５２０环

２５米手枪速射 (６０发) ５８８环 ５８６环 ５７２环 ５５８环 ５５５环

２５米标准手枪 (６０发) ５７８环 ５７８环 ５７１环 －－－ －－－

２５米中心发火手枪 (６０发) ５８７环 ５８７环 ５７９环 －－－ －－－

１０米气手枪 (６０发) ５８６环 ５８３环 ５６７环 ５６０环 ５５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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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１０米移动靶标准速射击 (３０＋３０) ５８０环 ５７８环 ５６５环 ５５５环 ５４５环

１０米移动靶混合速射击 (２０＋２０) ３８５环 ３８５环 ３７０环 ３５８环 ３４８环

飞碟多向 (１２５靶) １１９中 １１８中 １１１中 １０６中 １０１中

飞碟双向 (１２５靶) １２２中 １２０中 １１０中 １０５中 １０１中

飞碟双多向 (１５０靶) １４０中 １３９中 １３０中 １２０中 １１０中

　　女子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５０米步枪卧射 (６０发) ６２０８环 ６１９８环 ６１０８环 ６０２０环 ５８８５环

５０米步枪３种姿势 (３×４０) １１７０环 １１６８环 １１５４环 １１４３环 １１３５环

１０米气步枪 (６０发) ６２８５环 ６２８０环 ６１２５环 ６０９５环 ６０１０环

２５米手枪 (６０发) ５８７环 ５８４环 ５７０环 ５６０环 ５５０环

１０米气手枪 (６０发) ５８０环 ５７７环 ５６５环 ５５８环 ５５２环

１０米移动靶标准速射击 (３０＋３０) ５７５环 ５７５环 ５６５环 ５５５环 ５４５环

１０米移动靶混合速射击 (２０＋２０) ３８５环 ３８５环 ３７０环 ３５８环 ３４８环

飞碟多向 (１２５靶) １１７中 １１５中 １１０中 １０５中 １０１中

飞碟双向 (１２５靶) １１８中 １１７中 １１０中 １０５中 １０１中

飞碟双多向 (１５０靶) １３８中 １３７中 １２８中 １１８中 １０８中

注:

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８人、省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６人上场比

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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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个人项目前８名,

团体/混合团体项目前３名;

(二)青年奥运会、世界杯系列赛、世界青年锦标赛 (青年

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个人项目前３名,

团体/混合团体项目第一名;

(三)在奥运会、青年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系列赛、

世界青年锦标赛 (青年组)、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中达到成绩

标准.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个人项目第九至十六名,团体/混

合团体第四至八名;青年奥运会、世界杯系列赛、世界青年锦标

赛 (青年组)、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个人项目第四至八名,团体/

混合团体项目第二至八名;世界青年锦标赛 (少年组)个人项目

前３名,团体/混合团体第一名.

(二)在奥运会、青年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系列赛、

世界青年锦标赛、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中达到成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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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运动会个人项目前８名、团体/混合团体前３名;

全国青年运动会个人项目前３名,团体/混合团体第一名;

(四)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室外射箭锦标赛、

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目锦标赛、全国射箭冠军赛、全国射箭室内

锦标赛中达到成绩标准.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青年锦标赛 (少年组)个人项目第四至八名,团

体/混合团体第二至三名;

(二)全国运动会个人项目第九至十六名,团体/混合团体项

目第四至八名;全国青年运动会个人项目第四至八名,团体/混

合团体第二至三名;

(三)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室外射箭锦标赛、

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目锦标赛、全国射箭冠军赛、全国射箭室内

锦标赛、全国射箭分站赛、全国射箭总决赛、全国射箭公开赛、

全国 U１８射箭比赛、全国 U１６射箭比赛、全国 U１４射箭比赛中

达到成绩标准;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

标赛、冠军赛中达到成绩标准.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室外射箭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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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目锦标赛、全国射箭冠军赛、全国射箭室内

锦标赛、全国射箭分站赛、全国射箭总决赛、全国射箭公开赛、

全国 U１８射箭比赛、全国 U１６射箭比赛、全国 U１４射箭比赛中

达到成绩标准;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

标赛、冠军赛中达到成绩标准.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 U１２射箭比赛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

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冠军赛中达到成绩标准;

(二)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比赛中达到成

绩标准.

六、成绩标准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反
　
　
曲
　
　
弓

７０米排名赛
(７２支箭)

６６５环 (女子)
６６８环 (男子)

６６０环 (女子)
６６３环 (男子) ６３５环 ６１５环 ５８０环

６０米排名赛
(７２支箭)

６６５环 (女子)
６６８环 (男子)

６６０环 (女子)
６６３环 (男子) ６３５环 ６１５环 ５８０环

单轮全能
(１４４支箭) － １３２５环 １３００环 １２４０环 １１５０环

双轮全能
(２８８支箭) － － ２５７０环 ２４７０环 ２３００环

室内１８米
(６０支箭)

５７５环 (女子)
５８０环 (男子)

５６５环 (女子)
５７０环 (男子) ５４０环 ５２０环 ４８０环

复
合
弓

５０米排名赛
(７２支箭) ６９０环 ６８０环 ６６０环 ６３０环 ６００环

室内１８米
(６０支箭) ５９０环 ５８０环 ５５０环 ５３０环 ４９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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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上述成绩均为个人项目成绩;

２．反曲弓６０米排名赛成绩限于１７岁以下 (含１７岁)的比赛;

３．反曲弓单轮全能、双轮全能设项应与全国射箭竞赛的轮赛规程设项一致,年

龄组别可按照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分类设定,其它轮赛组别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须满足个人项目１６人、团体项目８队以上上场比赛,省

级和地市级比赛须满足个人项目６人以上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５．团体、混合团体项目名次均指淘汰赛、决赛名次;

６．复合弓项目授予等级称号仅限省级以上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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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奥运会、青年奥运会、亚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界

青年锦标赛、世界少年锦标赛、国际举重联合会大奖赛、亚洲青

年运动会、亚洲锦标赛、亚洲室内运动会、亚洲青年锦标赛、中

日韩运动会、中日韩邀请赛达到成绩标准.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奥运会、青年奥运会、亚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界

青年锦标赛、世界少年锦标赛、国际举重联合会大奖赛、亚洲青

年运动会、亚洲锦标赛、亚洲室内运动会、亚洲青年锦标赛、中

日韩运动会、中日韩邀请赛达到成绩标准、全国运动会、全国青

年运动会、全国举重锦标赛、全国举重冠军赛、全国举重青年锦

标赛、全国举重总决赛、全国 U系列举重冠军赛达到成绩标准.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举重锦标赛、全国举重

冠军赛、全国举重青年锦标赛、全国举重总决赛、全国 U 系列

举重冠军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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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冠军赛达到成绩标准.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举重锦标赛、全国举重

冠军赛、全国举重青年锦标赛、全国举重总决赛、全国 U 系列

举重冠军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

或冠军赛达到成绩标准.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举重锦标赛、全国举重

冠军赛、全国举重青年锦标赛、全国举重总决赛、全国 U 系列

举重冠军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

或冠军赛、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或锦标赛中达到成绩标准.

六、成绩标准

(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取得的总成绩):

女子成绩标准

单位:公斤

级别 国际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４０公斤级 １６７ １５９ １２７ １１５ ９７

４５公斤级 １８０ １７２ １４２ １２２ １０２

４９公斤级 ２０２ １８４ １５４ １３４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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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国际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５５公斤级 ２１８ １９９ １６９ １４９ １２９

５９公斤级 ２３２ ２０９ １７９ １５９ １３９

６４公斤级 ２４４ ２２２ １９２ １７２ １５２

７１公斤级 ２５５ ２３６ ２０６ １８６ １６６

７６公斤级 ２６４ ２４４ ２１４ １９４ １７４

８１公斤级 ２６７ ２４７ ２１７ １９７ １７７

８７公斤级 ２７２ ２５２ ２２２ ２０２ １８２

＋８７公斤级 ２７７ ２５７ ２２７ ２０７ １９７

男子成绩标准

单位:公斤

级别 国际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４９公斤级 ２６０ ２３５ ２０５ １７５ １３０

５５公斤级 ２８０ ２５５ ２２５ １９０ １４５

６１公斤级 ３００ ２７５ ２４５ ２０５ １７０

６７公斤级 ３２０ ３００ ２６５ ２３５ １９５

７３公斤级 ３３５ ３２０ ２８０ ２５０ ２１０

８１公斤级 ３５５ ３４５ ３０５ ２７５ ２２５

８９公斤级 ３７５ ３５５ ３２０ ２９５ ２４５

９６公斤级 ３８５ ３７０ ３３５ ３０５ ２５５

１０２公斤级 ３９０ ３７５ ３４０ ３１５ ２６０

１０９公斤级 ４００ ３８０ ３５０ ３２０ ２７０

＋１０９公斤级 ４１０ ３９０ ３５５ ３２５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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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前８名;

(二)世界杯团体前５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青年锦标赛、亚运会、亚洲锦标赛前４名;

(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２名;

(三)全国运动会前８名;

(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前４名;

(五)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 U２０锦标赛第一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运动会第九至十六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第五至八名;

(三)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 U２０锦标赛第二到四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６３—



(一)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 U２０锦标赛第五至八名;

(二)全国 U１７锦标赛第一名;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第二到四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 U１７锦标赛第二至四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第五至八名;

(三)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前２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１)成年组和 U２０组

女子 自 由 式:５０kg、５３kg、５５kg、５７kg、５９kg、６２kg、６５kg、６８kg、７２kg、

７６kg、团体

男子 古 典 式:５５kg、６０kg、６３kg、６７kg、７２kg、７７kg、８２kg、８７kg、９７kg、

１３０kg、团体

男子 自 由 式:５７kg、６１kg、６５kg、７０kg、７４kg、７９kg、８６kg、９２kg、９７kg、

１２５kg、团体

(２)U１７组

女子自由式:(３６－４０)kg、４３kg、４６kg、４９kg、５３kg、５７kg、６１kg、６５kg、

６９kg、７３kg
男子古典式和自由式:(４１－４５)kg、４８kg、５１kg、５５kg、６０kg、６５kg、７１kg、

８０kg、９２kg、１１０kg
(３)U１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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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自由式:(２９－３３)kg、３６kg、３９kg、４２kg、４６kg、５０kg、５４kg、５８kg、

６２kg、６６kg
男子古典式和自由式:(３４－３８)kg、４１kg、４４kg、４８kg、５２kg、５７kg、６２kg、

６８kg、７５kg、８５kg
(４)省级比赛所设级别与上述级别不同的,由省 (区、市)体育局将比赛设项

情况报国家体育总局备案后,可授予等级称号.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级别须至少有８人、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级别须至少

有６人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比赛除世界杯外,其他比赛的名次均指个人项目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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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前１２名;

(二)世界锦标赛场地赛前１２名,长距离赛前５名;

(三)世界杯场地赛前６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第十三至十六名;

(二)世界锦标赛场地赛第十三至十六名,长距离赛第六至

十名;

(三)世界杯场地赛第七至十名;

(四)亚运会前１０名;

(五)青年奥运会、亚洲沙滩运动会、亚洲锦标赛场地赛前

６名;

(六)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前５名;

(七)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场地赛前３名,长距离赛前

２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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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运动员;

(二)青年奥运会场地赛第七至十名;

(三)亚洲沙滩运动会、亚洲锦标赛场地赛第七至十二名;

(四)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第六至十二名;

(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场地赛第四至六名,长距离

赛第三至五名;

(六)年度的全国青少年比赛场地赛前３名,长距离赛前

２名;

(七)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前５名;

(八)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冠军赛场地赛前

３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场地赛第七至十二名,长距离赛第六至

十名;

(二)年度的全国青少年比赛场地赛第四至六名,长距离赛

第三至五名;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第六至十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冠军赛场地赛第

四至六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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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运动员;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第十一至十

五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冠军赛场地赛第

七至十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１)男 子:帆 板 级、风 筝 板 级、４７０ 级、Topper 级、激 光 级、芬 兰 人 级、

４９er级、OP级

(２)女子:帆板级、风筝板级、４７０级、Topper级、激光级、４９er级、OP级

(３)男女混合:诺卡拉级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至少有６条船 (板)、省级比赛各小项至少有５条

船 (板)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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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游泳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锦标赛

１．集体项目、自由组合项目、托举项目 (含替补):第一名

授予参赛的运动员;第二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８名运动员;第四至

六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

２．双人项目前６名 (含替补);

３．混双项目前６名;

４．单人项目前６名.

(二)亚运会

１．集体项目、自由组合项目 (含替补):第一名授予参赛的

５名运动员,第二至三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２．双人项目前３名 (含替补).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全国运动会、全国冠军赛、全国锦标赛

１．集体项目、自由组合项目、托举项目 (含替补):第一名

授予参赛的８名运动员,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６名运动员,第三名

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四名授予参赛的３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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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双人项目前３名 (含替补);

３．混双项目前３名;

４．单人项目前３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运动会、全国冠军赛、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年运

动会 (１３－１８岁体校组)、全国青少年花样游泳 (U 系列)锦标

赛 (１３－１８岁体校组)

１．集体项目、自由组合项目、托举项目 (含替补):前

８名,授予参赛的运动员;

２．双人项目前６名 (含替补);

３．混双项目前６名;

４．单人项目前６名;

５．规定动作前１２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

１．单人、双人、混双、集体、自由组合、托举项目第一名;

２．规定动作前３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系列)赛、全国花样游泳 (U系

列)俱乐部赛 (１３－１８岁、１２岁以下)

各项目前８名,规定动作前１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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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

１．单人、双人、混双、集体、自由组合、托举项目第二至

三名;

２．规定动作第四至八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冠

军赛:

(一)单人、双人、混双、集体、自由组合、托举项目第四

至八名;

(二)规定动作第九至十二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单人技术自选、单人自由自选、双人技术自选、双人自由自选、混双技术自选、

混双自由自选、集体技术自选、集体自由自选、自由组合、托举项目、规定动作.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 (全国花样游泳 U 系列赛事除外)单人或双人项目须至

少有８人 (对)、混双项目须至少有８对、集体、自由组合或托举项目须至少有６队

上场比赛,省级比赛单人或双人项目须至少有６人 (对)、混双项目须至少有４对、

集体、自由组合或托举项目须至少有４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条款中 “替补”如在所报项目或预、决赛都未上场参赛,将不授予等级

称号.

５．上述条款中的 “参赛”指报名且上场参赛.相关证明由中国游泳协会或比赛

组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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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参加奥运会、世界经典赛、世界杯比赛,获得以下成绩,

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第一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二)第二名:授予１３名运动员;

(三)第三名:授予１２名运动员;

(四)第四名:授予１１名运动员;

(五)第五至六名:授予９名运动员;

(六)第七至八名:授予７名运动员;

(七)第九至十二名:授予５名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参加下列比赛,获得以下成绩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

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经典赛、世界杯

第一至十二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二)世界杯 U２３、亚运会、亚洲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１２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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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四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三)全国运动会、全国锦标赛、中国棒球联赛

１．第一名,授予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四)亚洲青年锦标赛 U１８

１．第一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五)全国冠军赛、全国青年锦标赛 U２１

１．第一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六)全国大学生棒球联赛甲组

第一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凡参加下列比赛,获得以下成绩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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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

(一)世界杯 U２３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六名,授予９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７名运动员.

(二)世界杯 U１８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六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三)亚洲锦标赛 U１８

１．第一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９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７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５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八名,授予３名运动员.

(四)亚洲锦标赛 U１５

１．第一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五)全国运动会、全国锦标赛、中国棒球联赛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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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五至六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４．第九至十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５．第十一至十二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六)全国冠军赛、全国青年锦标赛 U２１

１．第一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七)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１．U１８冠军组:

(１)第一名,授予５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１名运动员.

２．U１５组:

(１)第一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１名运动员.

(八)全国大学生联赛甲组

１．第一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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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三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九)各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１名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杯 U１５、亚洲锦标赛 U１８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３．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十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二)亚洲锦标赛 U１５

１．第一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９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７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５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八名,授予３名运动员.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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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名,授予１２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八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１．U１８组:

(１)第一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八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２．U１５组:

(１)第一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１名运动员.

(五)全国大学生联赛甲组

１．第一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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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四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１名运动员.

(六)各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二至四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１．U１５组:

(１)第一至八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九至十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十一至十二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４)第十三至十四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５)第十五至十六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２．U１２组:

(１)第一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２名运动员.

(二)全国大学生联赛甲组

第一至八名,各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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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六名,授予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８名运动员.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棒球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须至少有８队、省级比赛须至少有６队报名参加比赛,

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或参加多个比赛的,则取最高水平组别,授予等级称

号,不可重复申请.

４．上述条款中＂ 参加比赛＂ 指报名且上场比赛.以成绩册和技术统计表为准.

５．凡受到中国棒球协会、比赛组委会和省 (区、市)体育局纪律处分、通报批

评的运动员,受处分期间不得申请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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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奥运会、世界运动会、世界杯:

(一)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７名运动员;

(二)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６名运动员;

(三)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５名运动员;

(四)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五)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六)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七)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运动会、世界杯、亚运会、亚洲锦标赛:

第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７名运动员.

(二)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世界杯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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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三)亚洲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四)全国运动会 (决赛阶段)、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杯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五)全国青年锦标赛、中国大学生锦标赛

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世界杯赛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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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九至十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二)世界少年锦标赛、少年世界杯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三)亚洲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四)亚洲少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五)全国运动会 (决赛阶段)、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杯赛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４．第九至十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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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第十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六)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阶段)U１９各

组别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七)中国大学生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八)全国少年锦标赛、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阶段)U１６各

组别

U１６体校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名运动员.

U１６普校组 (俱乐部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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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名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少年锦标赛、少年世界杯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３．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６．第九至十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二)全国运动会 (决赛阶段)、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杯赛

第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８名运动员.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阶段)各

组别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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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四)全国少年锦标赛

U１６体校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U１６普校组 (俱乐部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名运动员.

(五)中国大学生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名运动员.

(六)全国学生运动会、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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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七)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少年锦标赛

U１６体校组:

１．第一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九至十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十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４．第十三至十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５．第十五至十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U１６普校组 (俱乐部组):

１．第一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九至十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３．第十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９５—



４．第十三至十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５．第十五至十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U１３体校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U１３普校组 (俱乐部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名运动员.

(三)中国大学生锦标赛

第一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四)全国学生运动会、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１．第一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２．第九至十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十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４．第十三至十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５．第十五至十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五)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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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和省级比赛须至少有６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条款中 “参加比赛”指报名且上场比赛.相关证明由中国垒球协会或比

赛组委会提供.

５．凡受到中国垒球协会、比赛组委会和省 (区、市)体育局纪律处分、通报批

评的运动员,受处分期间不得申请报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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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棍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杯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５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７．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二)世界超级联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５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７．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三)世界系列赛 (决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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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 运 会、世 界 杯 赛、世 界 超 级 联 赛、世 界 系 列 赛

(决赛)

第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８名运动员.

(二)亚运会、亚洲杯赛 (暨亚洲锦标赛)、亚洲冠军杯赛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３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三)青年世界杯赛 (暨世界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５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３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７．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四)青年奥运会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３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３６—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五)U２１青年亚洲杯赛 (暨亚洲 U２１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６、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五)U１８青年亚洲杯赛 (暨亚洲 U１８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七)全国运动会 (决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杯赛、全

国联赛 (决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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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四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八)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全国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青年世界杯赛、青年奥运会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２．第四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二)U２１青年亚洲杯赛 (暨亚洲 U２１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四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三)U１８青年亚洲杯赛 (暨亚洲１８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２．第四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四)全国运动会 (决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杯赛、全

国联赛 (决赛)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５名运动员;

２．第四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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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五)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全国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４．第四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５．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６．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六)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８)、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高中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四至五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４．第六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七)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八)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名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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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全国青年锦标赛

第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三)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８)、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高

中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３．第四至五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４．第六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５)、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初

中组)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２．第二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３．第四至五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５名运动员;

４．第六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五)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三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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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七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４．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六)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２．第三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３．第七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七)全国室内曲棍球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全国青年锦标赛

第一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二)全国大学生锦标赛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２．第三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五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２名运动员.

(三)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８)、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高

中组)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２．第五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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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５)、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初

中组)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９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五)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２)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八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六)省 (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锦标赛

１．第一至六名,授予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２．第七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七)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２．第四至十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３名运动员.

(八)全国室内曲棍球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加比赛的４名运动员.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

２．上述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６支队队伍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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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条款中 “参加比赛”指报名且上场比赛.相关证明由中国曲棍球协会或

比赛组委会提供.

５．运动员因违反中国曲棍球协会纪律规定,在受处分期间不得申请等级称号.

６．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为中国曲棍球协会与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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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参赛奥运会的运动员;

(二)世界锦标赛前８名;

(三)汤姆斯杯、尤伯杯、苏迪曼杯赛,青年奥运会,世界

羽联巡回赛总决赛、超级１０００赛、超级７５０赛前３名;

(四)亚运会、亚洲锦标赛单项前３名,团体第一名的出场

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青年奥运会第四至八名;

(二)世界青年锦标赛单项前４名,团体前２名的出场运

动员;

(三)世界羽联巡回赛

１．总决赛、超级１０００赛、超级７５０赛单项第四至八名;

２．超级５００赛、超级３００赛单项前３名;

(四)世界大学生单项锦标赛前４名;

(五)世界中学生单项锦标赛第一名;

(六)参赛亚运会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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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亚洲锦标赛单项第四至八名,团体第二至三名的出场

运动员;

(八)亚洲青年运动会前３名;

(九)亚洲青年锦标赛单项前２名,团体前２名的出场运

动员;

(十)亚洲 U１７青年锦标赛第一名;

(十一)全国运动会单项前１６名,团体前８名的出场运

动员;

(十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前８名,团体前４名

的出场运动员;

(十三)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联赛超级联赛前４名的出场运

动员;

(十四)全国青年运动会单项前４名,团体前３名的出场运

动员;

(十五)全国青年锦标赛甲组单项前２名,团体前２名的出

场运动员;

(十六)全国 U１７－１８羽毛球比赛单项第一名,团体第一名

的出场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羽联巡回赛

１．超级５００赛、超级３００赛单项第四至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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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超级１００赛、挑战赛单项前２名.

(二)世界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五至八名,团体第三至四名的

出场运动员;

(三)世界大学生单项锦标赛第五至八名;

(四)世界中学生单项锦标赛第二至四名;

(五)亚洲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三至四名,团体第三至四名的

出场运动员;

(六)亚洲 U１７青年锦标赛第二至四名;

(七)亚洲 U１５青年锦标赛前２名;

(八)全国运动会单项参加决赛阶段比赛的运动员,团体第

九至十二名的出场运动员;

(九)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九至十六名,团体第

五至八名的出场运动员.

(十)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联赛

１．超级联赛第五至十名的出场运动员;

２．甲级联赛前２名的出场运动员.

(十一)全国青年运动会单项第五至八名,团体第四至八名

的出场运动员;

(十二)全国青年锦标赛甲组单项第三至八名,团体第三至

四名的出场运动员;乙组单项前４名,团体第一名的出场运

动员;

(十三)全国 U１７－１８羽毛球比赛单项第二至六名、团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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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六名的出场运动员,全国 U１５－１６羽毛球比赛单项前３名、

团体前３名的出场运动员;

(十四)全国 U１３－１４羽毛球单项前２名,团体第一名的出

场运动员;

(十五)中国大学生锦标赛全国乙组 (专业组)单项前２名,

团体前２名的出场运动员;甲组 (业余组)单项第一名,团体第

一名的出场运动员;

(十六)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１４岁以上

年龄组 (含１４岁)单项前２名,团体前２名的出场运动员;

(十七)有在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注册专业羽毛球队的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１４岁以上年龄组 (含１４岁)单

项前２名,团体前２名的出场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参赛世界大学生单项锦标赛的运动员;

(二)世界中学生单项锦标赛第五至十六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甲组单项第九至十六名,团体第五至

八名的出场运动员;乙组比赛单项第五至八名,团体第二至四名

的出场运动员;

(四)全国 U１７－１８羽毛球比赛单项第七至八名、团体第七

至八名的出场运动员,全国 U１５－１６羽毛球比赛单项第四至六

名、团体第四至六名的出场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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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国 U１３－１４羽毛球单项第三至六名,团体第二至四

名的出场运动员;

(六)中国大学生锦标赛全国乙组 (专业组)单项第三至四

名,团体第三至四名的出场运动员;甲组 (业余组)单项第二至

三名,团体第二至三名的出场运动员;

(七)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１４岁以上年

龄组 (含１４岁)单项第三至八名,团体第三至四名的出场运

动员;

(八)有在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注册专业羽毛球队的省 (区、

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１４岁以上年龄组 (含１４岁)单项第三

至四名,团体第三至四名的出场运动员;其他省 (区、市)体育

局主办的锦标赛１４岁以上年龄组 (含１４岁)单项第一名,团体

第一名的出场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 U１１－１２羽毛球单项前４名,团体前２名的出场

运动员;

(二)全国 U９－１０羽毛球比赛单项前４名,团体前２名的

出场运动员;

(三)全国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比赛单项前８名,团体前

６名的出场运动员;

(四)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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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锦标赛单项前８名,团体前６名的出场运动员;

(五)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少年锦标赛单

项前８名,团体前６名的出场运动员.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单打、双打、团体

混合:双打、团体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８人 (对、队)、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小

项须至少有６人 (对、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条款中 “出场运动员”的相关证明由中国羽毛球协会或比赛组委会提供.

５．有在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注册专业羽毛球队的省 (区、市)体育局以在中国

羽毛球协会官方网站公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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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７人制橄榄球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运动会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９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５．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

(二)世界杯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９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５．第九至十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三)世界系列赛分站赛第一站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９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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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５．第九至十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运动会:第一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３名

运动员.

(二)青年奥运会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９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三)亚运会、亚洲系列赛第一站、亚洲系列赛第二站: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９名运动员.

(四)亚洲青年运动会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９名运动员.

(五)全国运动会 (决赛阶段)、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

全国系列赛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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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４．第四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３名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青年奥运会、世界青年锦标赛、亚洲青年运动会第一

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３名运动员.

(二)亚洲青年系列赛第一站、第二站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８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６名运动员;

４．第五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

(三)全国运动会 (决赛阶段)、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

全国系列赛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四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

(四)全国青少年 U 系列锦标赛、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冠军

赛、全国青少年 U系列系列赛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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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四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五)中国橄榄球协会和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年度

全国学生比赛 (大学生和中学生)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赛的３名运动动员.

(六)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

冠军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少年 U 系列锦标赛、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冠军

赛、全国青少年 U系列系列赛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三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二)中国橄榄球协会和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年度

全国学生比赛 (大学生和中学生)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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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赛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四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中国橄榄球协会和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年度

全国学生比赛 (中学生)

第一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二)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锦标赛、冠军赛

第一至三名,授予参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注:

１．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

２．７人制比赛每支队伍人数按１２人计算.

３．以上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５队、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

有４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５．上述条款中的 “参赛”指报名并上场参加比赛.相关证明由中国橄榄球协会

或比赛组委会提供.

６．凡受到中国橄榄球协会、比赛组委会和各省 (区、市)体育局纪律处分、通

报批评的运动员,受处分期间不得申请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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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１５人制橄榄球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世界杯:

(一)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９名运动员;

(二)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７名运动员;

(三)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１５名运动员;

(四)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五)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赛的８名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亚洲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９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５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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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三名,授予参赛的６名运动员;

４．第四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３名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９名运动员;

２．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８名运动员.

(二)亚洲青年锦标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９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赛的１４名运动员;

４．第四名,授予参赛的１０名运动员;

５．第五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

(三)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赛的１６名运动员;

２．第四至六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四)全国青少年U系列锦标赛、全国青少年U系列冠军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１２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９名运动员;

３．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五)中国橄榄球协会和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年度

全国学生比赛 (大学生和中学生)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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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赛的３名运动动员.

(六)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

冠军赛

１．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二名,授予参赛的６名运动员;

３．第三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少年U系列锦标赛、全国青少年U系列冠军赛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赛的１１名运动员;

２．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二)中国橄榄球协会和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年度

全国学生比赛 (大学生和中学生)

１．第一至二名,授予参赛的８名运动员;

２．第三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

冠军赛

１．第一至三名,授予参赛的７名运动员;

２．第四名,授予参赛的５名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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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

赛、冠军赛:

第一至三名,授予参赛的１９名运动员.

注:

１．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

２．１５人制比赛每支队伍人数按２４人计算.

３．以上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５队、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

有４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５．上述条款中的 “参赛”指报名并上场参加比赛.相关证明由中国橄榄球协会

或比赛组委会提供.

６．凡受到中国橄榄球协会、比赛组委会和各省 (区、市)体育局纪律处分、通

报批评的运动员,受处分期间不得申请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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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获正式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二)世界锦标赛前８名;

(三)世界杯年度排名前６名;

(四)青年奥运会、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组/A 组/B 组前

２名;

(五)亚运会、亚洲锦标赛前２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青年奥运会、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组/A 组/B组第三

至五名;

(二)亚运会、亚洲锦标赛第三至五名;

(三)世界大学生锦标赛前３名;

(四)亚洲青年锦标赛青年组/A组/B组第一名;

(五)全国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前２名;

(六)全国联赛年度排名前２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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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洲青年锦标赛青年组/A组/B组第二至三名;

(二)全国运动会、全国锦标赛第三至六名;

(三)全国联赛年度排名第三至六名;

(四)全国青年运动会前３名;

(五)全国青年锦标赛青年组/A组/B组前３名;

(六)全国青少年 U系列联赛 U１５组年度排名第一名;

(七)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前２名;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和锦标赛前

２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运动会、全国锦标赛第七至十名;

(二)全国青年运动会第四至六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青年组/A组/B组第四至六名;

(四)全国青少年 U系列联赛 U１５组年度排名第二至三名;

(五)全国中学生锦标赛第三至五名;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和锦标赛第

三至六名;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青年锦标赛前２名.

注:

１．获得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适用的比赛项

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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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难度、女子难度、男子速度、女子速度、男子攀石、女子攀石、男子全能、

女子全能、男子速度接力和女子速度接力;

２．上述比赛各小项参赛国家和地区数不少于５个,各小项参赛人数不少于８人

(队)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世界青年锦标赛、亚洲青年锦标赛和全国青年锦标赛组别设置均为:青年组

(１８－１９岁)、A组 (１６－１７岁)和B组 (１４－１５岁);

４．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以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５．以国际、洲际比赛成绩申请等级称号的成绩证明由中国登山协会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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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前１２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前８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十三至二十四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第九至十六名;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

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前８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３名,团体第一名;

(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一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二十五至三十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第十七至二十四名;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

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九至十二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四至八名,团体第二至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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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二至六名,团体第

一名;

(六)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九至十四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七至十二名,团体第

二至三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二至六名,团体第一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前３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十五至十八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十三至十六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七至十二名,团体第二至三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第四至八名.

注:

１．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８人、团体至少６队、省级比赛各小项

须至少有６人 (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２．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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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前１２名;

(二)世界锦标赛前８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十三至十六名;

(二)世界锦标赛第九至十二名;

(三)世界杯分站赛前１２名;

(四)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奥运会、世界大学生冬季

运动会、亚洲冬季运动会前８名;

(五)全国冬季运动会前３名;

(六)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第一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十七至二十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分站赛第十三至十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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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奥运会、世界大学生冬季

运动会、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九至十二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第四至八名;

(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个人第二至六名,团体第

一名;

(六)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青年组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第九至十四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第七至十二名;

(三)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青年组第二至六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前３名;

(五)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第一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第十五至二十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第十三至十八名;

(三)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青年组第七至十二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第四至六名;

(五)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第二至三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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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大跳台、女子大跳台、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女子坡面障碍技巧.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８人、省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６人上

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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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前１２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前８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十三至二十四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第九至十六名;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

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前８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６名,团体第一名;

(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前三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二十五至三十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第十七至二十四名;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

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九至十二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七至十二名,团体第二至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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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四至八名,团体第一名;

(六)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十三至十八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九至十二名,团体第

二至三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二至六名,团体第一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前３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十九至二十二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十三至十六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七至十二名,团体第二至三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第四至八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个人、女子个人.

２．上述比赛各单人项目须至少有８人、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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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前１２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前８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十三至二十四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第九至十六名;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

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前８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６名,团体第一名;

(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前三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冬季奥运会第二十五至三十名;

(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第十七至二十四名;

(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

奥运会、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九至十二名;

(四)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七至十二名,团体第二至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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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四至八名,团体第一名;

(六)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十三至十八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九至十二名,团体第

二至三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二至六名,团体第一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前３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十九至二十二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十三至十六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单项第七至十二名,团体第二至三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第四至八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个人、女子个人.

２．上述比赛各单人项目须至少有８人、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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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两项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冬奥会、世界锦标赛单项前１５名,团体前６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奥会、世界锦标赛单项第十六至三十名,团体第七

至十名;

(二)世界杯分站赛单项前３０名,团体前６名;

(三)冬青奥会单项前１０名,团体前４名;

(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青年锦标赛单项前８名;

(五)国际雪联洲际杯单项前１５名;

(六)亚洲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８名,团体前３名;

(七)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前６名;

(八)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前３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七至十二名,团体第一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四至八名,团体第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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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青年组单项前３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单项第十三至二十名,团体第二至

三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单项第九至十五名,团体第

二至三名;

(三)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青年组单项第四至八名;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省

级锦标赛成年组单项前６名,青年组单项前３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省

级锦标赛成年组单项第七至十五名,青年组单项第四至八名;

(二)地市级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省级锦标

赛单项前３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个人、女子个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２．上述比赛各单人项目须至少有８人、团体项目至少有４队,方可授予等级

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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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车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入选冬奥会名单;

(二)世界锦标赛前２０名;

(三)世界杯分站赛前２０名;

(四)青年世锦赛前８名;

(五)欧洲杯、北美杯分站赛前３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锦赛第二十一至三十名;

(二)世界杯分站赛第二十一至三十名;

(三)青年世锦赛第九至二十名;

(四)欧洲杯、北美杯分站赛第四至二十名;

(五)全国冬季运动会前６名;全国锦标赛前３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杯分站赛第三十一至四十名;

(二)世锦赛第三十一至四十名;

(三)青年世锦赛第二十一至三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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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洲杯、北美杯分站赛第二十一至三十名;

(五)全国冬季运动会第七至十二名;

(六)全国锦标赛第四至十二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第十三至二十名;

(二)全国锦标赛第十三至二十名;

(三)省级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前３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省级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第四至八名;

(二)地市级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前３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男子四人、男子双人;女子单人、女子双人;男子单人推车、男子双人推车、

男子四人推车;女子单人推车、女子双人推车.

２．在我国完成场地建设之前,全国比赛随外训期间,择期举行.拟参赛运动员

需达到可参加比赛的训练水平,经教练和竞赛观察组同意,方可参赛;比赛至少须

有６人、三支代表队 (需根据我国该项目未来发展人数而定)上场比赛,完成线路

滑行,有比赛成绩,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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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架雪车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奥会前１２名;

(二)世界锦标赛、年度世界排名前８名;

(三)世界杯分站赛第一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冬奥会第十三至十八名;

(二)世界锦标赛、年度世界排名第九至十四名;

(三)世届青年锦标赛、冬季青年奥运会、世界大学生冬运

会、亚洲冬季运动会前８名;

(四)世界杯分站赛前６名;

(五)洲际杯分站赛第一名;

(六)全国冬季运动会前６名;

(七)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前３名;

(八)全国夏季锦标赛、全国青年锦标赛第一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世界锦标赛第十五至二十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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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杯分站赛第七至第十六名;

(三)洲际杯分站赛第二至八名;

(四)世界大学生冬运会、冬季青年奥运会、世界青年锦标

赛、亚州冬季运动会第九至十六号;

(五)全国冬季运动会第至七至十四名;

(六)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第四至十名;

(七)全国夏季锦标赛、全国青年锦标赛第二至六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第十五至二十四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第十一至二十四名;

(三)全国夏季锦标赛、全国青年锦标赛第七至十六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及锦标赛单

项前三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夏季锦标赛、全国青年锦标赛第十七至二十四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

项第四至十二名;

(三)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或锦标赛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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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８人 (队)、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小项须

至少有６人 (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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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橇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冬季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获得前１０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青年锦标赛、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青年世界

杯总决赛获得前１５名;

(二)亚洲冬季运动会、亚洲锦标赛获得前１２名;

(三)全国冬季运动会获得个人项目前６名;

(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获得个人项目前３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获得个人项目第七至十二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获得个人项目第四至六名;

(三)全国青少年锦标赛获得个人项目前３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冬季运动会获得个人项目第十三至十八名;

(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获得个人项目第七至十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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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青少年锦标赛获得个人项目第四至八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成

年组获个人项目前６名,青年组获个人项目前３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成

年组获个人项目第七至十二名,青年组获个人项目第四至八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８人、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小项须至少

有６人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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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浪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冲浪联盟职业巡回赛个人赛前

１２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青年锦标赛个人赛前１２名,世界青少年冠军巡回

赛前８名;

(二)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个人赛前８名;

(三)全国运动会个人赛前６名;团体赛第一名;

(四)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个人赛前３名,团体赛第

一名;

(五)全国青年运动会 U１８组个人赛前 ３名,团体赛第

一名;

(六)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８组个人赛第一名,团体赛第

一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运动会个人赛七至十二名、团体赛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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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个人赛第四至八名,团体赛

第二名;

(三)全国青年运动会 U１８个人赛第四至八名,团体赛第二

名;U１５组个人赛第一名;

(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８组个人赛第二至四名,团体赛

第二名,U１５组个人赛第一名;

(五)全国 U 系列赛 U１８组、U１５组个人赛第一名,团体

赛第一名;

(六)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个人赛第一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团体赛第三名;

(二)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U１８组个人赛第五至八名,团体赛

第三名;U１５组个人赛第二至四名;

(三)全国 U 系列赛 U１８组、U１５组个人赛第二至四名,

团体赛第二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个人第二至四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 U 系列赛 U１８组、U１５组个人赛第五至八名,

—８０１—



团体赛第三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或

冠军赛个人赛第五至八名.

注:

１．参赛年龄及组别设置:

(１)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运动员参赛组别分为公开组、U１８组、U１５组,

具体年龄设置参照当年竞赛规程为准;

(２)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全国 U 系列赛事运动员参赛组别分为 U１８组及

U１５组,具体年龄设置参照当年竞赛规程为准;

２．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国内比赛名称和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

级称号):

(１)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青少年锦

标赛、全国 U系列赛事:

个人赛:短板、长板、桨板

团体赛:短板、长板、桨板

３．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级别须至少有８人、团体项目须至少有６队上场比赛,

省级比赛各级别须至少有６人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９０１—



空手道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各级别前８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青奥会、世界青年锦标赛、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东

亚运动会、东亚锦标赛各级别前４名;

(二)全国运动会各级别前８名;

(三)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各级别前３名;

(四)全国青年运动会 (专业组或体校组)各级别前２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各级别第五至八名;

(二)全国青年运动会 (专业组或体校组)各级别第三至

五名;

(三)全国青年锦标赛各级别前３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各级别前

２名;

(五)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或冠军赛各级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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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

三、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青年锦标赛各级别第五至八名;

(二)全国少年锦标赛 (全国 U１８锦标系列赛总决赛)各级

别前３名;

(三)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各级别第三

至五名;

(四)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或冠军赛各级别第

二名.

四、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各级别第七

至九名;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锦标赛或冠军赛各级别第

三至九名;

(三)市 (地、州、盟)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锦标赛各级别前３名.

注:

１．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 (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１)成年组

女子:个人型、团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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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手:－５０kg、－５５kg、－６１kg、－６８kg、＋６８kg、团体组手

男子:个人型、团体型

组手:－６０kg、－６７kg、－７５kg、－８４kg、＋８４kg、团体组手

(２)青年组

女子:个人型、团体型

组手:－４８kg、－５３kg、－５９kg、＋５９kg、团体组手

男子:个人型、团体型

组手:－５５kg、－６１kg、－６８kg、－７６kg、＋７６kg、团体组手

(３)少年组

女子:个人型、团体型

组手:－４７kg、－５４kg、＋５４kg
男子:个人型、团体型

组手:－５２kg、－５７kg、－６３kg、－７０kg、＋７０kg
(４)全国青年运动会、省级比赛所设级别与上述级别不同的,由中国空手道协

会、省 (区、市)体育局将比赛设项情况报国家体育总局备案后,可授予等级称号.

２．上述国际和全国比赛各级别须至少有６人、团体项目须至少有６队上场比赛,

省级和地市级比赛各级别须至少有８人、团体项目须至少有８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

等级称号.

３．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４．大众空手道不在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审批范围之内.

５．团体项目主力运动员的相关证明由中国空手道协会或比赛组委会提供.

—２１１—



三人篮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杯

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

２名运动员.

(二)U２３世界杯、世界沙滩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联赛总决赛

第一至三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四至六名授予参赛的

２名运动员,第七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奥运会、世界杯

第五至八名授予未取得国际健将称号的２名参赛运动员,第

九至十二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二)U２３世界杯、世界沙滩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联赛总决赛

第四至六名授予未取得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２名参赛运动

员,第七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３名运动员,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赛

的２名运动员.

(三)青年奥运会、U１８世界杯

前４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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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四)亚运会、亚洲杯

前４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２名

运动员,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五)U１８亚洲杯

前４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２名

运动员,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六)亚洲沙滩运动会、亚洲室内与武道运动会、亚洲青年

运动会、亚洲大学生联赛总决赛

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二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３名

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七)全国运动会 (决赛阶段)

各组别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二至四名授予参赛

的２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U２３世界杯、世界沙滩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联赛总决

赛、青年奥运会、U１８世界杯、亚运会、亚洲杯、U１８亚洲杯、

亚洲沙滩运动会、亚洲室内与武道运动会、亚洲青年运动会、亚

洲大学生联赛总决赛

前８名授予未取得运动健将称号的参赛运动员,第九至十二

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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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运动会 (决赛阶段)

各组别前８名授予未取得运动健将称号的参赛运动员,第九

至十二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三)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阶段)

各组别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二至四名授予参赛

的３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九至十二

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四)全国三人篮球锦标赛、U１８全国三人篮球锦标赛、中

国三对三篮球联赛总决赛、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总决赛

各组别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二至四名授予参赛

的３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中国三对三

篮球联赛分区赛、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分区赛:各组别第一至四

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五)中国篮球协会和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

中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

１．总决赛:各组别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动员,第二至

四名授予参赛的３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

动员;

２．分区赛:各组别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

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六)肯德基三人篮球赛全国总决赛

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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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名运动员.

(七)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所设置的三

人制篮球赛、省 (区、市)体育局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主办的三

人制篮球赛

１．高中组 (或１８岁以下)比赛: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

动员,第二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

的１名运动员;

２．初中组 (或１５岁以下)比赛:第一名授予参赛的４名运

动员,第二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

的１名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运动会 (决赛阶段)

各组别第九至十二名授予未取得一级运动员称号的参赛运

动员.

(二)全国青年运动会 (决赛阶段)

各组别第二至十二名授予未取得一级运动员称号的参赛运

动员.

(三)全国三人篮球锦标赛、U１８全国三人篮球锦标赛、中

国三对三篮球联赛总决赛、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总决赛

各组别第二至八名授予未取得一级运动员称号的参赛运动员.

(四)中国三对三篮球联赛分区赛、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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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赛和阶段性决赛

各组别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

参赛的１名运动员;中国三对三篮球联赛省级赛、中国三人篮球

擂台赛省级赛:各组别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五

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五)中国篮球协会和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

中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

１．分区赛:各组别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

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２．省级赛:各组别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

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六)肯德基三人篮球赛

１．全国总决赛: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五

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２．分区赛:第一至四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第五至八

名授予参赛的１名运动员.

(七)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所设置的三

人制篮球赛、省 (区、市)体育局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主办的三

人制篮球赛

１．高中组 (或１８岁以下)比赛:第二至四名授予未获得一

级运动员等级称号的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２．初中组 (或１５岁以下)比赛:第二至四名授予未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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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运动员等级称号的运动员,第五至八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中国三对三篮球联赛省级赛、中国三人篮球擂台赛的

省级赛:各组别第一至八名授予未取得二级运动员称号的参赛运

动员,第九至十二名授予参赛的２名运动员;

(二)省 (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所设置的三

人制篮球赛、省 (区、市)体育局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主办的三

人制篮球赛

１．高中组 (或１８岁以下)比赛:第五至八名授予未取得二

级运动员等级称号的参赛运动员,第九至十二名授予２名参赛运

动员;

２．初中组 (或１５岁以下)比赛:第五至八名授予未取得二

级运动员等级称号的参赛运动员,第九至十二名授予２名参赛运

动员.

注:

１．全国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１２队、省级比赛各小项至少有１２队参加比赛,方

可授予等级称号.

２．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３．上述条款中 “参赛”指报名且上场比赛.相关证明由中国篮球协会或比赛组

委会提供.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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