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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强化我

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综合素质，规范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我

省传统武术事业健康、科学、有序发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浙江省武术协会（下面简称省武协）负责对全省传统武术

教练员的培训和业务管理。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应建立相应

的教练员委员会，负责对本区域二级以下传统武术教练员进行琣训和

业务管理。

第三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要建立、健全传统武术教练

员考核、管理制度，制订培养和发展传统武术教练员队伍的计划。

第二章 各级传统武术教练员委员会职责

第四条 省武协负责我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的技术培训、考核晋

级、资格评审、注册换证等工作。

第五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在省武协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我省传统

武术教练员的技术培训、考核晋级、资格评审等专业性工作的组织实

施，含各类培训方案、教材、教案和考核标准等的拟定，并经省武协

审批后实施。

第六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组织机构

一、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1—2 名，委员若干。

二、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与省武协届期（五年）相同并同步换

届。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按省武协相关内部管理规定开展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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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可参照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

成立该机构；其他各级专业性武术组织，可成立传统武术教练组，教

练组在所属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教练员委员会指导下开展教

学培训等工作。

第八条 各级教练员委员会、教练组的组成

一、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由浙江省武术教学领域的相关专家和

具有组织计划、协调管理综合素质的人员组成，其中专家须具有一级

（含）以上的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特级（含）以上传统武术教练员

资格者应占全部人员三分之二以上。

二、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教练员委员会，可聘请当地具

有教学能力的资深武术专家和具有组织、计划、协调、管理等综合素

质的人员组成。

第九条 各级教练员委员会、教练组的组织领导

一、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在省武协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教练员委员会在所属武术协会

领导下开展工作。各级教练组在所属单位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十条 各级武术协会的审批权限

一、各级武术协会审批权限，指协会审批传统武术教练员等级的

有关权限。

二、省武协负责评审功勋级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考核特级及以

下的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做好相应等级的证书发放、注册及管理工

作；指导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考核其所属二级、三级传统武

术教练员资格，负责各级需省武协发证的培训的计划方案的审查及及

考核情况的备案。

三、各市武术协会负责做好所属二级及以下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

的考核、证书发放等管理工作。相关资料及时上报省武协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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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县（市、区）武术协会负责做好所属三级传统武术教练员

资格的考核。相关资料上报各市武术协会及省武协备案。

五、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教练员委员会应有专人负责，

及时做好所属教练员培训、考核及资料上报、证书发放等具体工作。

第三章 传统武术教练员的培训

第九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根据本专委会业务职责，负责制定

业务范围内的传统武术教练员培训计划、培训教案、培训师资、培训

考核及管理标准等具体培训方案，并组织培训教学具体实施。

第十条 培训工作坚持“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省武协教练员

委员会负责计划内的各类传统武术教练员培训的学员管理、经费预决

算、支出项目等具体工作，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保证培训质

量。

第十一条 培训详细方案及经费预算需报省武协批准后实施。

第四章 传统武术教练员等级、申报资格及程序

第十二条 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等级，共分四档９级。

荣誉档：1.功勋级

高档：２.特级、３.准特级；

中档：４.一级、５.准一级；６.二级、７.准二级

初档：８.三级、９.准三级。

各级传统武术教练员等级资格可分别通过“资格评审”与“考核

晋级”两种方式取得。

第十三条 传统武术教练员申报资格

一、凡年满 18 周岁，有志于我省传统武术教学推广者。

二、须为浙江省中国武术协会个人会员，具有中国武术段位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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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三、一生从事武术继承、传播工作并做出贡献的老武术家；长期

从事传统武术发展和支持民间武术教练站和教学工作的领导及管理工

作人员；为武术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及各界人士可申报“荣誉

等级”称号，经评审合格后可授予相应的荣誉等级称号。

第十四条 传统武术教练员申报程序

一、根据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有关标准，确认首次申报或晋级申

报，按照要求填写申报表。

二、缴纳培训、考评服务费、证书工本费等相关费用。

三、经技术、理论、实践等培训和考核，合格者取得培训结业证

书，获得相应等级的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证书。

第五章 考核晋级及资格评审

第十五条 首次申报。凡从未取得传统武术教练员等级资格者。

第十六条 考核晋级的申报条件（详见：表 1）

一、具有传统教练员相应等级；

二、具有相对应的中国武术段位等级；

三、符合传统教练员可晋级的年限要求；

四、取得的武术教学成果。

表 1 ： 考核晋级申报条件汇总表

申报级别
申报条件

原级别 武术段位级别
取得原级
别年限

教学成果

准三级 首次申报 ３段（含以上）

达一年以上
三 级 准三级 ３段（含以上）

准二级 三 级 ４段（含以上）

二 级 准二级 ４段（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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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级 二 级 ５段（含以上） 达二年以上

有若干
教学成果

一 级 准一级 ５段（含以上）

准特级 一 级 ６段（含以上）
达三年以上

特 级 准特级 6段（含以上）

表 2：武术教学成果（取得原证书后，满足以下任一项）

序号 教学成果分类 具体标准

1 理论研究成果
在全国、省以上武术刊物或杂志上发表论文或获得

《钱塘武学》优秀论文者。

2 本人比赛赛成绩

本人参加全国比赛 2 次（含）以上，并获 3 枚以上奖

牌者，其中有第 1 名或一等奖 2 次；或本人参省级比

赛 4 次（含）以上，并获 6 枚以上奖牌者，其中有第

1名或一等奖 4次。

3
培训的学生比赛成

绩

所培养的学生在全国比赛 6 人次以上，并获 8 枚以上

奖牌者，其中有第 1 名或一等奖 4 次；或参省级比赛

12 人以上，并获 12 枚以上奖牌。

4 学生考段成绩
培训的武术学生达 20 人以上考入初段位者；或 5 人

以上考入中段位者。

5 担任教练经历 在省级武术培训班中，受聘为主教练者。

第十七条 功勋级教练员资格评审

一、省武协根据申报情况，组成不少于 3 名（含）武术专家组成

的评审组，按照要求开展评审。

二、对应申报等级，认真审核材料，严格评审流程，并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确定评审结果。同意票数末达投票人数半数以上者，为不合

格，评审费不予退还。

三、基本条件。凡年满 55 周岁，武德高尚，且评定为特级教练员

资格满五年后，符合以下全部条件者，均可申报等级晋升，经评审合

格后取得相应资格。

四、 资格评审相关要求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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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级别
申报条件

原级别 武术段位级别
取得原级别
年限

教学成果

功勋级 特级 六段（含以上） 达五年以上
有若干教学

成果

教学成果认定：

取得原证书后的教学成果，满足以下任一项内容者：

（一）五年中所培养的学生在全国比赛达 100 人以上，并获得 200

枚以上奖牌者（其中 65 枚金牌）；或参加省级比赛 200 人次以上，并

获得 250 枚以上奖牌者（其中 100 枚金牌）。

（二）五年中培训武术的学生达 500 人考入初、中段位者。

（三）五年中在省级（含）以上教练培训班中担任教练 6 次（含）

以上。

（四）五年中在省级（含）以上大型武术活动中，担任 2 次以上主

要策划、组织者。

（五）在省以上传统武术活动中作出重大贡献者。

（六）对某一拳种的传播、研究卓有成就，并有 3篇学术论文、学

术著作发表者（包括获得《钱塘武学》印刷版优秀论文）。

（七）70 周岁以上，且上年度为省武术工作先进个人者。

第十八条 晋级年限奖励及申请

一、对长期在基层，做出特殊贡献的等级教练员，经本人申请并

批准后，可给予晋级年限奖励。凡符合申请晋级年限奖励者，最多可

享受 2 次，并按序晋级。

二、符合下列任一条件者，可申请晋级年限奖励。

１.获全国性武术科研论文、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者。

２.荣获国家级武术先进个人称号者。

３.在全运会上取得一等奖（或前三名）者及带队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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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注册管理

第十九条 传统武术教练员每四年注册一次。

一、资格证书四年到期，需参加省级教练员培训，经考核合

格，发放原等级或新晋等级证书。

二、四年有效期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按原等级续注册。

1.在省级武术培训班任教练 2 次(含）以上者；

2.组织学员参加省级培训达 50 人次或所教学员考段达 100 人次

以上者；

3.在省级（含）以上各类武术比赛中，担任带队教练员 2 次

（含）以上者。

三、凡 70 周岁（含）以上的传统武术教练员，不再申报晋升等

级，可直接申请注册（为长期有效），经申请可授予终身荣誉教练员

称号。

第七章 相关费用

第二十条 传统武术等级教练员的考评服务费、注册、证书工本

费及监考等相关费用。

一、考核晋级。缴纳考评服务费、注册费和证书工本费。

二、注册管理。符合条件者可进行原等级续注册，缴纳注册

费和证书工本费。

表 3： 各项费用标准 （单位：元）

科 目 功勋级
特级、

准特级

一级、

准一级

二级、

准二级

三级、

准三级

考评服务费 200 150 110 80 50

注册费（4年） 40 40 40 40 40

证书工本费 30 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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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证书制作、颁发

第二十一条 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证书，由省武协统一制作和

颁发。

第二十二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举办培训班需要省武

协教练员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的，应在 2 个月前提出有关申请，经省

武协同意，由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指派教练员进行全程指导和监考。

第二十三条 经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全程督查，对严格执行本管

理办法，符合省武协各等级培训大纲和考核要求的，由省武协指派的

主监考官签字审定，可发放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等级证书，并

纳入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的注册和统一管理。

第九章 其 他

第二十四条 各等级武术教练员应遵纪守法，崇尚武德，崇尚科

学，严于律己，谦虚谨慎，为人师表，不搞帮派，求实创新。

如有违法乱纪，有悖为人师表的行为，经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确

认并上报省武协后，视情节轻重可作出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理，情节

严重者将撤销其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等级资格，并收回相应教练员

资格证书。

第二十五条 各级教练员委员会（教练组），应积极组织武术教练

员进行培训、座谈，不断提高自身的武德涵养和业务能力；交流武术

项目的教学心得；积极开展武术规范教学的推广工作；努力做好武术

教学和武术文化传播工作。

第二十六条 省武协将建立教练员人才库，对优秀的传统武术教

练员，根据教学任务的需要，优先考虑和推荐人选，赴各级机构讲学

与执教。

第二十七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教练员委员会在制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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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的教练员管理办法时可参照本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19 年 11 月 2 日经浙江省武术协会常

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原管理办法同时失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浙江省武术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