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全国业余棋王争霸赛 
总规程 

⼀一、⽐比赛名称

（⼀一）总名称

2018年年全国业余棋王争霸赛（围棋、象棋、国际象棋）

（⼆二）单项名称

1.2018年年全国业余围棋棋王争霸赛暨“商旅杯”杭州国

际城市围棋赛

2.2018年年全国业余棋王争霸赛（象棋）

3.2018年年全国业余棋王争霸赛（国际象棋）

⼆二、⽐比赛时间、地点

1.正式⽐比赛公告⽇日期：3⽉月

2.⽹网络海海选赛和⼊入围赛：5⽉月11⽇日-9⽉月17⽇日

说明：为给选⼿手提供更更多参赛机会，⽹网络海海选赛、⼊入

围赛共分⼋八期举⾏行行，每期之间均为平⾏行行赛事，⽆无递进关系，

选⼿手可在⼋八期⽐比赛的任意时间段内参赛。⽹网络海海选赛环节，

棋⼿手若感觉成绩不不理理想，可重新参加下⼀一期⽹网络海海选赛

第⼀一期：5⽉月11⽇日-5⽉月26⽇日（海海选赛）

        5⽉月27⽇日-6⽉月5⽇日（⼊入围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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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5⽉月27⽇日-6⽉月10⽇日（海海选赛）

        6⽉月11⽇日-6⽉月20⽇日（⼊入围赛）

第三期：6⽉月11⽇日-6⽉月25⽇日（海海选赛）

        6⽉月26⽇日-7⽉月5⽇日（⼊入围赛）

第四期：6⽉月26⽇日-7⽉月9⽇日（海海选赛）

        7⽉月10⽇日-7⽉月19⽇日（⼊入围赛）

第五期：7⽉月10⽇日-7⽉月24⽇日（海海选赛）

        7⽉月25⽇日-8⽉月3⽇日（⼊入围赛）

第六期：7⽉月25⽇日-8⽉月8⽇日（海海选赛）

        8⽉月9⽇日-8⽉月18⽇日（⼊入围赛）

第七期：8⽉月9⽇日-8⽉月23⽇日（海海选赛）

        8⽉月24⽇日-9⽉月2⽇日（⼊入围赛）

第⼋八期：8⽉月24⽇日-9⽉月7⽇日（海海选赛）

        9⽉月8⽇日-9⽉月17⽇日（⼊入围赛）

3.线下总决赛时间：10⽉月下旬～11⽉月中旬。

4.线上⽐比赛地点：弈战平台（含电脑终端、⼿手机移动

终端、平板电脑终端）三⼤大终端，均可登录。

具体信息可登录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

询，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地址：http://51xiaqi.com，

棋王争霸赛微信公众号：qwzbs123

5.线下总决赛地点：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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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对象

1.参赛选⼿手不不限国籍。

2.国内外业余围棋、象棋、国际象棋爱好者均可报名参

赛。

3.获得围棋专业段位，象棋、国际象棋国家级运动健

将(国家⼤大师)及以上称号的选⼿手不不得参赛（具体规则详⻅见

各单项竞赛规程）。

4.通过线上⽐比赛晋级线下总决赛的选⼿手名单，以及持

主办⽅方外卡参加线下总决赛的选⼿手名单将在总决赛前公示

⼀一周。如被举报，经查实⽴立即取消资格。

四、参赛费⽤用

1.⽹网络赛阶段不不收取任何费⽤用。

2.等级证书办理理，总决赛阶段交通费、⻝⾷食宿费等由参

赛选⼿手⾃自理理。

五、竞赛规则

（⼀一）项⽬目设置

⽐比赛共设9个项⽬目：男⼦子个⼈人、⼥女女⼦子个⼈人、男⼦子团体、

⼥女女⼦子团体、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

幼⼉儿组。

（⼆二）线上⽐比赛部分

以分期选拔赛形式（具体规则详⻅见单项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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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下总决赛部分

1.以赛会制形式（注：所有参赛选⼿手同⼀一时间集中在

同⼀一地点进⾏行行⽐比赛）。

2.各棋种分设若⼲干张外卡，具体详⻅见各单项竞赛规程。

六、录取名次、奖励办法、等级申报

1.录取名次和奖⾦金金详⻅见各单项竞赛规程。

2.等级申报详⻅见各单项竞赛规程。

七、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青少年年宫协会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

浙江省体育局

主办单位：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杭州市棋类运动管理理中⼼心）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浙江省智⼒力力运动管理理中⼼心

浙江省棋类协会

浙江省围棋协会

⽀支持单位：杭州市体育局

杭州市教育局

杭州市总⼯工会

!4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杭州商旅集团

杭州⻘青少年年活动中⼼心

承办单位：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创业投资管理理有限公司

杭州弈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市棋类协会

协办单位：浙江省体育旅游产业促进会

杭州天元⼤大厦有限公司

⼋八、⼤大赛组委会

主  任：王国平   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领导⼩小组组⻓长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顾问

孙光明   浙江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

       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

浙江省围棋协会主席

唐中祥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

顾  问：聂卫平  棋圣

胡荣华  象棋特级⼤大师

副主任：蒋国兴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社⻓长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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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金金承⻰龙  杭州市体育局局⻓长

沈沈建平  杭州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杭州市教育局局⻓长

吴仁财  杭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张雪南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理

⽑毛昭平  浙江省智⼒力力运动管理理中⼼心主任

浙江省棋类协会主席

⻩黄建明  中国⻘青少年年宫协会副会⻓长

杭州⻘青少年年活动中⼼心主任

杭天鹏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副院⻓长

李李  庆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理

蒋伟锋  杭州弈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理

康  凯  钱江晚报副总编

九、⼯工作机构

（⼀一）由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遴选裁判⻓长、副裁判⻓长、

仲裁和裁判员，担任赛会⼯工作。

（⼆二）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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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总局下发的《仲裁委员会条例例》执⾏行行。

（三）赛⻛风赛纪委员会按国家相关《⽐比赛赛⻛风赛纪管

理理办法》负责处理理各参赛队、棋⼿手和裁判员出现的赛⻛风赛纪

问题。

（四）组委会设⽴立竞赛组、技术组、宣传组、后勤勤安

保组，为⼤大赛提供赛事保障。

⼗十、本规程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未尽事宜另⾏行行通

知。

2018年全国业余围棋棋王争霸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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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商旅杯”杭州国际城市围棋赛 
竞赛规程 

⼀一、指导单位

浙江省体育局

⼆二、主办单位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浙江省围棋协会

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弈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市棋类协会

四、⽐比赛类型

⽐比赛为19路路棋盘

19路路⽐比赛共设9个项⽬目：男⼦子个⼈人、⼥女女⼦子个⼈人、男⼦子团

体、⼥女女⼦子团体、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亲⼦子双

⼈人、少⼉儿组。

五、赛程安排
⽐比赛由线上⽐比赛、线下⽐比赛两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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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上⽐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网络海海选赛”；

第⼆二阶段“⽹网络⼊入围赛”。

2.线下⽐比赛为总决赛。

六、⽐比赛平台：

1.线下总决赛地点：弈战平台（含电脑终端、⼿手机移

动终端、平板电脑终端）三⼤大终端，均可登录。

具体信息可登录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

询，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地址：http://51xiaqi.com，

棋王争霸赛微信公众号：qwzbs123

2.线下总决赛地点：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七、⽐比赛⽇日期

1.正式⽐比赛公告⽇日期：3⽉月

2.线上⽐比赛时间：5⽉月11⽇日～9⽉月17⽇日

3.线下总决赛时间：10⽉月27⽇日～11⽉月1⽇日

说明：为给选⼿手提供更更多参赛机会，⽹网络海海选赛共分

⼋八期举⾏行行，每期之间均为平⾏行行赛事，⽆无递进关系，选⼿手可

在⼋八期⽐比赛的任意时间段内参赛。

第⼀一期：5⽉月11⽇日-5⽉月26⽇日（海海选赛）

            5⽉月27⽇日-6⽉月5⽇日（⼊入围赛）

第⼆二期：5⽉月27⽇日-6⽉月10⽇日（海海选赛）

        6⽉月11⽇日-6⽉月20⽇日（⼊入围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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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6⽉月11⽇日-6⽉月25⽇日（海海选赛）

        6⽉月26⽇日-7⽉月5⽇日（⼊入围赛）

第四期：6⽉月26⽇日-7⽉月9⽇日（海海选赛）

        7⽉月10⽇日-7⽉月19⽇日（⼊入围赛）

第五期：7 ⽉月10⽇日-7⽉月24⽇日（海海选赛）

            7⽉月25⽇日-8⽉月3⽇日（⼊入围赛）

第六期：7⽉月25⽇日-8⽉月8⽇日（海海选赛）

            8⽉月9⽇日-8⽉月18⽇日（⼊入围赛）

第七期：8⽉月9⽇日-8⽉月23⽇日（海海选赛）

            8⽉月24⽇日-9⽉月2⽇日（⼊入围赛）

第⼋八期：8⽉月24⽇日-9⽉月7⽇日（海海选赛）

            9⽉月8⽇日-9⽉月17⽇日（⼊入围赛）

⼋八、参赛资格

1.参赛选⼿手不不限国籍。

2.国内外业余围棋爱好者均可报名参赛，获得围棋职

业段位的选⼿手不不得参赛。

3.通过线上⽐比赛晋级线下总决赛的选⼿手名单，以及持

主办⽅方外卡参加线下总决赛的选⼿手名单将在总决赛前公示

⼀一周，如被举报，经查实⽴立即取消资格。

九、线上⽐比赛登陆⽅方式

⽅方式⼀一：QQ、微信的注册⽤用户可直接输⼊入⽤用户账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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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方式⼆二：注册浙报通⾏行行证后登陆。

⼗十、竞赛办法

⽐比赛采⽤用中国围棋协会颁布的最新竞赛规则。

（⼀一）⽹网络海海选赛

1.⽹网络海海选赛共分⼋八期，采⽤用积分晋级制。

2.⽹网络海海选赛⽐比赛时间为全天任意时段。

3.棋⼿手随机匹配进⾏行行对战，棋⼿手胜得2分，负-2分。

4.逃跑扣除2分，对⼿手得2分。

5.每期积分4分及4分以上，即可⼊入选⽹网络⼊入围赛。

（⼆二）⽹网络⼊入围赛

1.⽹网络⼊入围赛采⽤用积分晋级制。

2.⽹网络⼊入围赛⽐比赛时间为全天任意时段（每期的⾸首⽇日

⽐比赛从10点开始）。

3.每期录取积分前45名晋级总决赛（如积分相同，则

胜局数多者列列前；如胜局数也相同，则并列列⼀一同晋级）。

（三）线下总决赛

1.总决赛期间参赛选⼿手共360名，来⾃自⽹网络⼊入围赛决

出的选⼿手，全国业余⽐比赛前6名，2018年年业余段位赛季度

赛（4段组）第⼀一名，浙江省围棋赛、杭州市中⼩小学⽣生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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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杭州市内各区、县体育局、围棋协会推荐等若⼲干名外

卡选⼿手。

2.男⼥女女组混合⽐比赛（如有⼥女女⼦子选⼿手进⼊入前三⼗十⼆二名，

名次不不再顺延）。少⼉儿组⼈人数另计。具有1级以上在2008

年年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少年年棋⼿手，且参与过⽹网络海海选赛（报

名时需提供弈战平台⽤用户名，联系⽅方式）。

（四）线上赛其他说明事项

1.⽹网络海海选赛：每⽅方⽤用时20分钟，⽤用尽后开始读秒，

20秒3次，超时判负（注：20秒内下⼀一步棋，如超过20秒

未下棋算1次，允许超2次，第3次超过20秒未下则判负）。

2.⽹网络⼊入围赛：每⽅方⽤用时30分钟，⽤用尽后开始读秒，

20秒3次，超时判负（注：20秒内下⼀一步棋，如超过20秒

未下棋算1次，允许超2次，第3次超过20秒未下则判负）。

3.⼀一局⽐比赛中断线总时⻓长超过2分钟，或断线次数⼤大于

2次，即视为逃跑（不不在弈战应⽤用中即算中断，每次中断超

过60秒即算断线）。

4.⽹网络海海选赛部分，棋⼿手若感觉成绩不不理理想，可重新

参加下⼀一期⽹网络海海选赛。

5.若发现作弊⾏行行为，⼀一经查实取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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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分排⾏行行榜

⽐比赛时统计排⾏行行积分，棋⼿手成绩及各项指标列列⼊入排⾏行行

榜，每⼩小时更更新1次。

客户端排⾏行行榜显示如下

!  

⼗十⼀一、参赛费⽤用

1.整个⽐比赛活动全程免费参与，免费报名。

2.线下总决赛交通费、⻝⾷食宿费由参赛选⼿手⾃自理理。

⼗十⼆二、报名时间⽅方法

（⼀一）线上报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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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海海选赛：5⽉月11⽇日-9⽉月7⽇日,海海选赛期间可重复

多次报名海海选赛。⽹网络⼊入围赛选⼿手根据⽐比赛成绩产⽣生，不不

需要报名。

2.双⼈人赛：9⽉月1⽇日-30⽇日，共设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

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四个项⽬目。

3.少⼉儿组：9⽉月1⽇日-30⽇日。

（⼆二）报名⽅方法

登陆：http://51xiaqi.com，在相应⻚页⾯面填写报名

信息。

（三）名单公示和补充规则

线下总决赛名单公示期：10⽉月9⽇日-11⽇日

公示地址：

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http://51xiaqi.com；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官⽹网：http://

www.zgqyhzfy.com

棋王争霸赛微信公众号：qwzbs123

补充规则将与公示名单同时发布。

⼗十三、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线下总决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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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个⼈人取前32名（如有⼥女女⼦子选⼿手进⼊入前32名，名次

不不再顺延），⼥女女⼦子取前6名，⼥女女⼦子选⼿手获得混合名次奖⾦金金可

以累积，幼⼉儿组取前6名；

1.男⼦子个⼈人

冠军：60000元

亚军：30000元

季军：20000元

第四名：10000元

第五名：5000元

第六名：5000元

第七名：3000元

第⼋八名：3000元

第九⾄至三⼗十⼆二名：1000元

2.⼥女女⼦子个⼈人

冠军：10000元

亚军：5000元

季军：3000元

第四名：1000元

第五名：800元

第六名：600元

3.少⼉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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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军：5000元

亚  军：3000元

季  军：2000元

第四名：1000元

第五名：800元

第六名：600元

（⼆二）团体组

1.男⼦子团体

冠军：25000元

亚军：12000元

季军：8000元

第四名：5000元

第五名：5000元

第六名：5000元

2.⼥女女⼦子团体

冠军：15000元

亚军：10000元

季军：6000元

（三）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

各取前6名。

各组奖⾦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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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5000元

亚军：4000元

季军：2000元

第四⾄至六名：1000元

（四）棋类嘉年年华活动

奖⾦金金：2.5万元

（五）等级申报

选⼿手达到规定成绩，可申办中国围棋协会颁发的业余

围棋段位证书、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颁发的业余围棋级位证

书。

1.⽹网络赛部分

①海海选赛

晋级⽅方式 每阶段名次 申报等级

海海选赛/期 积分

1-20名 4级

21-60名 5级

61-100名 6级

101-300名 7级

301-500名 8级

501-720名 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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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入围赛

2.线下总决赛

晋级⽅方式 名次 申报等级

⼊入围赛/期
根据积分

排名

1-90名 1级

91-210名 2级

211名-360名 3级

项⽬目 晋级⽅方式 名次 申报等级

总决赛 积分

第1名
职业初段或业余7

段

2-9名 6段

10-49名 5段

50-119名 4段

120-209名 3段

210-309名 2段

310名以后 1段

项⽬目 晋级⽅方式 名次 申报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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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人赛

少⼉儿组 积分

第1名 5段

第2-3名 4段

第4-6名 3段

项⽬目 晋级⽅方式 名次 等级

男⼦子

双⼈人

根据参赛

⼈人数⽽而定

第1名 4段

第2-3名 3段

第4-6名 2段

项⽬目 晋级⽅方式 名次 等级

⼥女女⼦子
双⼈人

根据参赛
⼈人数⽽而定

第1名 3段

第2-3名 2段

第4-6名 1段

项⽬目 晋级⽅方式 名次 等级

男⼥女女
混双

根据参赛
⼈人数⽽而定

第1名 3段

第2-3名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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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未尽事宜另⾏行行通
知

混双 ⼈人数⽽而定
第4-6名 1段

项⽬目 晋级⽅方式 名次 等级

亲⼦子
双⼈人

根据参赛
⼈人数⽽而定

第1名 2段

第2-6名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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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日程安排

⽇日 期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备 注

10⽉月27⽇日
（周六）

各代表团报到
地点：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中国杭州钱潮路路2号）

天元酒店⼤大
堂

领队会议
16:30-17:30

4楼会议室

10⽉月28⽇日
(周⽇日)

棋王赛第⼀一轮  
9:00-11：

00

棋王赛第⼆二轮
13:00-15:00 少⼉儿赛、双⼈人

赛、混双赛、
亲⼦子赛第⼆二轮
18:30-20:0

0

赛场：
5楼钱⻄西厅

少⼉儿赛、双⼈人
赛、混双赛、亲
⼦子赛第⼀一轮
15：00-16:30

10⽉月29⽇日
(周⼀一

棋王赛第三轮
9:00--11:0

0

棋王赛第四轮
13:00--15:00

少⼉儿赛、双⼈人
赛、混双赛、
亲⼦子赛第三轮
18:30-20:0

0

棋王赛第五轮
15:30--17:30

10⽉月30⽇日
（周⼆二）

棋王赛第六轮    
9:00--11:0

0

棋王赛第七轮
13:00-15:00

少⼉儿赛、双⼈人
赛、混双赛、
亲⼦子赛第四轮
18:30-20:0

0
棋王赛第⼋八轮
15: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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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赛⽇日程安排

10⽉月31⽇日
（周三）

棋王赛第九轮
9:00—11:00

棋王赛AB组同名
次
决赛

13:00-15:00 闭幕式
18:00少⼉儿赛、双⼈人

赛、混双赛、亲
⼦子赛第五轮

15:00-16：30

11⽉月1⽇日
（周四）

各代表团离杭

⽇日 期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备 注

10⽉月27⽇日
（周六）

各代表团报到
地点：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中国杭州钱潮路路2

号）
天元酒店⼤大堂

领队会议
16:30-17:30

4楼会议室

10⽉月28⽇日
(周⽇日)

棋王赛第⼀一轮  
9:00-11：

00

棋王赛第⼆二轮
13:00-15:00

赛场：
5楼钱⻄西厅

10⽉月29⽇日
(周⼀一

棋王赛第三轮
9:00--11:0

0

棋王赛第四轮
13:00--15:00

棋王赛第五轮
15:30--17:30

10⽉月30⽇日
（周⼆二）

棋王赛第六轮    
9:00--11:0

棋王赛第七轮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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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赛、少⼉儿赛⽇日程安排

10⽉月30⽇日
（周⼆二）

9:00--11:0
0 棋王赛第⼋八轮

15:30--17:30

10⽉月31⽇日
（周三）

棋王赛第九轮
9:00—11:00

棋王赛AB组同名
次
决赛

13:00-15:00

闭幕式
18:00

11⽉月1⽇日
（周四）

各代表团离杭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备注

10⽉月27⽇日
（周六）

各代表团报到
地点：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中国杭州钱潮路路2号）

天元酒店⼤大
堂

10⽉月28⽇日
(周⽇日)

少⼉儿赛、双⼈人
赛、混双赛、
亲⼦子赛第⼀一轮

15：
00-16:30

少⼉儿赛、双⼈人赛、
混双赛、
亲⼦子赛第⼆二轮
18:30-20:00

赛场：
409

10⽉月29⽇日
(周⼀一)

少⼉儿赛、双⼈人赛、
混双赛、
亲⼦子赛第三轮
18:30-20:00

10⽉月30⽇日
（周⼆二）

少⼉儿赛、双⼈人赛、
混双赛、
亲⼦子赛第四轮
18: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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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业余棋王争霸赛（象棋） 

竞赛规程 

⼀一、指导单位

浙江省体育局                                                                                                                                                                                                                                                                                                                                                                                                                                                                                                                                                                                                                                                                                                                                                                                                                                                                                                                                                                                                                                                                                                                                                                                                                                                                                                                                                                                                                                                                                                                                                                                                                                                                                                                               

⼆二、主办单位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浙江省棋类协会

三、承办单位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弈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市棋类协会

四、⽀支持单位

10⽉月31⽇日
（周三）

少⼉儿赛、双⼈人
赛、混双赛、
亲⼦子赛第五轮
15:00-16：

30

闭幕式
18:00

11⽉月1⽇日
（周四）

各代表团离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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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市棋王酒业有限公司

五、⽐比赛类型

⽐比赛共设9个项⽬目：男⼦子个⼈人、⼥女女⼦子个⼈人、男⼦子团体、

⼥女女⼦子团体、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

少⼉儿个⼈人。

六、赛程安排

⽐比赛由线上⽐比赛、线下⽐比赛两个部分组成。

1.线上⽐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网络海海选赛”；

第⼆二阶段“⽹网络⼊入围赛”。

2.线下⽐比赛为总决赛。

七、⽐比赛地点

1.线下总决赛地点：弈战平台（含电脑终端、⼿手机移

动终端、平板电脑终端）三⼤大终端，均可登录。

具体信息可登录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

询，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地址：http://51xiaqi.com，

棋王争霸赛微信公众号：qwzbs123

2.线下总决赛地点：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七、⽐比赛⽇日期

1.正式⽐比赛公告⽇日期：3⽉月

2.⽹网络海海选赛和⼊入围赛：5⽉月11⽇日-9⽉月17⽇日

!25



说明：为给选⼿手提供更更多参赛机会，⽹网络海海选赛共分

⼋八期举⾏行行，每期之间均为平⾏行行赛事，⽆无递进关系，选⼿手可

在⼋八期⽐比赛的任意时间段内参赛。

3.线下总决赛时间：11⽉月9⽇日-13⽇日

第⼀一期：5⽉月11⽇日-5⽉月26⽇日（海海选赛）

    5⽉月27⽇日-6⽉月5⽇日（⼊入围赛）

第⼆二期：5⽉月27⽇日-6⽉月10⽇日（海海选赛）

    6⽉月11⽇日-6⽉月20⽇日（⼊入围赛）

第三期：6⽉月11⽇日-6⽉月25⽇日（海海选赛）

    6⽉月26⽇日-7⽉月5⽇日（⼊入围赛）

第四期：6⽉月26⽇日-7⽉月9⽇日（海海选赛）

    7⽉月10⽇日-7⽉月19⽇日（⼊入围赛）

第五期：7⽉月10⽇日-7⽉月24⽇日（海海选赛）

    7⽉月25⽇日-8⽉月3⽇日（⼊入围赛）

第六期：7⽉月25⽇日-8⽉月8⽇日（海海选赛）

    8⽉月9⽇日-8⽉月18⽇日（⼊入围赛）

第七期：8⽉月9⽇日-8⽉月23⽇日（海海选赛）

    8⽉月24⽇日-9⽉月2⽇日（⼊入围赛）

第⼋八期：8⽉月24⽇日-9⽉月7⽇日（海海选赛）

    9⽉月8⽇日-9⽉月17⽇日（⼊入围赛）

⼋八、参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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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赛选⼿手不不限国籍。

2.国内外业余象棋爱好者均可报名参赛，获得国家级

运动健将(国家⼤大师)及以上称号者（以国家体育总局关于

运动健将的公示信息为准）不不得参赛。

3.通过线上⽐比赛晋级线下总决赛的选⼿手名单，以及持

主办⽅方外卡参加线下总决赛的选⼿手名单将在总决赛前公示，

如被举报，经查实⽴立即取消资格。

九、线上⽐比赛登陆⽅方式

⽅方式⼀一：QQ、微信的注册⽤用户可直接输⼊入⽤用户账号登

陆。

⽅方式⼆二：注册浙报通⾏行行证后登陆。
    ⼗十、竞赛办法

（⼀一）⽹网络海海选赛

1.⽹网络海海选赛共分⼋八期，采⽤用积分晋级制。

2.⽹网络赛⽐比赛时间为全天任意时段。

3.棋⼿手随机匹配进⾏行行对战，棋⼿手胜得2分，负-2分，

平1分。

4.逃跑扣除2分，对⽅方得2分。

5.每期积分达到7分及7分以上，即可⼊入选⼊入围赛。

6.获得等级证书的责任局数为⾄至少10局。

（⼆二）⽹网络⼊入围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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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入围赛共分⼋八期，采⽤用积分晋级制。每期录取

前20名，共160名⼊入围赛选⼿手进⼊入线下总决赛（如积分相

同，则胜局数多者列列前；如胜局数也相同，则并列列⼀一同晋

级）。

2.⼊入围赛⽐比赛时间为全天任意时段（每期的⾸首⽇日⽐比赛

从10点开始）。

3.棋⼿手随机匹配对战。

（三）线下总决赛

参赛⼈人数：总决赛参赛选⼿手共240名棋⼿手

1.⽹网络⼊入围赛名额：160名

2.外卡名额：80名。产⽣生办法为2018年年度杭州市象棋

等级赛男、⼥女女10岁、12岁组冠军；近两年年（2016、2017

年年）杭州13个区县市⽐比赛前三名选⼿手，省级运动会前三名

选⼿手，国内各地有多地域参赛的公开赛前三名选⼿手；推⼴广

分站赛若⼲干名额。以上名额均需选⼿手参与过⽹网络海海选赛，

报名时需提供弈战平台⽤用户名，联系⽅方式。

3.少⼉儿组⼈人数另计。具有四级棋⼠士在2008年年1⽉月1⽇日以

后出⽣生的少年年棋⼿手。所有选⼿手均需完成线上海海选赛，报名

时需提供弈战平台⽤用户名，联系⽅方式。

（四）竞赛办法

1.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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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赛采⽤用积分编排。男⼥女女进⾏行行混合赛，名次分别录

取。⼥女女⼦子选⼿手获得混合名次奖⾦金金可以累积，男⼦子组名次则

不不再顺延录取。

2.团体赛

（1）男⼦子团体名次按选⼿手所在直辖市、省、⾃自治区、

特别⾏行行政区个⼈人最好名次的3⼈人排名总和计算；

（2）⼥女女⼦子团体名次按选⼿手所在直辖市、省、⾃自治区、

特别⾏行行政区个⼈人最好名次的2⼈人排名总和计算。

（3）团体的名次录取具体根据身份证上的前两位地区

编号（如11~~北北京，33~浙江），在报名时系统会⾃自动录

取同⼀一参赛省市的棋⼿手。

3.少⼉儿赛

（1）具有四级棋⼠士在2008年年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少年年

棋⼿手。

（2）所有选⼿手均需完成线上海海选赛，报名时需提供弈

战平台⽤用户名，联系⽅方式。

4.双⼈人赛

（1）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

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选⼿手从⽹网络赛选⼿手中

⾃自由配对产⽣生，8对开赛，上限32对。

（2）亲⼦子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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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双⼈人赛选⼿手为三代直系亲属（⽗父⺟母、⼦子⼥女女、祖⽗父

⺟母与孙⼦子⼥女女等、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女等），配对选⼿手中必

须1⼈人参加过⽹网络赛，8对开赛，上限32对。

（五）线上赛其他说明事项

1.⽹网络⽐比赛。

2.⼀一局⽐比赛中断线总时⻓长超过2分钟，或断线次数⼤大于

2次，即视为逃跑（不不在弈战应⽤用中算中断，每次中断超过

60秒算断线）。

3.⽹网络海海选赛部分，棋⼿手若感觉成绩不不理理想，可重新

参加下⼀一期⽹网络海海选赛。

4.若发现作弊⾏行行为，⼀一经查实取消成绩。

（六）积分排⾏行行榜

⽐比赛时需统计排⾏行行积分，将棋⼿手成绩及各项指标列列⼊入

排⾏行行榜，每⼩小时更更新1次。
客户端排⾏行行榜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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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参赛费⽤用

1.整个⽐比赛活动全程免费参与，免费报名。

2.线下总决赛交通费、⻝⾷食宿费由参赛选⼿手⾃自理理。

⼗十⼆二、报名时间⽅方法

（⼀一）线上报名时间

1.⽹网络海海选赛：5⽉月11⽇日-9⽉月7⽇日，海海选赛期间可重复

多次报名海海选赛。⽹网络⼊入围赛选⼿手根据⽐比赛成绩产⽣生，不不

需要报名。

2.双⼈人赛：9⽉月10⽇日-30⽇日，共设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

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四个项⽬目。

3.少⼉儿组：9⽉月10⽇日-30⽇日。

（⼆二）报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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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http://51xiaqi.com，在相应⻚页⾯面填写报

名信息。

（三）名单公示和补充规则

线下总决赛名单公示期：10⽉月9⽇日-14⽇日

公示地址：

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http://51xiaqi.com；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官⽹网：http://

www.zgqyhzfy.com

棋王争霸赛微信公众号：qwzbs123

补充规则将与公示名单同时发布。

（四）外卡申请时间和⽅方式

1.申请时间：9⽉月18⽇日-9⽉月30⽇日

2.联系⽅方式：0571-28057550，潘⽼老老师

⼗十三、录取名次和奖励⽅方法

1.男⼦子个⼈人取前32名（如有⼥女女⼦子选⼿手进⼊入前32名，名

次不不再顺延），⼥女女⼦子取前6名，⼥女女⼦子选⼿手获得混合名次奖⾦金金

可以累积。授予奖⾦金金和奖状。

（1）男⼦子组   冠军： 50000元

亚军： 20000元

季军： 10000元

4-8名：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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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名：1000元

（2）⼥女女⼦子组   冠军：5000元

              亚军：3000元

              季军：2000元

              第4名：1000元

              第5名：800元

              第6名：600元

2.团体赛（男团3⼈人，⼥女女团2⼈人）录取前3名。授予奖

⾦金金、奖牌和奖状。参加团体不不⾜足3⽀支队录取冠军，3⽀支队录

取前两名。

男团   冠军：12000元

亚军：9000元

季军：6000元

⼥女女团   冠军：12000元

亚军：9000元

季军：6000元

    3.少⼉儿组  冠军：3000元

亚军：2000元

季军：1000元

第4-6名：500元

第7-16名：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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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女女棋⼿手：1000元（同时兼得少⼉儿组其他名次奖励）

4.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组各取

前6名。授予奖⾦金金、奖牌和奖状。

各组奖⾦金金  冠军：6000元

亚军：4000元

季军：2000元

              4-6名：1000元

5.棋类嘉年年华活动：奖⾦金金2.5万

6.参加总决赛男⼥女女个⼈人组每⼈人赠送棋王酒。

7.根据《象棋棋⼿手技术等级标准》规定，达到相应技

术等级标准的棋⼿手可申报等级称号。

（1）⽹网络赛部分

①海海选赛

②⼊入围赛

晋级⽅方式 名次或积分 等级

海海选赛 积分 7分 ⼗十⼆二级棋⼠士

晋级⽅方式 名次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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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未尽事宜另⾏行行通

知.

2018年全国业余棋王争霸赛（国际象棋） 

竞赛规程 

⼀一、指导单位

浙江省体育局

⼊入围赛 排名
1-100名
101名以后

⼗十⼀一级棋⼠士
⼗十⼆二级棋⼠士

!35



⼆二、主办单位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浙江省棋类协会

三、承办单位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弈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市棋类协会

四、⽐比赛类型

⽐比赛共设9个项⽬目：男⼦子个⼈人、⼥女女⼦子个⼈人、男⼦子团体、

⼥女女⼦子团体、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

少⼉儿组。

五、赛程安排

⽐比赛由线上⽐比赛、线下⽐比赛两个部分组成。

1.线上⽐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网络海海选赛”；第

⼆二阶段“⽹网络⼊入围赛”。

2.线下⽐比赛为总决赛。

六、⽐比赛地点：

1.线下总决赛地点：弈战平台（含电脑终端、⼿手机移

动终端、平板电脑终端）三⼤大终端，均可登录。

具体信息可登录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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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地址：http://51xiaqi.com，

棋王争霸赛微信公众号：qwzbs123

2.线下总决赛地点：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七、⽐比赛⽇日期

1.正式⽐比赛公告⽇日期：3⽉月

2.⽹网络海海选赛和⼊入围赛：5⽉月11⽇日-9⽉月17⽇日。

说明：为给选⼿手提供更更多参赛机会，⽹网络海海选赛共分

⼋八期举⾏行行，每期之间均为平⾏行行赛事，⽆无递进关系，选⼿手可

在⼋八期⽐比赛的任意时间段内参赛。

第⼀一期：5⽉月11⽇日-5⽉月26⽇日（海海选赛）

        5⽉月27⽇日-6⽉月5⽇日（⼊入围赛）

第⼆二期：5⽉月27⽇日-6⽉月10⽇日（海海选赛）

        6⽉月11⽇日-6⽉月20⽇日（⼊入围赛）

第三期：6⽉月11⽇日-6⽉月25⽇日（海海选赛）

        6⽉月26⽇日-7⽉月5⽇日（⼊入围赛）

第四期：6⽉月26⽇日-7⽉月9⽇日（海海选赛）

        7⽉月10⽇日-7⽉月19⽇日（⼊入围赛）

第五期：7⽉月10⽇日-7⽉月24⽇日（海海选赛）

        7⽉月25⽇日-8⽉月3⽇日（⼊入围赛）

第六期：7⽉月25⽇日-8⽉月8⽇日（海海选赛）

        8⽉月9⽇日-8⽉月18⽇日（⼊入围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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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8⽉月9⽇日-8⽉月23⽇日（海海选赛）

        8⽉月24⽇日-9⽉月2⽇日（⼊入围赛）

第⼋八期：8⽉月24⽇日-9⽉月7⽇日（海海选赛）

        9⽉月8⽇日-9⽉月17⽇日（⼊入围赛）

3.线下总决赛时间：11⽉月9⽇日-13⽇日

    ⼋八、参赛办法

1.参赛选⼿手不不限国籍。

2.国内外业余国际象棋爱好者均可报名参赛，获得国

家级运动健将(国家⼤大师)及以上称号（以国家体育总局关

于 运 动 健 将 的 公 示 信 息 和 国 际 棋 联 ⽹网 站

（www.fide.com）的棋⼿手信息为准）或者国际等级分达

到2400分（含）以上的国际象棋爱好者不不得参赛。

3.通过线上⽐比赛晋级线下总决赛的选⼿手名单，以及持

主办⽅方外卡参加线下总决赛的选⼿手名单将在总决赛前公示，

如被举报，经查实⽴立即取消资格。

九、线上⽐比赛登陆⽅方式

⽅方式⼀一：QQ、微信的注册⽤用户可直接输⼊入⽤用户账号登

陆。

⽅方式⼆二：注册浙报通⾏行行证后登陆。
    ⼗十、竞赛办法
（⼀一）⽹网络海海选赛

1.⽹网络海海选赛共分⼋八期，采⽤用积分晋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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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赛⽐比赛时间为全天任意时段。

3.棋⼿手随机匹配进⾏行行对战，棋⼿手胜得2分，负-2分，

平1分。

4.逃跑扣除2分，对⽅方得2分。

5.每期积分达到5分及5分以上，即可⼊入选⼊入围赛。

6.获得等级证书的责任局数为⾄至少10局。
（⼆二）⽹网络⼊入围赛

1.⽹网络⼊入围赛共分⼋八期，采⽤用积分晋级制，每期录取

前20名，共160名⼊入围赛选⼿手进⼊入线下总决赛（如积分相

同，则胜局数多者列列前；如胜局数也相同，则并列列⼀一同晋

级）。

2.⼊入围赛⽐比赛时间为全天任意时段（每期的⾸首⽇日⽐比赛

从10点开始）。

3.棋⼿手随机匹配对战。
（三）线下总决赛

总决赛参赛选⼿手来⾃自⽹网络⼊入围赛决出的160名选⼿手；全

国棋协⼤大师赛公开组前6名；若⼲干名持外卡选⼿手。以上名额

均需选⼿手完成线上海海选赛，报名时需提供边弈战平台⽤用户

名，联系⽅方式。

少⼉儿组⼈人数另计。具有五级棋⼠士在2008年年1⽉月1⽇日以后

出⽣生的少年年棋⼿手。名额均需选⼿手完成线上海海选赛，报名时

需提供弈战平台⽤用户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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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赛

个⼈人赛采⽤用积分编排。男⼥女女进⾏行行混合赛，名次分别录

取。⼥女女⼦子选⼿手获得混合名次奖⾦金金可以累积，男⼦子组名次则

不不再顺延录取。

2.团体赛

（1）男⼦子团体名次按选⼿手所在直辖市、省、⾃自治区、

特别⾏行行政区代表队个⼈人最好名次的3⼈人排名总和计算；

（2）⼥女女⼦子团体按选⼿手所在直辖市、省、⾃自治区、特别

⾏行行政区代表队个⼈人最好名次的2⼈人排名总和计算。

（3）外籍棋⼿手可以组成国际联队（男⼦子团体3⼈人或者

⼥女女⼦子团体2⼈人）进⼊入团体名次录取。

（4）备注说明：

团体的名次录取具体根据身份证上的前两位地区编号

（如11~~北北京，33~浙江），在报名时系统会⾃自动录取同

⼀一参赛省市的棋⼿手。

3.少⼉儿赛

（1）具有三级棋⼠士在2008年年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少年年

棋⼿手。

（2）以上名额均需选⼿手完成线上海海选赛，报名时需提

供弈战平台⽤用户名，联系⽅方式。

4.双⼈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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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

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选⼿手从⽹网络赛选⼿手中

⾃自由配对产⽣生，8对开赛，上限32对。

（2）亲⼦子双⼈人

亲⼦子双⼈人赛选⼿手为三代直系亲属（⽗父⺟母、⼦子⼥女女、祖⽗父

⺟母与孙⼦子⼥女女等、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女等），配对选⼿手中必

须1⼈人参加过⽹网络赛，8对开赛，上限32对。
（四）线上赛其他说明事项

1.⽹网络⽐比赛：

2.⼀一局⽐比赛中断线总时⻓长超过2分钟，或断线次数⼤大于

2次，即视为逃跑（不不在弈战应⽤用中算中断，每次中断超过

60秒算断线）。

3.⽹网络海海选赛部分，棋⼿手若感觉成绩不不理理想，可重新

参加下⼀一期⽹网络海海选赛。
4.若发现作弊⾏行行为，⼀一经查实取消成绩。

（五）积分排⾏行行榜

⽐比赛时需统计排⾏行行积分，将棋⼿手成绩及各项指标列列⼊入

排⾏行行榜，每⼩小时更更新1次。

客户端排⾏行行榜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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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参赛费⽤用

1.整个⽐比赛活动全程免费参与，免费报名。

2.线下总决赛交通费、⻝⾷食宿费由参赛选⼿手⾃自理理。

    ⼗十⼆二、报名时间⽅方法

（⼀一）线上报名时间

1.⽹网络海海选赛：5⽉月11⽇日-9⽉月7⽇日，海海选赛期间可重复

多次报名海海选赛。⽹网络⼊入围赛选⼿手根据⽐比赛成绩产⽣生，不不

需要报名。

2.双⼈人赛：9⽉月10⽇日-30⽇日，共设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

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四个项⽬目。

3.少⼉儿组：9⽉月10⽇日-30⽇日。

（⼆二）报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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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http://51xiaqi.com，在相应⻚页⾯面填写报名

信息。

（三）名单公示和补充规则

线下总决赛名单公示期：10⽉月9⽇日-14⽇日

公示地址：

棋王争霸赛官⽅方⽹网站：http://51xiaqi.com；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官⽹网：http://

www.zgqyhzfy.com

棋王争霸赛微信公众号：qwzbs123

补充规则将与公示名单同时发布。
    ⼗十三、录取名次和奖励⽅方法

1.男⼦子个⼈人取前32名（如有⼥女女⼦子选⼿手进⼊入前32名，名

次不不再顺延），⼥女女⼦子取前6名，⼥女女⼦子选⼿手获得混合名次奖⾦金金

可以累积。授予奖⾦金金、奖牌和奖状。

   （1）男⼦子组  冠军： 50000元

亚军： 20000元

季军： 10000元

4-8名：3000元

9-32名：1000元

（2）⼥女女⼦子组  冠军：5000元

亚军：3000元

季军：2000元

!43

http://51xiaqi.com
http://www.zgqyhzfy.com
http://www.zgqyhzfy.com


第4名：1000元

第5名：800元

第6名：600元

　（3）⼥女女⼦子选⼿手获得混合名次奖⾦金金可以累积。

2.团体赛（男团3⼈人，⼥女女团2⼈人）录取前3名。授予奖

⾦金金、奖牌和奖状。参加团体不不⾜足3⽀支队录取冠军，3⽀支队录

取前两名。

男团  冠军：12000元

亚军：9000元

季军：6000元

⼥女女团  冠军：12000元

亚军：9000元

季军：6000元

    3.少⼉儿组  冠军：3000元

亚军：2000元

季军：1000元

第4-6名：500元

第7-16名：200元

最佳⼥女女棋⼿手：1000元（同时兼得少⼉儿组其他名次奖励）

4.男⼦子双⼈人、⼥女女⼦子双⼈人、男⼥女女混双、亲⼦子双⼈人组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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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名。授予奖⾦金金、奖牌和奖状。

各组奖⾦金金  冠军：6000元

亚军：4000元

季军：2000元

4-6名：1000元

5.棋类嘉年年华活动：奖⾦金金2.5万

6.根据《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棋⼠士等级称号条例例》 ，达

到相应技术等级标准的棋⼿手可申报等级称号。

（1）⽹网络赛部分
①海海选赛

②⼊入围赛

（2）线下总决赛

晋级⽅方式 名次或积分 等级

海海选赛 积分 5分 ⼗十三级棋⼠士

晋级⽅方式 名次 等级

⼊入围赛 根据积分排名
1-100名
101以后

⼗十⼆二级棋⼠士
   ⼗十⼀一级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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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未尽事宜另⾏行行通

知。

晋级⽅方式 名次 最⾼高等级

总决赛
9轮

积分编排

1-10名    ⼀一级棋⼠士

11-20名    ⼆二级棋⼠士

21-30名    三级棋⼠士

31-40名    四级棋⼠士

41-50名    五级棋⼠士

50名以后    六级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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