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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棋竞赛规则》与时俱进的发展概况 
 

刘继军、蔡伟林  

 

凡属游戏，皆有规则。由此推断，规则必定是与游戏本

身如影相随同步产生，且作用于游戏的演变而发展完善。没

有规则的游戏，肯定难以为继，也断无广泛流传乃至恒久发

展的可能。 

象棋作为一项高级的智力游戏，流传千年之久，逐渐定

型于北宋后期，规则毫无疑问始终贯穿于其中。除却最古老、

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摸子走子、落子无悔”规则，约定

俗成、口口相传之外，其文字记载也偶见于各类典籍之中。

如南宋末年的类书《事林广记》所记载的有关象棋部分，开

篇 “象棊子法：将行一步九宫内，士止一尖不离宫。象虽

二尖有四路，马行一直一尖冲。炮须隔子打一子，车横直撞

任西东。卒子若行惟一步，过河进吉退为凶。”这一段文字

就很好地诠释了象棋行棋的基本规则。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的象棋大家薛丙整理出版的排局谱《心武残篇》（１８００年）

和全局谱《梅花泉》（１８０９年）二谱卷首“凡例”，对走

棋先后，棋子颜色、棋图印制、着法禁允等一系列规则问题，

也均有所提及。（关于古代棋规，在此不作赘述。大家尽可

参阅由特级国际裁判季本涵先生倾力所撰的《明清两代象棋

棋规初探》、《象棋“一棋两规”现象之探索》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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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上海市举行全市象棋比赛，象棋名家屠景明先生

经多方征求相关人士意见，精心编撰而成《象棋比赛规程》，

在这次比赛中试行。它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 

 一、明确了裁判工作的职责范围和棋手必须遵循的准

则。其中有裁判必须公正执规，不迟到、不早退、不偏袒、

不马虎，兢兢业业，自始至终地搞好工作，比赛完毕必须记

录胜负，重要比赛必须记录着法等。 

二、明确了一些棋规，分允许着法和不允许着法两类。

如明确了“捉一不捉二”、长跟、长拦等是允许着法；一将

一捉，一将一杀等具有连续胁迫对手的，为不允许着法，必

须变着，如不变作负。 

三、对比赛用时也作了规定。如每走一步棋限时两分钟；

遇疑难棋势，有三次机会每步可延时五分钟；何着延时，由

棋手自定。 

这项《象棋比赛规程》的成功运用，对象棋比赛规范化、

统一化产生了承前启后的积极影响。 

1956 年 8 月，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把象棋列入我国正式

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审定颁布了象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第一本《象棋竞赛规则》，同年 12 月 15 日至 27 日在北京

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象棋锦标赛。来自全国的 30 名象棋运动

员首次按照统一的竞赛规则，规范地走子、按钟、记录，同

场公平竞技，象棋发展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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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例”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现代中国《象棋竞赛规则》起始于 1956 年 8 月，第一本

规则成文共九章，16 页，6000 字。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 棋盘和棋子 界定了棋盘标准样式、棋子红黑两

色形制。 

第二章 棋子的摆法 明确了对局之前，各种棋子的原始

摆放位置。 

第三章 猜先 规定行棋次序为黑先红后；正式比赛采用

猜先方法（如两局制比赛，则次局先后互换，仍是黑方先走）；

同时还对让“一先”、“两先”、“三先”或“让子”的对弈情

形，规定“两先”及以上的受让者，头几着不准“吃子”或

“将军”。 

第四章 棋子的走法和吃子 明确规定各种棋子的行棋和

吃子方法。 

第五章 记录 规范行棋双方每一着的记录方法。根据棋

子行经方向采用“上”、“下”、“平”来表示，红方采用阿拉

伯数字、黑方采用中文数字记载行止位置。 

第六章 胜败 明确对弈的胜负结果，分别是： “将死”

（一方捉得另一方将或帅时为胜，被捉一方为败）；“困毙”

（一方将或帅被困无子可走时为败）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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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和棋  明确和棋结果，分别是：1.双方棋子或棋

势都没有取胜可能时；2.遇到“长拦”、“长兑”、“长跟“、

“一将一闲”、“解将还将”、“兵卒长捉”、“将帅长捉”、“车、

马循环反捉”这八种情形，双方不走其他变着时。 

第八章 禁止着法 列出对局中八种情形属不许可，违者

作败棋论。这八种情形分别是：“长将”、“长要杀”、“长捉

无根子”、“一将一要杀”、“一将一捉”、“一将一要抽”、“将

帅对面”、“捉一不捉二”。 

第九章 附则 分别比赛纪律、摸子走子、裁判（评判）

执裁、计分办法、对局用时、棋例（疑难棋势）裁决等作出

规范要求。 

该竞赛规则中，竞赛规定部分，借鉴相对成熟的国际竞

赛体系，此处不作展开（本文另起篇章简述）；基本规则部

分，显然采用前文所述古之棋规，传承沿用并稍加完善；涉

及“棋例”（疑难棋势）部分，则是对国内南北方发展历程

中，约定俗成的传统规定和规矩，作了相对统一与规范。 

当年同一时期见于文字刊载的“棋例”有： 

1.发表于 1953 年 1 月 22 日《北京日报》上，由谢小然

先生编撰“棋规”，并在开春之后举行的华北东北名手单人

赛上试用，同年十月编入由他与冯锦诸合编的《象棋精编》

一书的 87-88 页。其内容大致为：摸子则动、举子则行、落

子无悔；一将一闲、长兑、长跟、长拦、解杀还杀、解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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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双方不变均作和局；长将、长捉、一将一捉、长杀、一

将一杀，作负；捉一不捉二（有根子不在此限）； 

2. 1956 年 6 月的广州《象棋》月刊（杨官璘、陈松顺

主编）20-26 页，编者把一般习惯上公认的常见“棋例”，综

合 10 图加以诠释刊登，具体条文为： 

（1）动子走子，落子生根（虽未离手也不得回）。 

（2）捉一不捉二（有根子不在此列），惟将帅兵卒捉子，

不变算和。 

（3）长将、长捉、长杀作负。 

（4）一将一捉、一将一明杀均作负，一将一暗杀不变作

和。 

（5）一将一闲，解杀还杀，不变作和。 

（6）一子分捉两子（被捉子未走动）等于交柯捉子，不

变作和。 

（7）一子长捉两子（被捉子避捉已走动）及双同类子长

捉一子，均等于长捉，不变作负。 

（8）车马炮互捉，不变作和。惟车马互捉，马无第三步

走，应由车变，车方不变作负。 

（9）长兑长拦作和。 

（10）凡遇双方同时触犯棋例之局势（在棋例规定之外

者）作和。 

显然，竞赛规则的产生，在当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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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对此前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棋例”加以沿用、传

承、辨析、分类、综合、规范，以期达到统一的目的，这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出来什么完备的理论体

系（大家可参阅由特级国际裁判刘国斌先生所撰《棋例人生》

于 2007-2009 年间在北京《劳动午报》的 105 篇连载）。 

由此开端，《象棋竞赛规则》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分别于 1956、1957、1958、1959、1960、1965、1973、1975、

1978、1979 年审定颁布了共 10 版（其中除 1978 年为仅试行

半年的油印本外，其余 9 版均为铅印）。期间“棋例”（疑难

棋势）历经多次修改增订，并于 1965 年第一次把“疑难棋

势”改称“棋例”在《竞赛规则》中单列自成一章，且分为

“禁止着法”与“和例”各一节，同时提出“二打一还打”、

“二打二还打”概念，理论雏形渐见。但虽则简单明了，终

因历史的局限，显得不甚完善，有些规定也并不完全合乎棋

理，因此时起纷争，莫衷一是。尤其“两打一还打”造成困

扰难点，“两将一还将”、“二打一还捉”、“二捉一还打”、“解

杀还杀”、“解捉还捉”、“车马互捉”、“车炮互捉”从开始

的互捉作和，到 1965 年一还打方无路可逃应由两打方变着，

及 1973 年如一打方无法变着二打方须变，1975 年、1978 年

的一打方若属被迫解捉还捉须由二打方变着，再到 1979 年

的无论无变还是有变不变均作和与为了解救被捉住的无法

逃跑、无子可保、陷于绝境的棋子、多打方无论无变或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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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一概作和，各个时期明显禁允不定。中间更兼“文化革

命”风雨如晦，人心惶惶动荡不定，象棋活动黯然停滞积年，

思想禁锢之下，理论难有建树，学术难有突破，情非得已究

属无奈。 

时间跨入八十年代，随着社会进步思想解放，加上对外

交流的日益频繁，象棋活动也进入发展繁荣时期。1982 年亚

象联制定出版的《象棋比赛规例》，尽管“棋例”沿用港澳

棋规和照搬我国五、六十年代“棋例”，且允许长杀、一将

一杀、一将一捉、一将一要抽吃子、一捉一要抽吃子、一子

分捉两子及多子、两子分捉两子及多子与国内规则禁允迥

异，但其兼收并蓄，条例分明的特色还是给国内以启发。更

兼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春风，思想得以解放，学术得以重

启。1982 年随着棋手、裁判、教练等级制度的实施，规则重

修也迈出新步伐，五年间两易其稿先在 1984 年出台试行规

则（油印本），提出“第一反击”、“子力价值”、“自毙”、和

及后的“联合捉子”、“配合捉子”、“60 回合自然限着”、“违

例”、“有效着数“等概念，令人耳目一新。继之于 1987 年

产生正式新版《象棋竞赛规则》，第一次建立了较为规范完

善的理论体系，“棋例”一章演绎成“术语解释”、“子力价

值”、“棋例总纲”、“棋例细则”四节，突出了纲、目之间关

系，体现出以理定规、以规管例的理论指导思想，规则发展

从粗到细、从简到繁、从宽到严、从浅到深的历程，至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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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历史性突破。1987 年《象棋竞赛规则》沿用达 10 多年，

固然有多种原因所在，但已足够说明其理论学术水平所达到

的高度，一如 1999 年版规则序言对此评价“这部规则对象

棋运动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如此较长年份的实践，规则如何

更进一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节奏，成为一项新的课题。中国

象棋协会分别于 1998 年 3 月在云南昆明、7 月在北京、10

月在江苏泰州相继召开三次会议，象棋界有代表性的权威们

都出席了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确定修订要实现理论

上更加完善、文字上更加简洁明了、实行中更加易于操作的

新目标。在 1987 年《象棋竞赛规则》基础上数易其稿，一

部新的规则 1999 年版《象棋竞赛规则》终于在当年初问世。 

新版竞赛规则在编写上跳出了四十年一贯制的章节模

式，首次采用法律条文体例，文字力求简而不疑、详而不繁，

总字数与页数均明显少于 1987 年版竞赛规则，达到了言简

义明的修订要求。而且第一次对棋具规格、赛场环境作出规

定，明文禁止赛场吸烟。第一次规定走棋按钟须用同一只手，

违反行棋规定、拒绝遵守规则作负。计时方法提供多种不同

等级赛事的用时方案，并引入包干用时制度，较大幅度地压

缩了对局用时，取消了“封棋”，对“超时”判负作出新规

定，名次确定破同分增加了新的内容。“棋例”部分分为总

纲、细则两章进行表述，重复局面取消“有效着数”，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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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沿用的形成循环反复局面的“疑难棋势”拗口名词首次创

造性地明确定名为“待判局面”，使棋手、裁判易于掌握执

行。重新分类增删“棋例”总纲，使之成为四款总则和四款

通则，与亚洲规则的四大裁决原则，外延内涵基本达成一致，

缩减了与亚洲棋规的差异性。同时把《亚洲象棋规例》、《棋

手等级制度》等内容合编成一册出版，便于学习、参照、探

索、研究，因此深受广大象棋工作者和爱好者欢迎。 

新世纪中，象棋运动日新月异发展飞速，同时得到了电

视、网络等各类新媒体的极大支持，象棋传播推广呈现出多

样化、立体化（文字、图片、视频、动态棋谱等等）的可喜

变化。为顺应时代的变化。2004 年 5 月，中国象棋协会决定

对 1999 年版《象棋竞赛规则》再行作修订完善工作，2007

年 3 月上旬，中国象棋协会规则修改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

经中国象棋协会技术委员会与裁判委员会 10 余位专家的用

心审定，1999 版象棋竞赛规则修订稿更名为 2007《象棋竞

赛规则》（试行本），随后在国家级各类重大赛事上开始试行

（2007 年试行本由于只是在内部试行，是历版象棋规则中唯

一未曾公开出版发布的一本《象棋竞赛规则》）。 

2007 规则试行本主要从以下九点作了修订补充： 

1.计分办法从“胜得 1 分、和棋得 0.5 分、负得 0 分”

改为“胜得 2 分、和棋得 1 分、负得 0 分”； 

2.采用加秒用时制； 



 10 

3.采用贴时贴分制； 

4.取消原规则中“发生互打时，乒(卒)叫吃子均按捉处

理。”一条； 

5.在新版规则中补充快棋赛规则，其中自然限着由裁判

直接判罚； 

6.将原规则“占据防守要点”的描述改为“占据守和

要点”； 

7.进一步明确“捉”的概念，出现棋例时只根据发生纠

纷的局面，按性质判定是“捉”是“闲”； 

8.增加累进分、破同分的描述和判断； 

9.专业比赛和业余比赛在执行规则上判罚尺度将有所

区别。 

此后再经多年酝酿并屡经修订，在 2007 年试行本基础

上，于 2011 年 9 月审定 2011《象棋竞赛规则》试行版，这

也是《象棋竞赛规则》不再由国家体育总局审定，而改由该

项体育运动项目分管部门中国象棋协会名义审定出版。 

2014 年 4 月，中国象棋协会在 2011 试行本基础上再经

修订完善，审定出版了 2011 版《象棋竞赛规则》。 

谨此选录中国象棋协会在 2011版试行本和 2011年正式

版的序言，以此来参阅了解倾注了中国象棋裁判界几代人情

怀所取得的这一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度重大修订产生的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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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版和这次在 2007 年试行基础上推出的 2011 年试行版

《象棋竞赛规则》，一次比一次更好地体现出继承传统、与时俱

进、集思广益、包容兼收的修订思路。总体实现了保持前后规则

的连贯性、突出条文的原则性、力求文字的简明性、保护古谱排

局的艺术性、缩小与亚洲棋规的差异性等修订目标，每次修订都

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较为丰硕的成果。 

在国家体育总局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象棋协会主

持修订完稿的 2011 年版《中国象棋竞赛规则》（试行），是全

国象棋专业人士在规则领域集体付出心血的最新结晶。这次修

订，在内容上概括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全国象棋甲级联赛、团体与

个人锦标赛、体育大会、智力运动会及一些列重要杯赛的实践经

验，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竞赛改革的主要成果。其中，赛制、计

时和名次确定等方面都增加了新的内容。协会十分重视规则修订

工作，坚持每年召开技术、裁判、教练委员会主要成员联席会议，

由朱宝位同志执笔，以“棋例”部分为重点，逐条逐图反复推敲、

深入研讨。2007 年竞赛规则试行稿成形后，立即拿到全国性竞

赛活动中接受实践的检验。经过修订——实践——再修订——

再实践的不断完善，于 2011 年初夏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

理中心审定颁行。 

需加说明的是：本规则尚属 2011 年版试行本，因对“棋例”

部分条文和图形修订较多，目前主要适用于全国性象棋竞赛和重

大杯赛；业余竞赛以及各类青赛年比赛可以适当简化执行，也可

以选择采用亚洲棋规，作为 2011 年版正式出版前的过渡。” 

“《象棋竞赛规则》2011（试行版）历经近三年的实施试

行，已成为全国各类象棋活动的规范文本。为了更好地发挥《规

则》的指导作用，保证公平合理竞赛，中国象棋协会通过集思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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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修订、推出了《象棋竞赛规则》（2011 版）。新版《规则》

对部分条款、棋例等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力求文字阐述更准

确、棋例条款更简明、判罚尺度更合理。 

在《规则》文字条款部分，结合规范竞赛体制，在抓好赛风

赛纪管理以及文明礼仪等方面作了调整和修订。根据项目发展需

要，首次提出了促进象棋发展、进一步推动群体性象棋活动的理

念，具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象棋群体比赛简明规定》（见附录一），

为象棋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规范的制度保障。 

《规则》当中的“棋例”部分，对近两年全国甲级联赛等赛

事竞赛执裁尺度进行了提炼总结，进一步明确了强子、弱子和帅

（将）、仕相（士象）、兵（卒）等子力的交换规定。 

本《规则》历经三次会议讨论、修改、由中国象棋协会裁判委员

会牵头主笔，得到了各级领导、协会各委员会、各象棋队和广大

象棋同仁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疏漏之处，敬请

谅解。”  

 

竞赛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健全 

 

竞赛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健全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

管《象棋竞赛规则》从一开始，借鉴了国际上相对成熟的竞

赛体系，但如何与国内新生的象棋竞技活动相适应，也是经

过了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辛勤历程。 

以下选取象棋成为国家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后，最

具代表性的全国象棋个人赛赛制数据，对象棋竞赛体系建立

与健全过程，有一个稍具粗浅的观感。 



 13 

1956 年 初赛 30 人分六组取 12 名,复赛分三组取 6 名,

决赛分先两局单循环 

1957 年 分四个赛区 17 人进决赛,决赛单循环  

1958 年 分四个赛区 18 人进决赛,决赛单循环  

1959 年 初赛取 8 人进决赛,决赛单循环  

1960 年 10 轮积分编排制  

1962 年 26 人进行 25 轮单循环  

1964 年 14 轮积分编排制  

1965 年 初赛前 12 名进决赛,决赛单循环  

1966 年 初赛前 12 名进决赛,决赛单循环  

1974 年 14 轮积分编排制  

1975 年 初赛前四名进决赛,决赛单循环  

1977 年 初赛分六组,每组头名进决赛,决赛单循环  

1978 年 14 轮积分编排制  

1979年 初赛取 8名加 2名台北棋手进决赛,决赛单循环  

1980 年 初赛前 12 名为甲组棋手,决赛单循环  

1981 年 上年甲组前 9 名及乙组前 3 名单循环 

1982-1995 年男子 13 轮积分编排制女子单循环制 

1996-2005 年男、女分甲、乙组分别 13 轮与 11 轮积分

编排制 

2006-2008 年取消甲、乙分组，预赛按等级分蛇行排列

分成 4 组进行 7 轮积分编排制（记分采用胜 3 分、负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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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手和 1 分、后手和 2 分），每组取前 8 名进入决赛，采用

32 人单败淘汰附加赛制。 

2009-2012 年男子采用 11 轮积分编排末位淘汰制（记分

采用胜 2 分、负 0 分、和各 1 分）女子组采用 11 轮积分编

排制。 

2013 年男子分甲、乙组进行，乙组 7 轮预选取前 15 名

升组加入甲组 11 轮积分编排制（当年升降），女子依然 11

轮积分编排制 

从以上赛事赛制及方法的不断尝试与改进、定型，我们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象棋竞赛体系在适应各个历史时期的发

展需求中，是如何建立与健全的历程。 

接下来再来细致辨析历年竞赛规则中，理论文字上是如

何筚路蓝缕臻于完善 。 

1956 版《象棋竞赛规则》中首次明确规范了沿用至今的 

“记录”对局棋着进、退、平的方法；规定了胜、负、和的

几种情形；对局采用黑先红后，先后手猜先决定，让先、让

两先、让三先、让子对局的要求；摸子、动子相关要求；对

局不得闲谈、产生疑问听从评判员决定；对局用时方面分为

“时间总计制”、“每着限着”的两种方案；“循环赛”胜 2

分、负 0 分、和各得 1 分的记分办法；规则中未举之“疑难

棋势”由评判员通过会议形式决定究应判为胜局或和局的处

理办法。 



 15 

1957 年，规定（循环赛）正式比赛中，一盘制对局不再

猜先，号在前者执黑先行；两盘制对局采用猜先决定办法；

记录对局棋着前进（上）、后退（下）的方法改为进、退，“对

局记录”可设专人完成也可对局者自行完成，并在对局结束

后核对完整交给裁判员；正式比赛采用一盘制、两盘制的选

择办法；成绩计算出现了“大分”（场分）、小分（局分）概

念，和棋或成绩并列时破同分采用用时多少来区分办法，用

时出现了“时间分计制”、“时间总计制”；用时过长的对局

采用“封棋”方法及续弈的处理办法；“裁判工作”单独列

为一章（第十章），并对工作内容及其职责、权限作出明确

分工；第十一章“附则”第三条列出“比赛礼节”共三款：

1.比赛开始前，运动员应听从检录员的指导，按次序进入比

赛台。2.进入比赛台后，运动员先向本台裁判员及工作人员

握手致敬，再相互握手致敬后就坐，静候开始口令。3.一局

终了时，运动员先相互握手，再向裁判员及工作人员握手，

然后由裁判员率领与工作人员一同退场。 

1958 年，出现了两局“分组循环”、“大循环”概念。 

1959 年，规则第二章第六节的“胜、败”情况，新增“认

输”、“迟到判负”、“超时”、“封棋记录有误判负”、“由于运

动员的严重犯规，裁判员可判负”各款；第七节的“和棋”

情况，新增“一方轮到走棋时提议作和，对方表示同意”、“裁

判员根据对局形势可在限着之后无新的变化情形下予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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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款；第九节“对局守则”新增“摆正棋子需要事先声

明”、“纠正错误”；第三章“比赛通则及评判方法”之第十

二节“成绩计算”新增“未实际对局的处理及记分方法”、“一

盘制大循环的成绩计算和名次区分办法”、“两盘制及以上的

循环赛成绩计算和名次区分办法”、“牵涉冠军并列，用一局

或若干局加赛确定冠军谁属”；新增第十三节“运动员退出

比赛”的处理办法、第十四节“禁例”（违例、犯规概念的

雏形）情况及处理办法、第十五节“运动员纪律”各款。 

1960 年，第五节“和棋”新增“双方棋子或棋势都没有

取胜的可能时，作和”；出现“违例”概念，并列入破同分

区分序列；第八节“比赛的性质”中出现 1.“个人比赛”款， 

“单人赛”、“双人赛”概念以及双人赛采用可还是不可商议

的对弈办法，2.“团体比赛”款，“分台制”（即现在的分台

换人制）、“全队循环制”（现在的全队轮赛制）；第九节“比

赛办法”中出现“淘汰制”、“大循环制”、“分组循环制”、“积

分循环制（1987 年起改称积分编排制至今）”的原则与具体

操作办法；第十一节“时间总计制”新增“按着数采用分阶

段用时方案；第十二节出现“限着”概念及其操作办法；第

三章“裁判及其职责”趋于细化；“疑难棋势”（ 棋例）单

独列入附则一；新增循环赛“按号对弈排列表”（现在的循

环对局秩序表）。 

1965 年，新增 “提和”双方只能交替进行的规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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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循环反复又不违反棋例的着法，双方不愿变着作和；“棋

例”第一次单独成为一章（第四章） 

至此，象棋竞赛体系已渐具基本理论体系雏形。 

1973、1975、1978 年各版规则，除将“按号对弈排列表”

改称现在的“循环对局秩序表”以及章节及文字有所调整之

外，竞赛沿用此前理论体系多年，几无大的改观。 

1979年，补充丰富了团体比赛的部分赛制“分台定人制”、

“分台换人制”、“临时定台制”、“全队轮赛制”、以及基本

赛制的“积分循环制”具体原则与编排方法。 

1980 年，行棋先后由黑先行改为红先行。 

1987 年，在 1979 年规则竞赛体系基础上，删繁就简、

取精去芜，卓成蔚然大观。比赛通则中比赛种类增补了“队

员总分制”，“积分循环制”改称为“积分编排制”；循环赛

对局秩序表的使用与编排、积分编排制的编排原则与具体办

法作为附录一、二，单独附于规则正文之后；用时制度按照

比赛等级与规模，提供了完备的选用方案；引进 60 回合“自

然限着”；专列“违例”章节条文等。至此，象棋竞赛体系

基本上完成了实践——总结——再实践——再到理论定型

的成熟体系。 

此后的 1999 年版规则不仅继承这一成熟体系，更在计时

方案加以较大幅度的压缩、破同分选项加以进一步补充完

善，同时为消除人为因素提升竞赛效率，而引进试用多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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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电脑编排管理系统，使得竞赛体系益趋贴近发展日益蓬勃

的象棋运动需求。 

作为内部试行多年，虽未曾公开出版发行的 2007 年规

则试行版，为更贴近日益发展的时代特点，在原有成熟的竞

赛体系上作出了更大创新，并为 2011 版试行本全面沿用：

1.采用加秒用时制；2.采用贴时贴分制；3.补充快棋规则，

其中自然限着由裁判直接判罚；4.增加累进分、破同分的描

述和判断；5.在比赛通则中增加“积分晋圈淘汰制”、“积

分末位淘汰制”等多项组合赛制；6.跳出多年因循，以更为

成熟更具指导理论性的定位编排法替代了弃用多年的抽签

编排法。7. 新增附录三，列出“单败淘汰赛”、“双败淘

汰赛”、和“单败淘汰附加赛”表式。 

2011 年正式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一次跳出因循模

式，创新改革竞赛制度。比赛通则中比赛办法部分的“基本

赛制”与“综合赛制”精心修改，分类更为严谨科学，内容

更为充实完善，使象棋竞赛体系走在了象棋自成为体育运动

项目以来最为成熟的历史起点。 

 

象棋竞赛规则的发展演变，其实是方法与本质之间的关系

史。在其输攻墨守、此消彼长、阴阳互济、制约守衡的本质下产

生出来不同的具体实施办法，只有在深层次地诠释其本质时，无

疑才会对象棋运动本身的发展，体现出来积极有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