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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值

序

号
番  种 定              义

24
1 七对 由七个对子组成的和牌（自摸加计不求人分）。

2 清一色 由一种花色序数牌组成的和牌。

                               番  种  定  义  分  值  表

一   番种定义与分值 

初级规则认定的番种共有30种。分值是以比赛分为单位，对不同

难度组成的番种的量化评价。分值分为8级，依次为：24、16、12、

8、6、4、2、1分。在符合和牌条件时，不同系列的番种可以按照计

分原则，相互组合计分。

前   言 

为了更好的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普及竞技、益

智、健身的智力竞技麻将活动，推广文明、规范、高雅的麻将竞

赛，由世界麻将竞赛中心（WMCC）授权中华麻将公开赛组委会，

在世界麻将组织颁布的国际《麻将竞赛规则》中比赛番种计分基础

上，编撰《国际麻将竞赛初级规则》，供普及学习智力竞技麻将以

及比赛使用。

国际麻将竞赛初级规则
分

值

序

号
番  种 定              义

16

3 清龙 和牌中，有同花色123、456、789相连的序数牌。

4 一色三步高
和牌中，有一种花色三副依次递增一个或两个序数

的顺子。

5 全带五 每副牌及将牌中必须有5的序数牌。

12

6 全不靠

由三种花色147、258、369不能错位的序数牌及

东、南、西、北、中、发、白中任何14张单张牌组

成的和牌（自摸加计不求人分）。

7 大于五 由序数牌6、7、8、9组成的和牌。

8 小于五 由序数牌1、2、3、4组成的和牌。

9 三风刻 和牌中，有三副风刻（杠）。  

8

10 花龙
和牌中，有三种花色的三副顺子连接成123、456、

789。

11 三色三同顺 和牌中，有三种花色三副序数相同的顺子。

12 杠上开花

杠牌时，从牌墙补上一张牌成和牌。杠牌加计，不

计自摸；杠来花牌再补花成和，不计杠上开花，可

计自摸分。

13 抢杠和 和他人自拿开明杠的牌（不计和绝张）。

6

14 碰碰和 由四副刻子（杠）、将牌组成的和牌。

15 混一色 由一种花色序数牌及字牌组成的和牌。

16 三色三步高
和牌中，有三种花色三副依次递增一个序数的顺

子。

17 五门齐 由三种花色序数牌、风牌、箭牌组成的和牌。

18 双箭刻 和牌中，有两副箭刻（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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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值

序

号
番  种 定              义

4
19 不求人 没有吃牌、碰牌、明杠，自摸和牌。

20 和绝张 和牌池、桌面已亮明三张所剩的第四张相同的牌。

2

21 箭刻 由中、发、白三张相同的牌组成的刻子（杠）。

22 门前清 没有吃牌、碰牌、明杠，和他家打出的牌。

23 四归一 和牌中，有四张相同的牌（不包括杠牌）。

24 双同刻 和牌中，有两副序数相同的刻子（杠）。

25 双暗刻 和牌中，有两副暗刻（暗杠）。

26 暗杠 自拿四张相同的牌开杠。

1

27 明杠
他家打出一张与暗刻相同的牌开杠；或拿进一张与

明刻相同的牌开杠。

28 缺一门 和牌中缺少一种花色序数牌。

29 无字 和牌中没有字牌。

30 花牌

每张花牌计1分，不计在起和分内，和牌后才能计

分。补花成和牌计自摸，不计杠上开花分；未补的

花牌允许打出。

二   竞赛成绩的计算 盘的计分：

每盘计分以和牌为前提条件，以比赛分为基本计算单位，根据计

分原则，参照分值表进行计分。

1. 和牌的前提：

（1） 必须符合规则规定的牌型。 

（2） 番种分值之和至少为6分。 

（3） 符合规定的和牌方式。 

2. 和牌分数的组成结构：

由基本分及罚分组成。

（1） 基本分：指和牌后，各个番种分数的总和。

（2） 罚分：指裁判员对选手在行牌过程中犯规所判罚的分，应

在每盘结束时赔付或扣除。

3. 分数的计算

每盘和牌后按以下公式计算分数：

（1） 自摸：基本分×3 方（未和牌方）。

（2）   点和 ： 基本分 ×1 方（点和方）。

4. 计分程序：自报、公认。如有异议，裁判核定。和牌者或他

人不得再重新审核或追补漏报番种。裁判员按规定要求，在《麻将

竞赛成绩记录表》中记录竞赛有关事项，并要选手、裁判员签字。

5. 计分形式：可采用《麻将竞赛成绩记录表》，也可选用由世

界麻将竞赛中心认定的，或授权举办赛事的组委会认定的比赛计分

器具，以公开公正、科学准确的方法记录统计各项竞赛成绩。

6. 计分原则：《番种定义分值表》是和牌计分的依据。和牌

后，首先确定主体番种，并对无必然联系的各个番种进行组合，累

加计分。其原则如下：

（1）不重复原则：当某个番种，由于组牌条件所决定，在其成

立的同时，必然并存着其它番种，则其它番种不重复计分。  

（2）不拆移原则：确定一个番种后，不能将其自身再拆开互相

组成其它番种计分。

（3）不得相同原则：凡已组合过某一番种的牌，不能再同其它

一副牌组成相同的番种计分。

（4）就高不就低原则：有两副以上的牌，有可能组成两个以上

的番种，而只能选其中一种计分时，可选择分值高的番种计分。

（5）套算一次原则：如有尚未组合过的一副牌，只可同已组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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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番种定义、牌例、分值与计分

①. 番种定义是本规则所规定的番种组合条件。

②. 所列举的牌例计分只限牌例，不包含番种组合的其它变化，

如有其它变化，则按计分原则计分。

③. 在定义后面所列的不计番种，是组成该番种必然并存的番

种，所以不计分。

1.  七对（24分）：

由七个对子组成的和牌（自摸加计不求人分）。不计门前清分。

牌例1： 点和

此牌可加计无字分。

牌例2： 自摸

此牌可加计不求人、四归一、缺一门分。

2.  清一色（24分）：

由一种花色序数牌组成的和牌。不计无字分。

牌例1：           

此牌可加计花牌分。

牌例2：         

此牌可加计碰碰和分。

3.  清龙（16分）：

和牌中，有同花色123、456、789相连的序数牌。

牌例1：         

此牌可加计缺一门分。

牌例2：         

此牌可加计箭刻、缺一门分。

过的相应的一副牌套算一次。

局的计分：

1.  局分：一局竞赛中，每盘得失的比赛分之和为局分；局分不

带入下一局竞赛。

2.  标准分：4、2、1、0制。即每局竞赛同组的四人按比赛分的

高低排序，分别获得该局的标准分4分、2分、1分、0分。

3.  每局结束后，选手、裁判员须签字确认。

4.  一色三步高（16分）：

和牌中，有一种花色三副依次递增一个或两个序数的顺子。

牌例1：         

此牌可加计无字分。

牌例2：         

 此牌可加计缺一门、无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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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带五（16分）：

每副牌及将牌中必须有5的序数牌。

牌例1：         

此牌可加计双同刻、四归一分。

牌例2：         

此牌可加计三色三步高、四归一分。

6.  全不靠（12分）：

由三种花色147、258、369不能错位的序数牌及东、南、西、

北、中、发、白中的任何14张单张牌组成的和牌（自摸加计不求人

分）。不计五门齐、门前清分。

牌例1：   点和

此牌可加计花牌分。

牌例2： 自摸

此牌可加计不求人分。

7.  大于五（12分）：
由序数牌6、7、8、9组成的和牌。不计无字分。

牌例1：         

此牌可加计双同刻分。

牌例2： 点和

此牌可加计七对分。

8.  小于五（12分）：

由序数牌1、2、3、4组成的和牌。不计无字分。

牌例1：           

此牌可加计花牌分。

牌例2：         

此牌可加计碰碰和、双同刻分。

9.  三风刻（12分）：

和牌中，有三副风刻（杠）。

牌例1：         

此牌可加计缺一门分。

牌例2：         

此牌可加计碰碰和、混一色分。

10.  花龙（8分）：

和牌中，有三种花色的三副顺子连接成123、456、789。

牌例1：           

此牌可加计花牌分。

牌例2：         

此牌可加计无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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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杠上开花（8分）：

11.  三色三同顺（8分）：

和牌中，有三种花色三副序数相同的顺子。

牌例1：         

此牌可加计无字分。

牌例2：         

此牌可加计无字分。

杠牌时，从牌墙补上一张牌成和牌。杠牌加计，不计自摸；杠来

花牌再补花成和，不计杠上开花，可计自摸。

牌例： （吃牌）  （明杠）

立牌： 杠上开花

说明：此牌可加计明杠、无字分。

和他人自拿开明杠的牌。不计和绝张分。

牌例：           抢杠和

此牌可加计花牌分。

13.  抢杠和（8分）：

15.  混一色（6分）：

16.  三色三步高（6分）：

和牌中，有三种花色三副依次递增一个序数的顺子。

牌例：         

此牌可加计四归一分。

由一种花色序数牌及字牌组成的和牌。

牌例：         

此牌可加计一色三步高分。

14.  碰碰和（6分）：

由四副刻子（杠）、将牌组成的和牌。

牌例：          

此牌可加计五门齐、箭刻分。

17.  五门齐（6分）：

由三种花色序数牌、风牌、箭牌组成的和牌。

牌例：         

此牌可加计箭刻分。

18.  双箭刻（6分）：

和牌中，有两副箭刻（杠）。不计箭刻分。

牌例：          

此牌可加计混一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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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不求人（4分）：

没有吃牌、碰牌、明杠，自摸和牌。

牌例：  自摸

此牌可加计箭刻、双同刻、双暗刻分。

20.  和绝张（4分）：

和牌池、桌面已亮明三张所剩的第四张相同的牌。

牌例：  （吃上家牌）  （碰下家牌）

立牌：  点和

此牌可加计四归一、缺一门、无字分。

21.  箭刻（2分）：

由中、发、白三张相同的牌组成的刻子（杠）。

牌例：         

此牌可加计一色三步高、缺一门分。

22.  门前清（2分）：

没有吃牌、碰牌、明杠，和他家打出的牌。

牌例：   

           此牌可加计花牌分。

23.  四归一（2分）：

和牌中，有四张相同的牌（不包括杠牌）。

牌例：         

此牌可加计三色三同顺、无字分。

24.  双同刻（2分）：

和牌中，有两副序数相同的刻子（杠）。

牌例：         

此牌可加计碰碰和分。

26.  暗杠（2分）：
自拿四张相同的牌开杠。

例如： （  暗杠扣放，本盘结束后要翻

开明示）

25.  双暗刻（2分）：

和牌中，有两副暗刻（暗杠）。

牌例：  点和 

此牌可加计门前清、双同刻、箭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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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明杠（1分）：

28.  缺一门（1分）：

29.  无字（1分）：

附全版麻将番种分值简表：

他家打出一张与暗刻相同的牌开杠；或拿进一张与明刻相同的牌

开杠。

例如： （明杠对家打出的牌）

和牌中缺少一种花色序数牌。

牌例：         

此牌可加计清龙、箭刻分。

和牌中没有字牌。

牌例：         

此牌可加计花龙分。

30.  花牌（1分）：

每张花牌计1分，不计在起和分内，和牌后才能计分。补花成和

牌计自摸，不计杠上开花分；未补的花牌允许打出。

例如：                

（春、夏、秋、冬、梅、兰、竹、菊）

说明：漏补的花牌不许打出，错补了花牌停和陪打。

使用《国际麻将竞赛初级规则》的各类赛事可参照国际《麻将竞

赛规则》的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推动智力竞技麻将运动的健康

发展。

中华麻将公开赛组委会

2014年1月

麻将番种分值简表
分值 番 种 及 序 号 分值 番 种 及 序 号

88
1.大四喜 2.大三元 3.绿一色
4.九莲宝灯 5.四杠 6.连七对
7.十三幺

12
34.全不靠    35.组合龙 
36.大于五    37.小于五 
38.三风刻

64
8.清幺九  9.小四喜  10.小三元  
11.字一色  12.四暗刻  
13.一色双龙会

8

39.花龙       40.推不倒 
41.三色三同顺 42.三色三节高 
43.无番和   44.妙手回春 
4 5 . 海 底 捞 月  4 6 . 杠 上 开 花 
47.抢杠和   48.双暗杠

48
14.一色四同顺 
15.一色四节高 6

49.碰碰和 50.混一色 
5 1 . 三 色 三 步 高  5 2 . 五 门 齐 
53.全求人 54.双箭刻

32
16.一色四步高   17.三杠 
18.混幺九 4

55.全带幺   56.不求人 
57.双明杠   58.和绝张

24

19.七对       20.七星不靠 
21.全双刻   22.清一色 
23.一色三同顺 24.一色三节高 
25.全大  26.全中  27.全小

2

59.箭刻 60.圈风刻 61.门风刻 
62.门前清 63.平和 64.四归一 
65.双同刻 66.双暗刻 67.暗杠 
68.断幺

16
28.清龙      29.三色双龙会
30.一色三步高  31.全带五
32.三同刻     33.三暗刻

1

69.一般高  70.喜相逢 
71.连六      72.老少副 
73.幺九刻 74.明杠 75.缺一门 
76.无字      77.边张   78.坎张 
79.单调将  80.自摸   81.花牌



分值 番种及序号

24 1、七对  2、清一色              

16 3、清龙 4、一色三步高  5、全带五             

12 6、全不靠    7、大于五  8、小于五    9、三风刻

8 10、花龙    11、三色三同顺  12、杠上开花    
13、抢杠和

6 14、碰碰和  15、混一色  16、三色三步高  
17、五门齐  18、双箭刻

4 19、不求人  20、和绝张

2 21、箭刻  22、门前清  23、四归一    
24、双同刻  25、双暗刻  26、暗杠

1 27、明杠  28、缺一门  29、无字  30、花牌

国际麻将竞赛初级规则番种分值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