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网球业余选手技术等级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评估业余选手运动技术等级（以下简称

“技术等级”），促进所有水平选手全面参与网球运动，规范

业余选手技术等级称号(以下简称“等级称号”)的申请、审

核、审批和授予工作，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国情和现阶段网球发展特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评定技术等级，申请、审核、审批和授予等级

称号，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照规定的权限、

程序和期限进行。 

第二章 技术等级 

第三条 中国网球技术等级（CTA-Ratings）是中国网球

协会对业余选手和专业、职业运动员的通用评级标准，是评

定网球选手和运动员当前技术水平的工具，是与有关国际组

织和其他国家技术评级体系进行等效评定的手段。  

第四条 中国网球技术等级由低到高分成 9 个级别：

“CTA1 级”至“CTA9 级”。其中“CTA1 级”代表初学者水平，

“CTA9 级”代表专业和职业运动员水平。 

第五条 业余选手可以通过比赛、场上测评和自测取得

初始级别，并通过比赛和场上测评对级别进行调整。 



第六条 中国网球技术等级分为动态等级和年度等级。

动态等级是根据选手近期的比赛成绩进行计算后得到的等

级，选手每场比赛后的级别都可能会产生变化；年度等级是

根据选手当年参加的全部（至少 10 场以上）比赛计算出的

等级，每年更新一次。等级计算规则由中国网球协会制定。 

第七条 业余选手的技术等级经过可信认证可以申请等

级证书；参加中国网球协会认可的测评专家实施的场上测评

发给等级证书；1年内参加 10场以上比赛可以申请等级证书。 

第三章 等级称号 

第八条 业余选手的等级称号有：业余大师、业余健将、

业余精英三个级别。青少年选手获得的等级称号加注“明日

之星”（16 岁以下）或“未来之星”（10岁以下）。 

第九条 中国网球协会制定并公布《中国网球业余选手

技术等级称号评定标准》(以下简称“《等级称号标准》”)。 

第十条 业余选手达到《等级称号标准》相应等级后，

通过中国网球协会指定网站申请评定等级称号。 

申请评定等级称号，需在线提交如下申请材料： 

1、《网球业余选手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 

2、有效身份证件（电子照片或扫描件）。 

3、本人证件照（电子照片或扫描件）。 

依据非中国网球协会主办且未在中国网球协会会员赛

事信息系统登记的赛事取得的成绩提出评定等级称号申请



的，需同时提交赛事成绩册原件。 

第十一条 业余选手应在达到《等级称号标准》相应等

级条件之日起 12个月内提交申请，逾期不受理申请。 

第十二条 等级称号申请由相应网球协会审核后，经中

国网球协会审批，申请人将被授予相应的等级称号，并获颁

等级称号证书。 

第四章 审核、审批和授予 

第十三条 业余选手的等级称号申请按照属地原则，由

其户口所在地或常住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网球协会和地

（市）级网球协会进行审核。行业性网球比赛的成绩由相应

的中国网球协会会员协会进行审核。 

第十四条 申请业余大师称号由中国网球协会进行审核；

申请业余健将称号由省级网球协会审核；申请业余精英称号

由市级网球协会审核。 

第十五条 审核机构须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1 个月内完成

在线审核工作，并将审核结果提交给中国网球协会。审核机

构逾期未审核，相关申请材料自动提交上级网球协会审核。 

第十六条 业余选手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审核

机构做出审核意见 1个月内在线向其上级网球协会提出复议

申请。 

第十七条 中国网球协会是等级称号的审批和授予机构。

审批结果和授予名单将在指定网站公示。 



第五章 监督和罚则 

第十八条 各级网球协会应当加强对下级网球协会审核

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审核工作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十九条 任何部门和个人发现网球协会在审核、审批

和授予工作中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有权向有关网球协会或

上级网球协会举报。接到举报后，网球协会应当及时核实。 

第二十条 发生下列情况的，中国网球协会将暂停有关

会员协会等级称号的审核权： 

1、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职责的； 

2、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导致做出错误等级称号授予

的； 

3、不按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期限审核等级称号申请的； 

4、编造、篡改或转让等级称号证书的； 

5、有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有关网球协会审批权暂停期间，其所在地区的业余选手

等级称号的审核授予工作由其上级网球协会代为行使。 

第二十一条 发生上述情况，有关网球协会须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在等级称号申请中弄虚作假，一经

查实，中国网球协会撤销其等级称号，并在指定网站通报。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参与技术等级评定和可授予等级称号的赛

事应按照《中国网球协会群众网球赛事和活动管理办法》规

定，由中国网球协会和其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主办，赛事

竞赛规程应经中国网球协会或指定机构审核，并在规程中注

明经中国网球协会批准可以授予的等级称号级别。 

第二十四条 技术等级证书和等级称号证书由中国网球

协会统一制作并颁发。业余选手领取证书应缴纳申请费。 

第二十五条 中国网球协会指定网站是中国网球协会会

员网（www.imcta.cn）。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中国网

球协会 1998年颁布实施的《全国业余网球晋级赛试行办法》

和相关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附件一： 

中国网球技术等级（CTA-Ratings） 

标准概述 
CTA-Ratings 级别 身份描述 技术特征 适合的比赛 

CTA9级 职业和专业运动员 
此等级球员力量及连贯性好,在比赛环境中战术及风格多

样。在压力环境下能可靠的击球。 

国内的青少年巡回赛 和 ITF、

ATP、WTA的排名赛 

CTA8级 

高水平业余选手 

此等级球员在比赛中对击球有良好的预见能力及突出的

击球能力，尽量避免击球失误并能取得胜利。能够处理好

截击球、高球、中场截击球、高压球，发球稳定多变。 

业余排名赛中的大师赛、全国比

赛或相近级别的其他比赛 

CTA7级 

此等级球员可以很好的控制力量和旋转球，并开始处理步

伐，能控制击球深度，并根据对手情况变换战术。可大力

击出一发并准确控制二发。双打比赛中网前具有攻击性。 
业余排名赛中的精英赛、全国和

省级比赛或相近级别的其他比

赛 
CTA6级 

此等级球员具备可靠的击球能力，包括对控球方向、击落

地球和中度球的深度，还有击打高球的能力、高压球、上

网击球、截击球较好。双打比赛协作能力明显。 

CTA5级 

中等水平业余选手 

此等级球员上网具有攻击性，对球场覆盖能力和击球的控

制有所提高。需要加强双打能力练习。 
业余排名赛中的公开赛、省级和

市级比赛或相近级别的其他比

赛 CTA4级 
此等级球员中距离击球连贯，步伐和谐，缺乏对击球方向、

深度和力度的控制。 

CTA3级 

初等水平业余选手 

此等级球员正在学习如何判断球路和短距离连续击球，但

球场覆盖能力差。 业余排名赛中的同乐赛或相近

级别的其他比赛 
CTA2级 

此等级球员熟悉单打和双打比赛的基本规则，但是击球环

节薄弱，需要更多的场上经验。 

CTA1级 初学者 
刚刚入门的初学者。初步掌握发球、对打和得分，比赛经

验有限，需要不断坚持练习。 
一般不适合参加正式比赛 

 



附件二： 

中国网球技术等级（CTA-Ratings） 

与主要国际等级标准对照表 
 

中国 

（CTA-Ratings） 

国际网联 

(ITN) 

美国、加拿大 

(NTRP) 

澳大利亚 

(SSG) 

英国 

(LTA) 
水平描述 

CTA9 级 

1级 
7.0 

N1 1.1/1.2/2.1 
职业水平 

专业水平 

6.5 

2级 
6.0 

N2/N3/N4 2.2/3.1 
5.5 

CTA8 级 3级 5.0 N5 3.2 

业余水平 

CTA7 级 4级 4.5 N6/N7 4.1/4.2 

CTA6 级 5级 4.0 N8/N9 5.1 

CTA5 级 6级 3.5 N10/N11 5.2/6.1 

CTA4 级 7级 3.0 N12 6.2/7.1 

CTA3 级 8级 2.5 N13 7.2/8.1 

CTA2 级 9级 2.0 N14-N15 8.2/9.1 

CTA1 级 

10级 1.5 N16/N17 9.2/10.1 

初学水平 
10.1级 

1.0 

N18 

10.2 10.2级 N19 

10.3级 N20 



附件三： 

中国网球技术等级（CTA-Ratings） 

计算原则概述 
 

一、等级分是中国网球技术等级（CTA-Ratings）动态更新的

依据，选手的比赛成绩和对手的等级决定等级分的变化。等级分

由中国网球协会会员赛事信息系统记录、计算和管理。 

二、等级分的计算原则： 

1、与同等级选手比赛，获胜等级分增加，失败等级分减少。 

2、与高等级选手比赛，获胜等级分增加，失败等级分不变。 

3、与低等级选手比赛，获胜等级分不变，失败等级分减少。 

4、双打比赛对搭档和对手的等级进行处理后计算等级分。 

三、等级分的累积原则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赛事信息系统以选手最近 10场比赛的成绩

（不足 10场比赛按照 10场计算）加权计算等级分。 

四、等级分区间 

技术等级的每个级别对应一定的等级分区间，依据选手等级

分所处区间评定等级。 

五、中国网球协会注册运动员和 16 岁以上参加职业和专业比

赛的运动员直接评定为 CTA9 级。CTA9 级选手暂不参与等级分计算。 

六、技术等级计算执行中国网球协会制定的最新计算规则。

中国网球协会保留调整技术等级计算方法的权利。 



附件四： 

中国网球业余选手技术等级称号 

评定标准（2011 版） 

等级称号 

中国网球 

技术等级 
CTA-Ratings 

中国业余 

网球排名 
CTA-Rankings 

比赛成绩 
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的赛事 

其他赛事 
单项赛 团体赛 

业余大师 

通过可信认

证或取得等

级 证 书 的

CTA8级选手 

最高业余排名

单打前 8，双

打前 8 

1、中国业余网球大师杯参赛

正选选手； 

2、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精英

赛冠军选手（参赛人员不少于

32人/对）； 

3、相同水平的其他比赛。 

1、水井坊杯中国大城市业余网

球团体赛金组冠军代表队主力

选手； 

2、中国龙总决赛冠军队主力选

手； 

3、相同水平的其他比赛。 

中国网球协会联合主

办、或经中国网球协会

批准的全国行业性体育

主管部门主办的网球比

赛达到相同水平的。 

业余健将 

通过可信认

证或取得等

级 证 书 的

CTA7级选手 

最高业余排名

单打前 20，双

打前 20 

1、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精英

赛前 4名选手（参赛人员不少

于 32 人/对），或前 2 名选手

（参赛人员 16至 31人/对）； 

2、相同水平的其他比赛。 

1、水井坊杯中国大城市业余网

球团体赛金组前三名代表队主

力选手； 

2、中国龙总决赛前两名球队主

力选手； 

3、相同水平的其他比赛。 

省级以上网球协会主办

的网球比赛达到相同水

平的。 

业余精英 

通过可信认

证或取得等

级 证 书 的

CTA6级选手 

最高业余排名

单打前 50，双

打前 50 

1、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精英

赛前 8名选手（参赛人员不少

于 32 人/对），或前 4 名选手

（参赛人员 16至 31人/对）； 

2、相同水平的其他比赛。 

1、水井坊杯中国大城市业余网

球团体赛金组非降级代表队主

力选手； 

2、中国龙总决赛前四名球队主

力选手； 

3、相同水平的其他比赛。 

地市级以上网球协会主

办的网球比赛达到相同

水平的。 

注：1、单项赛指单打、双打和混双；团体赛中的主力选手指出场率达到 50%的参赛队员。 

2、达到技术等级、业余排名和赛事成绩任何一条标准即可申请对应的等级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