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乒乓球协会裁判委员会通讯 

邮箱：ph6437@163.com       2015（2） 总第 11 期     2015 年 5 月 25 日 

 

2015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比赛办法 

 

1.比赛构成 

1.1比赛分为5个单项：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 

1.2男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正赛第一轮设置128个位置，男女双打正赛设置64个位置。 

1.3男女单打和混合双打将设立64个种子，32个直接进位的和32个预选出来的选手。

男女双打设立32个种子，16个直接进位的和16个预选出来的选手。 

1.4单打的预选由分组循环和1-2轮的淘汰赛组成，双打预选是淘汰赛（只打前几轮）。 

1.5单打比赛均为7局4胜制，双打比赛在预选阶段为5局3胜制，正赛为7局4胜制。 

2.抽签 

2.1.单打 

2.1.1单打各预选组由3个选手组成，各组胜者进入预选淘汰赛或正赛第一轮（如果少

于64个预选组）。预选组抽签采用蛇形排列的方法。 

2.1.2正赛的抽签分为两次，第一次抽签又分两个时间分别进行。4月24日进行17—32

和33—64种子的抽签，他们随机抽签进入适当的位置，4月25日进行1—16种子的抽签

（第一次抽签的另外一部分）：9—16先抽，尔后5—8种子，接着3--4种子，最后1号

和2号种子。 

2.1.3第二次抽签是直接进位的和预选出来的选手抽签，他们随机抽入剩下的64个位

置，但要满足下面的2.3条款。 

2.2.双打 

2.2.1.4月24日进行正赛的初始抽签，种子选手随机抽入适当的位置。 

2.2.2.在双打预选结束后进行正赛的第二次抽签，直接进位的和预选出来的选手随机

抽入剩下的32个位置（男女双）或64个位置（混双），但要满足下面的2.3条款。 

2.2.3.特殊要求：来自同一协会的选手仅仅在预选轮（双打预选第一轮）、预选组和



正赛的第一轮按照规则3.6.3.1, 3.6.3.3, 3.6.3.4 和 3.6.3.5合理分开。 

2.2.4.2015年4月世界排名将作为抽签时种子排列的依据。 

 

Karl Jindrak                            Graeme Ireland 

金德拉克                             格雷姆.爱尔兰 

Director of Competitions                   Technical Commissioner 

       竞赛部主任                              技术理事（原技术委员会主席） 

                                                 （翻译：赖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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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致汽车 2015 年第 5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2015 年 4 月 26 日-5 月 3 日 

中国苏州 

裁判员简报 

 

一、裁判长团队、竞赛经理和蓝牌考官介绍 

裁 判 长：克里尔•马扎耶夫（俄罗斯） 

副裁判长：莫哈麦德•巴习奥尼（埃及） 

    康斯坦蒂娜•克罗塔（希腊） 

    斯蒂文•李（澳大利亚） 

    罗曼•泰尼斯因（美国） 

    吴  飞（中国） 

    张瑛秋（中国） 

竞赛经理：迪迪耶•勒罗伊(（比利时） 

蓝牌考官：博特斯（荷兰）、斯金纳（加拿大）、林格尔（法国）、 

大卫（法国）、哈拉尔德（瑞典）、伍尔兹（奥地利）、 

克洛维奇（马其顿） 

出席世乒赛并协助临场考核的蓝牌考官有：陈昌麒（香港）、西里尔（马

来西亚）、詹美芬（香港）、费舍尔（加拿大）、保罗（卢森堡）、巴兹（瑞



士）、布兰迪（瑞士）、罗纳德（新加坡）、辛迪梁（香港）阿尔伯特（荷

兰）梅尔斯（澳大利亚） 

 

二、比赛器材：红双喜蓝紫色球台、蝴蝶 40+白色三星球、杰福红色地胶 

 

三、比赛项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苏州挑战杯男单和女单 

 

四、比赛方法：单打资格赛由小组赛+淘汰赛组成； 

    双打资格赛为淘汰赛； 

    所有单打为七为局四胜； 

    双打资格赛为五局三胜，正赛为七局四胜； 

    苏州挑战杯单、双打均为淘汰赛，五局三胜。 

 

五、裁判服装：竞赛官员手册附录 G，自带一套裁判服作为备用； 

裁判器材：量网尺两个，一把塑料尺量网高、一个金属尺（100 克）量张力； 

挑边器； 

红、黄、白牌各两张； 

秒表——需确保池正常工作； 

组委会提供其他器材，包括球拍覆盖物列表、板夹等。 

 

六、工作流程：裁判员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临场执裁、检录区和球拍检测。裁判员任

务书由裁判长团队编排；前两天比赛按小组分配任务，且小组成员不变；

从比赛第三天开始，裁判小组重新配对，因此要特别注意分组名单和任务

安排。 

             裁判员应于他所执裁的第一场比赛开始前 45 分钟抵达检录区（负责球拍

检测的裁判员除外）。 

             本次大赛使用两个比赛馆，每个馆均设检录区（CA）和球拍检测中心（RCC）， 

主馆还设有一个运动员等候（准备）区。 

             负责球拍检测的裁判员，应于赛前 30 分钟抵达各球拍检测中心。 

             例如：某裁判小组的任务是：2 号馆 12:45 检录区，则该小组的两名裁判



员都应于 12 点抵达 2 号馆检录区开始赛前准备工作。检录区的工作是裁

判任务的重要部分，特别是许多临场裁判的任务连场时，不能按时到检录

区开始赛前准备工作，这时检录区的裁判小组就应承担各球台的赛前准备

工作。 

 

七、检录区工作流程 

     记 分 单：赛前 45 分钟到球拍检测区领取，请在检录区等下一场运动员，如果你的

比赛连场，检录区的裁判小组会帮你完成有关赛前准备工作。 

    服装颜色：运动员应在赛前 30 分钟向裁判员展示他们的比赛衬衣； 

              双方的衬衣主体颜色应明显不同； 

              主体颜色将记入记分单； 

              服装颜色如有问题，应该赛前解决； 

              没有在检录区向裁判员展示衬衣颜色的运动员或配对，当颜色冲突时应

立即更换； 

              除衬衣颜色，还应检查广告； 

              如果双方衬衣颜色相似而都不愿意更换，则由裁判员抽签决定； 

              如果运动员有异议，裁判员应向检录区的裁判长报告 

               

              上图双方服装颜色不合要求 

 

球拍检测：运动员有权在下一轮比赛前 20 分钟将球拍交到检录区； 

              裁判员应在检录区（而非比赛区域）完成球拍的各项检查：厚度、覆盖

物列表、平整度、覆盖物边缘（2毫米为限）、其他不规则之处； 



              裁判员在记分单记录：赛前/赛后检测； 

              VOC 将在单独的房间（球拍检测中心，即 RCC）进行检测，由负责球拍检

测工作的副裁判长随机抽检 VOC；其他检测由裁判员在检录区完成； 

              已检测的球拍装入信封并在检录区保存，由该场比赛临场裁判员在球台

递给运动员； 

              裁判员在比赛区域不再检查球拍（例外：如果球拍在赛前没经检查，裁

判员仅在球拍查看该球拍是否有不规则之处，如胶皮破裂等）； 

              赛前未提交的球拍将接受赛后检测，由球拍检测中心的裁判完成（不在

检录区检测）； 

              当裁判员接到通知某球拍将进行赛后检测时，裁判员仅在球台查看该球

拍的不规则之处（胶皮是否破裂等）； 

              如果你对球拍的合法性有任何疑问，请报告值班裁判长。 

挑  球：每个运动员在赛前 30 分钟可以挑选 2个比赛用球； 

            如果只有一名运动员来挑球，除已挑选的球之外，裁判员再随机挑 4 个球

放在球盒底部； 

            如果没有运动员来挑球，裁判员随机挑 6各球； 

            如果双方运动员对球的使用顺序（1号球、2号球）无异议，裁判员则执行

该顺序； 

            如果只有一名运动员来挑球，就按照他（她）的挑选顺序用球； 

            在记分单记录运动员是否挑球。 

     

单项比赛要向运动员询问指导者姓名并在记分单上记录。 

 

    完成以上准备工作后，裁判员应在运动员等候区（紧挨检录区）等候入场(（比赛开

始前 5分钟）； 

电视转播台的入场程序另行通知，前两天比赛不设电视转播台； 

     

不要提前开始比赛，电视转播台按照竞赛经理要求执行； 

    将球拍带到球台并在练习前交给运动员； 

    赛后将记分单交给裁判长； 



    如果连场，主裁交记分单，副裁立即回检录区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 

    如果不是继续有比赛，将板夹和球交回检录区。 

 

八、教  练：只能在赛前指定一名教练，除非双打配对来自不同协会，这时两名教练将

视为一体； 

            如果单项比赛开始时教练并未出现，运动员可以先将教练的名字告诉裁判

员。 

 

九、等候时间：如果运动员不按时到比赛球台，裁判员等 5 分钟，然后报告裁判长，由

裁判长决定；不要和运动员或教练员讨论。 

 

十、赛前训练：不允许在比赛馆训练，除前两天比赛的一些间歇时间，经安排可以训练； 

另外，早上比赛开始前可以训练（仅限 2号馆）。 

 

十一、比赛用球：如需新球，请在检录区领取； 

我们将使用标注台号的球盒来装运动员所挑选的球； 

赛后裁判员将球和板夹交回检录区。 

 

十二、号 码 布：本次比赛，要求运动员佩戴号码布，请在检录区检查； 

                如果运动员忘记佩戴，裁判员将报告裁判长并让运动员去一号馆找竞

赛经理。 

 

十三、所有向运动员出示的红黄牌，以及向教练员出示的红牌，都应在记分单记录（核

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正确姓名）。 

      记录下运动员“公平竞赛”的良好表现（记下运动员姓名和简要情况说明）。 

 

十四、比赛区域：只有持证摄影师、有比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才能进入比赛区域；比赛

结束，运动员和教练应立即离开比赛区域，运动员应从混合区离开。 

 

 



十五、总体要求 

      要求所有裁判员正确理解规则，并在每场比赛认真执行规则； 

      执法尺度要一致，以避免纠纷。比如一名教练员因非法指导被出示黄牌，再犯则

出示红牌；而该教练员在其他球台有同样的行为，其他裁判员也应给予同样的警

告和处罚。 

      为保持执裁的高水平和一致性，请特别注意赛前、赛中和赛后的所有程序，出现

类似的情况，裁判员的判罚也应相同。 

赛前：赛中：球拍损坏：合法发球：不良行为：非法指导：暂停：计时：连击： 

轮换发球法：赛后： 

注：以上对临场裁判员的详细要求，建议查看最新版的《竞赛官员手册》中文版。 

 

十六、有关通知：熟悉场地：4月 25 日晚 8点 

全体裁判会议：4月 25 日晚 9点 

比赛期间，重要信息会在裁判员休息室张贴； 

定期会召开裁判员短会； 

注意要主动获得信息，我们尽量通知到每个人，但难免有遗漏； 

如有问题，请随时与我联系。 

 

裁判长 

克里尔•马扎耶夫 

                                                   （翻译：冯政） 

*************************************************************************************** 
 

第 53 届世乒赛几个问题的处理及建议 

 张瑛秋 

 

第 53 届世乒赛单项比赛于 2015 年 4 月 26 日到 5月 3日在中国苏州举行。本次比赛

的裁判长团队在来自俄罗斯的裁判长 KIRILL 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密切配合、

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下面是我认为在今后的比赛中需要改进和规定的方面： 



一、比赛中运动员受伤要求暂停 

1.情景再现 

女子单打决赛丁宁对刘诗雯第五局 0：2丁宁落

后时，丁宁因在比赛中救球摔倒受伤，请求暂停，

主裁判报告裁判长。 

 

 

2.问题处理 

符合规程中关于中断比赛的条款，同意丁宁的请求，但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考虑

因素： 

(1) 丁宁摔倒至腿部受伤； 

(2) 伤势经过医疗处理可以在十分钟恢复比赛； 

(3) 不会给对手的比赛带来太大的影响。 

3.思考 

规程中对裁判长给予中断比赛的规定比较具体，但对于下列问题却没有给出严格的

限定： 

(1) 运动员因摔倒受伤，其受伤情况由谁来确定？ 

(2) 此种情况发生后执裁裁判员和副裁判员应该怎样做？ 

(3) 恢复比赛后，运动员如何确保比赛连续进行？ 

4.建议 

(1) 大会医疗组的医生（世界锦标赛应为医疗委员会的委员）应轮流值班，在指定

的地点就坐。当发生运动员意外受伤时，应进入场地检查运动员的伤情，裁判长应根据

他们的建议做出是否允许运动员中断比赛接受治疗的决定。 

(2) 运动员提出中断比赛的请求: 

裁判员应： 

A．立即报告裁判长，同时开表计时； 

B．要求运动员将球拍放在球台上；如果运动员带走球拍，或经裁判长允许到其它场

地练习，在恢复比赛后进行目测，并按照要求进行赛后球拍检查； 

C. 监督副裁判员停表，暂停计时； 

D．管理比赛场地，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比赛场地； 

E．裁判长没有同意中断比赛，应立即要求运动员恢复比赛； 



F．裁判长同意中断比赛应及时通知运动员比赛中断持

续的时间； 

G．比赛中断时限到时，应立刻通知运动员恢复比赛；

如果不能恢复比赛，应由裁判长做出运动员因伤退赛的决

 

 

定，除非比赛场地有人流血，需等血迹擦干后方可恢复比赛； 

H．已达到十分钟中断比赛的时限或申请中断比赛的运动员准备恢复比赛（两者中时

间短的为准），裁判员应宣布恢复比赛； 

I．监督副裁判员在正确的时间开表计时； 

L．保持比赛中断计时时间，如果不足 10 分钟，还有可能再次使用剩余时间。 

副裁判员应： 

A．在裁判员报告裁判长时停表； 

B. 必要时，帮助裁判员报告裁判长； 

C．协助裁判员确保运动员将球拍放置在球台上； 

D．将比赛用球交给裁判员管理； 

E．在比赛恢复后运动员发球抛球前球静止的瞬间开表计时。 

(3) 运动员在恢复比赛后，应保持正常的比赛节奏，不能因为受伤而故意放慢比赛

节奏，从而打乱对方的比赛节奏。 

 

二、机动裁判的工作和管理 

1. 情景再现 

(1) 常有机动裁判迟到或早退的现象发生； 

(2) 机动裁判的辅助工作不能达到临场裁判员的标准； 

(3) 机动和临场裁判都有在检录处打电话、玩手机、照相的现象发生。 

2. 问题处理 

提醒及个别谈话。 

3. 思考 

(1) 机动裁判的工作应从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 

(2) 什么是机动裁判在检录处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3) 什么是临场裁判开始进入工作状态的时间？ 



4. 建议 

(1) 机动裁判的工作时间应从裁判长要求的临场裁判员报到时间开始直到该场全

部比赛结束。例如：裁判员 A 是 10:00 比赛的机动裁判，裁判长要求执裁的裁判员应在

比赛时间 45 分钟前报到，机动裁判应与其他裁判员一样 9:15 报到直到 10:00 比赛全部

结束或被下一场机动裁判替换。这主要与裁判长安排机动裁判员的目的有关： 

A. 如果某台的裁判员不能保持中立，机动裁判需要上场； 

B．如果某台的裁判员没有按时到位，机动裁判需要上场； 

C. 如果某台的比赛没有按时结束，机动裁判需要协助裁判员做好赛前的准备工作； 

D. 如果裁判长需要机动裁判送球拍或管理球拍，机动裁判需要及时到位； 

E．如果正在进行的比赛出现问题，裁判长需要使用机动裁判替换场上裁判； 

F．如果临场的裁判出现身体不适，裁判长需要使用机动裁判替换场上裁判； 

G．如果场上比赛实行轮换发球法，裁判长需要使用机动裁判上场担任计数员； 

(2) 机动裁判应严格按照规则规定和裁判长提出的要求完成赛前检查和准备工作，

与自己上场担任裁判员的要求和标准相同，并及时将细节尽早告知该球台的裁判员。 

(3) 从裁判员按照裁判长要求报到时即进入工作状态，因此，检录处、球拍检测中

心都是工作场所，执裁的裁判员不应打手机、玩手机、照相等，应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即使暂时没有工作，也应执行裁判员行为规范的要求。 

**************************************************************************** 

 

2015 年苏州第 5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球拍检测工作小结  

徐敏 

2015 年 4 月 26 日至 5月 3日，第 5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在苏州举行。苏州是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之后，  

中国首个举办该赛事的地级市，这也是苏州首次承办国际性体育赛事。“我爱乒乓:ENJOY 

PING-PONG”成为赛事主题口号。 

本次比赛，分管球拍检测组的副裁判长来自澳大利亚的李永红先生和来自中国的吴

飞女士。检测组成员有徐敏、李玉锐、吴春健、邵敏华以及 12 名志愿者。球拍检测区分

为主馆（八张球台）和副馆（三十二张球台），球拍检测区毗邻检录区。在裁判长们的指



导关心下，本次球拍检测工作整体上是非常顺利的。截止到比赛结束，共检测球拍数为

1001 块。其中自愿检测球拍 215 块，其中不合格的有 21 块。强制检测的 786 块，不合

格的有 10 块。本次球拍检测为比赛的良好环境提供了保障。球拍检测工作的顺利开展关

系到整个赛事的进程，我们球拍检测组全体成员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大家齐

心协力，相互配合，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任务，得到了裁判长的肯定和表扬。为本次比

赛尽了一份力，通过大家对工作的回顾，总结这次球拍检测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裁判长赛前明确球拍检测要求。 

在比赛开始之前，球拍检测组将裁判长下发的球拍检测要求通知书分发给了每个国

家代表队，使每个国家代表队知晓球拍检测的重要性和相关流程并以文字的形式把球拍

检测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高度。比赛前两天，即从 4 月 24 日 16 时起，主馆球拍检测中

心（RCC）开始对运动员开放，运动员可将球拍送至主馆球拍检测中心（RCC）进行自检

（VOLUNTARY TEST）。自检项目分平整度、厚度、VOC、球拍外形和胶皮型号等。合格球

拍无需登记，不合格球拍将进行表格登记并由运动员签名。4 月 26 日起，由分管副裁判

长下达强制检测球台号并将强制检测任务单分发到相关球台，对于强制检测不合格的球

拍要求运动员更换球拍，并于赛后才能将不合格的球拍取回。与此同时，运动员仍可进

行自检。每个时段都有值班裁判长分管检测工作。我们精准测量，及时报告并认真统计，

以严谨的态度，较规范的流程紧张而有序的开展好检测工作。 

二、检测数量大、检测手段详细明确。 

这次裁判长对检测数量至始至终每个时段都保持了相当的数量，并明确平整度和厚

度检测为三个检测点取平均值。由于裁判长安排临场裁判轮流参与检测中心的检测工作，

在完成整个工作流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工作不够流畅的情况，有些没有接触过检测工作的

裁判员，会要求详细了解检测方法和流程，还有的外籍裁判会坚持自己四个测点的平均

值，以及平整度取二个点的最差值。（经过向当值裁判长汇报，也没有纠正他们的做法）。

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检测结果。 

三、值得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方面。 

预选赛时球台数较多，当强检单送至检录处时，该场次的裁判员却不知情，导致球

拍检测存在遗漏的可能。因此，应在赛前针对未检测球拍派专人询问，以确保球拍检测

数量的完整。在球拍检测过程中，发现所检测球拍与运动员信息不同。所以，要让专人

负责接收球拍并核对信息，再交由检测官检验。此外，有些裁判员不够熟悉球拍检测的

方法和流程，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检测的进展。不仅如此，裁判员之间关于检测的标准意



见也尽不统一，存在分歧。球拍检测主要是关于胶皮平整度，厚度，以及 VOC 气味检测，

对于检测不合格的球拍，尤其是 VOC 不合格的，国际乒联将进行严格的处罚。关于检测

设备方面，一是要保证场馆内良好绿色的比赛环境，有利于 VOC 的测量；二是有些设备

产生故障，例如 VOC 设备画面失灵，还有厚度检测仪难以归零，都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进

行。针对检测器材出现的情况，我们也都及时与厂家进行了沟通。 

在本次世乒赛中，我们球拍检测组在工作中尽管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还是非常圆满

的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从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相信今后可为各类赛事就球拍检

测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衷心感谢全体裁判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2015 年苏州世乒赛 2015 年苏州世乒赛 

运动员服装、受伤问题处理的学习小结 

赖勇辉 

    2015 年苏州第 53 届世乒赛，于 5月 3日晚圆满落幕了。在本次世乒赛中，我和一些

国内外裁判长、裁判等进行了交流。特别是就下列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学习、交

流、探讨，当然重点是学习。 

一、服装 

1.紧身短裤 

队员在短裙里面穿了露出一小截的紧身短裤。临场裁判报告值班裁判长后，不允许上场。

经了解是紧身短裤上有个广告(或是厂家的商标),覆盖它并涂色后，才被允许上场。 

竞赛官员手册 8.4.6 有以下规定：有些运动员为了让肌肉保暖，通常在运动短裤里

面再穿紧身短裤，这种做法通常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建议这类短裤必须与运动短裤的

颜色一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有广告和其他的标记。 

规程所定义的“普通服装”里没有特别排除诸如头饰和紧身衣服等服饰，这些由裁

判长决定是否可以穿戴，考虑到运动的精神，因为宗教原因戴头饰和因为头发太长戴上

头带以免影响运动员视线，是可以接受的。但大多数裁判长不允许将棒球帽掉转过来戴。

为了让肌肉保暖，在普通短裤下面再穿紧身短裤越来越普遍，在实践中也通常可以接受。

然而作为建议，这类短裤应与普通短裤的颜色一致，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有广告和其

它的记号。 



2.双打配对服装 

本次世乒赛，对服装的要求检查比较严，双打运动员穿的短裤，因为制造商家的裤

子上的生产厂家商标不一致，也会成为禁止参赛的理由。某协会的运动员穿着的短裤上

生产厂家商标不同，值班裁判长不同意让其上场。经过一凡口舌，并找出有关条款，裁

判长才让其上场。 

官员手册 8.2.2 是这样规定的：国际比赛中，如果服装基本颜色相同，并获得所属

协会的授权，同一协会的运动员组成的双打配对可以穿着不同制造商的服装。在冠名世

界、奥运会、残奥会的比赛中，同一协会的运动员必须穿着同样的服装，鞋、袜、服装

上广告的数量、尺寸、颜色和设计可以例外（注意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比赛中，除了服装 

制造商外不允许有广告）。 

根据这一条，应该不让上场才对啊！经过了解，运动员穿着的是同一生产厂家的服

装，但由于不是同一年代的产品，商标略有不同，故此才让上场。 

3.电视转播时的服装要求 

2014 年版的竞赛官员手册，在服装这一节，专门增加了有关条款：8.1.6 上述规程

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观众区分运动员，同时必须考虑到观众与赛区之间可能的距离。近看

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后排观众看起来可能几乎一样，因此双方运动员服装的基本颜色最

好是明显不同，不应是同一种颜色的深浅不同。这一规定也可以延伸到运动员服装的背

面，尤其是在电视转播的比赛中，重要的是运动员容易被区分。如果赛中由于任何原因

运动员需要更换运动衫，新运动衫的颜色不必与被替换的颜色一样，但仍旧遵从上述规

定。 

就是在有电视转播时，运动员的服装颜色不能只看前面，还要考虑后面以及后面与

前面， 要考虑的因素多了许多。  

 

二、受伤的处理流程 

本次世乒赛出现了好几次，因伤要求中断比赛的情况，还造出一个新词，医疗中断。 

关于因为治疗而中断比赛的处理大概分为：一能否中断，二中断多长时间，三如何计时

及谁计时，四再次受伤的处理。 

先谈如何计时和公布时间以及谁计时： 

副裁的表用于计比赛时间了，因此计暂停时间要用第二块表，这也就提醒了主裁在上场

执裁时，最好也要带一块秒表，以备要用（如果没有电子计时装备，计暂停时间也需要）。



因为计中断时间的表在主裁手上，计时任务也就落在了主裁身上。 

竞赛官员手册 13.5.1 比赛中运动员发生意外或生病不能继续比赛，裁判员应立即报

告裁判长。裁判长可允许紧急中断比赛，让接受治疗或休息片刻，只要他或她确信中断

比赛不会给对方带来不利，并且运动员能在合理的短时间内恢复比赛。计时员应从报告

裁判长的那一刻开始计算中断时间，而不是从裁判长到达比赛区域的那一刻开始计时。  

因此，裁判员在向裁判长报告时就要开始计时了；走到裁判长席向裁判长报告，建议由

副裁去完成，主裁留在比赛场地。因为，如果运动员比赛期间上厕所也是副裁陪着去的。 

运动员摔倒或流血受伤时，副裁停表（停止比赛时间的计时），主裁开始计受伤时间，

报告裁判长。裁判员应及时通知运动员比赛中断持续的时间；报时应该大声报出，让双

方都听得见。 

何时停受伤计时？受伤运动员表示可以继续比赛，应该停止受伤计时。可能受伤运

动员到球台边准备比赛会超过一点裁判长允许的中断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主裁重报比分，继续比赛，这时副裁开始计比赛时间。 

再谈能否中断。规则（2011 版）：3.4.4.4  运动员因意外事件而暂时丧失比赛能力

时，裁判长若认为中断比赛不至于给对方带来不利，可允许中断比赛，但时间要尽量短

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十分钟。3.4.4.5  如果失去比赛能力的状态早已存在，或

在比赛开始前就有理由可以预见，或由于比赛的正常紧张状态引起，则不能允许中断比

赛。如果失去比赛能力的原因在于运动员当时的身体状况或比赛进行的方式，引起抽筋

或过度疲劳，这些也不能成为中断比赛的理由。只有因意外事故，如摔倒受伤而丧失比

赛能力，才能允许紧急中断。     

3.4.4.6  如果赛区内有人受伤流血，应立即中断比赛，直到他接受了医疗救护并将

赛区内所有血迹擦干净后再恢复比赛。 

按照规则，一般来讲，旧伤复发，抽筋或过度疲劳不应该允许中断比赛。但裁判长

也是人，运动员真的受伤留有后遗症，还真不好办，特别是运动员倒地不起，问话没有

反应，还只能允许中断。特别是倒地不起的，最好还要征求医生（队医或大会配的医生）

的意见。 

 
 
 
 
 
 
 



 

2016 年开始允许 1 分间进行指导 

摘自国外乒乓球网站(www.tabletennista.com)的新闻报道 

冯政译 

2015 年苏州世乒赛期间，国际乒联召开会议，与各国协会共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并

投票通过了两项规则的变化，其中一项就是关于赛中场外指导。该新规则由德国乒协提

议，将从 2016 年开始实施。 

    世乒赛不仅是各国运动员为冠军头衔奋力拼搏的赛场，也为各协会官员和体育专家

讨论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国际乒联董事会就是借此机会深入研讨，不仅给大

家带来了许多好消息，还有新规则。 

    好消息一，国际乒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联合会。苏州世乒赛之前，国际乒

联与国际排球联合会一并名列第一，各拥有 220 个协会。现在，随着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加入，国际乒联的会员协会已达 222 个。 

    好消息二，亚乒联盟与国际乒联签订联盟协议，双方将在乒乓球市场与发展等方面

进一步合作。 

    两项规则变化，一项是关于国籍，另一项关于场外指导。根据目前的规则，15 岁以

下的运动员，在改变国籍后，须 3 年后才能代表新的国家参赛；瑞士乒协提议，如果该

运动员没有代表过原籍国参赛，则此期限改为 1年。董事会全票通过该提议。 

    第二个新规则是关于 1 分之间的指导。德国乒协提议，允许教练员在 1 分之间进行

指导。该新规则已经在 2011-2012 年德国俱乐部联赛中试行且效果良好。国际乒联宣布，

该提议在经过仔细辩论后得到了通过，将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即 2016 年奥运会

和残奥会之后。这个规则的变化，对乒乓球迷来说，也许是最感兴趣的，因为这会引起

临场战术的改变，以及如何实施，裁判如何判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