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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测球拍胶皮厚度的新规定 

——摘自《国际乒联球拍检测说明 T9》第 6 条 

翻译 冯政 

 
6. If this side of the racket is convex (positive measurement in the flatness test), the 
measured flatness may need to be added to the thickness. Perform one of the following:  

如果球拍拍面的平整度检测数值为正值，则该测量数值有可能要加入厚度数值，分以

下三种情况： 

 
a. If this side is convex and the reverse side is flat or convex, add the flatness measurement 
of this side to the thickness measurement.  

  如果球拍正面的平整度为正值，背面平整度也为正值或零，则正面厚度检测结果为

正面平整度测量值与正面厚度测量值之和； 

 
b. If this side is convex and the reverse side is concave (negative measurement in the flatness 
test), and the sum of the two flatness measurements is positive, add this sum to the thickness 
measurement.  

如果球拍正面的平整度为正值，背面平整度为负值，正背面平整度相加的计算值为

正值，则正面厚度检测结果为该计算值与正面厚度测量值之和； 
 
c. If this sum of the two flatness measurements is negative, add nothing.  

如果上述正背面平整度相加的计算值为负值，则正面厚度测量值即为其厚度检测结

果。 
    
例： 
  情况 1 情况 2 情况 3 情况 4 
红面厚度测量数值 3.90 3.90 3.90 3.90 
红面平整度测量数值 -0.10 +0.10 +0.10 +0.10 
黑面平整度测量数值 -0.05 +0.05 -0.05 -0.20 
红面厚度检测结果 3.90 4.00 3.95 3.90 



2015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决赛）裁判员工作情况汇报 
 

2015年10月5日-12日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决赛）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

体育馆举行。此次比赛汇集了全国乒乓球顶级选手，经过8天的激烈角逐，产生了七项

冠军。 

 

本次比赛工作的特点 

这次裁判团队严格依照规则规程和裁判长要求，每天举行赛前讲评短会，充分沟

通信息。针对前一天比赛和判罚中的问题，裁判长团队进行讲评分析，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问题。裁判长团队就重点问题进行了提示，如团体比赛过程中收球拍的时机，掷

挑边器的位置，进场和退场应该站立的位置，翻分器、电子暂停计时器以及小 T 牌的

使用规范，主副裁在场内如何交流，对运动员发球的判罚标准，如何对运动员行为、

教练员指导加强管理等等。 

为了加强判罚尺度的一致性、提高裁判员的业务能力，本次比赛采取了一些行之

有效的措施： 

1、赛前认真组织裁判员学习和培训工作 

黑龙江哈尔滨是第一次承担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任务，承担这次比赛执裁任务的高

级别、年轻裁判员较多，他们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裁判工作。

针对这一特点，大会和裁判长团队下发了有关学习资料，让来自各地的裁判员互相交

流，共同学习国际乒联有关最新规定和手势。在赛前的全体裁判员会上裁判长团队进

行了统一讲解，解答了裁判员的疑惑，统一了全体裁判员的判罚尺度和标准。 

规程规定允许注册单位选派一名国家级以上裁判参加大会的裁判工作，确保了一

般场次主裁中立，重要场次主副裁判中立，间接地也减轻了承办单位的负担。这些选

派的裁判员也认真参加了学习，获得了全面提高。 

2、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建立信息传播立体机制，及时传达信息 

上届比赛裁判员团队建立了裁判员 QQ 群、微信群，信息沟通与发布机制得到了优

化，更便于统一大家的思想和执行规则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本届比赛还建立了教练

员微信群，发布有关赛事信息，保障与参赛队之间的无障碍沟通。这次比赛信息沟通



面临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本次赛事首先举行单项比赛，领队、教练

员会议开得较晚，在会议中才能决定队员名单、双打队员配对，而且种子也有一定变

化，留给信息发布的时间比较短；（2）比赛中，双打搭档国家队运动员之间配对，只

有男子或女子的队在混双项目上可以跨省配对，这些要求也给抽签编排和通知发布增

加了难度；（3）做好的秩序册、成绩单的印刷、分发还需要一个时间周期。，为了克服

这些困难，我们把编排好的秩序册和各阶段成绩单（电子版）第一时间用微信发布给

教练员，保证了运动队更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为他们提供了更高效的信息服务。 

3、保持赛场环境 

裁判长在教练员会议上对运动队提出了要求，请运动员、教练员在比赛结束后将

自己用过的矿泉水饮料瓶及杂物等带出场外或放到场地内准备好的回收箱里。在比赛

中大多数队员尤其是国家队主力队员能够主动配合，做到人走地面干净。但也有少部

分队员忘记了带离杂物，通过裁判员及时提醒也会配合，保证了下一场运动员来到赛

场时场地干净整洁。 

4.以老带新的合作方式 

本次比赛在裁判员分组学习中，我们采用以老带新的形式，调动有经验的裁判员

的主动性，使他们分享经验和智慧，认真指导、帮助年轻裁判员提高业务能力。在比

赛裁判工作中，实行新老搭配，更便于传授和交流临场裁判经验。裁判长团队对新近

考取的国际级、国家级裁判员进行了有重点地讲评，帮助他们利用大赛机会实现裁判

经验的积累、比赛掌控能力的锻炼。针对新近考取的国际裁判，裁判长团队还有意安

排他们上半决赛、决赛，让他们积累大赛临场经验，感受全场目光注视下执裁的心理。 

5、与国际乒联接轨，团体比赛试用国际乒联表格制式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是我国国内最高规格的乒乓球赛事之一，国际级裁判员来的较

多，他们将来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需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适应国际乒联的要

求。本次比赛团体比赛试用了国际乒联表格制式，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

训练和实践，裁判员的表格记录基本做到了清楚、明确、规范（表格见附录 1）。 

 

存在的问题 

1、应做好裁判员、副裁赛前的沟通工作，有部分裁判员、副裁之间因沟通不充分

而配合不够默契。 



2、有个别裁判员赛前对规则的某些条款还存在模糊认识，致使他们在赛场上不敢

大胆判罚和管理。 

3、个别运动员抱着侥幸心理，试图在检测中蒙混过关，人为使球拍底板出现凹槽，

给检测带来不便。 

4、临场裁判员对运动员赛前球拍检查的尺度不一致。 

5、比赛用球在比赛中的破损较严重，有一场团体赛运动员比赛中打破了 5个球，

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第一局 2:1 时球就被打破，这一局中打破了两个球。 

 

建议 

1、水溶性胶水挥发物浓度仪器应多一个软管，必免一个软管因检测球拍使气味累

积影响检测结果。 

2、因运动员水平高，球的回合多，时间长，晚上决赛一节最好不要安排四个时段

7 局 4 胜制的比赛，或者球台错开安排。本次比赛中有一天，晚上赛后加上发奖时间

到 11 点半多了，第二天影响运动员比赛。 

3、如果比赛先进性单项比赛，建议领队、教练员联席会议召开时间提前一些。 
 

近几次比赛中的案例 
1、全国锦标赛在女子单打比赛中，四川队队员对河南队队员比赛 

比赛进行到第七局决胜局，比分 4:4，随后四川队队员发球，双方运动员回合中，

河南队队员一重扣后喊擦边（端线），裁判员判出界，之后双方应交换方位但未实际交

换。河南队队员此时找裁判员在交涉，副裁判员此时按照省略的方法直接将比分翻到

5:4（交换方位后的比分），这时河南队队员看到显示的比分后说副裁判员给我翻的 5

分、判我得分，裁判员问副裁判员，副裁判员解释交换方位后 5 分应该翻到这边。裁

判员向运动员解释。之后双方交换方位开始比赛。 

建议：4:4 这个分数时，还是先把 5 翻给四川队队员，交换方位后换过来。 

 

2、全国锦标赛男子团体比赛河南队对河北队 

第四盘第三局结束 2:1，河北队运动员第三局输了，生气把球踢得很远，裁判员叫

河北队队员，这时运动员去教练员处进行指导。指导结束后运动员回来，这时裁判员



把运动员叫过来出示黄牌。 

建议：应在运动员出现不良行为后及时把运动员叫过来出牌警告为好，也可以在

第四局开始前出示牌。 

 

河南队队员发球，副裁判员因怀疑发球擦网而举手，裁判员没有看到，副裁判员

举手收回，比赛继续。这一球比赛结束，裁判员判河北队队员得分，河南队运动员说

副裁判员举手了。 

建议：裁判员要关注副裁判员手势。当裁判员没有看到时，副裁判员手不能收回，

要坚持判罚。 

 

3、全国锦标赛男子团体比赛上海队对广东队 

第四盘第一局 1:0，上海队员发球一瞬间，观众突然为隔壁球台加油呐喊，这时广

东队队员举手并无意接球，他说受到影响。裁判员判重发球。 

 

4、全国锦标赛男子团体比赛辽宁队对吉林队 

第四盘第五局 9:5，比赛中辽宁队队员放一短球，吉林队队员上前救球碰撞球台，

并将球打到对方球台，辽宁队队员提出台面移动，这时裁判员稍有点犹豫，并征求副

裁判员后判台面移动，辽宁队队员得分，副裁判员及时整理球台量球网，吉林队教练

员提出异议，裁判员和教练员解释后，10:5 开始比赛。 

建议：裁判员不要犹豫，果断判罚。 

 

5、全国锦标赛在男子单打北京队队员对山东鲁能队队员 

第三局 5：10，北京队队员侧身击球打到副裁判员一边（线路有变化）出界，裁判

员判 5:11，这时北京队队员提出击球时球坏了，北京队队员提出异议，山东鲁能队队

员也不离开赛场，裁判员、副裁判员征求双方意见，比分改为 5:10。 

建议：裁判员执裁过程中要注意观看运动员的情绪和倾听球的声音，及时发现突

发事情，妥当处理。 

 

6、全国锦标赛女子单打比赛山东队对辽宁队 



山东队队员为保护肌肉穿紧身裤，但有广告。裁判长在第一局结束后提出，教练

员对广告进行处理。 

建议：裁判员检查服装、广告要仔细。 

 

7、全国锦标赛男子单打山东鲁能队队员对上海队队员 

山东鲁能队队员对上海队队员，第一局 9:8，上海队员击球打到副裁判一侧的对方

球台边，裁判员判上海队擦边得分，副裁判员未翻分，认为是侧面，裁判员又举拳判

山东鲁能队队员得分 10:8，这时山东鲁能队队员来到副裁判员旁说擦边了，副裁判员

改判，裁判员举拳上海队擦边得分 9:9。 

建议：擦边球的判罚主、副裁判员要默契，并且注意观察运动员的表情和神态，

避免改判，出现尴尬的情况。 

 

8、全国锦标赛男子团体上海队对天津队 

第一局比赛开始，发球员失一分；第二个球发出后接发球员接球失误，场上比分 1：

1，这时接发球员举着自己的球拍到主裁旁边，说明自己的球拍上有水。裁判员征求双

方意见判此球重发球。 

 

9、全国锦标赛女子双打 

双方运动员入场，裁判员组织挑了发球/接发球、方位，就将球给运动员练习 2 分

钟，练习时间到，裁判员收回球，问发球方谁发，问接发球方谁接，这时裁判员在记

录情况，运动员在等裁判员。 

建议：裁判员在挑完发球/接发球、方位后，就立即问发球方谁发、问接发球方谁

接，然后让运动员练习，裁判员记录。 

 

10.男子团体比赛：广东—吉林 

广东队队员击球，球滚动过网，吉林队队员上步因臂长不够，将球拍扔出去接球，

球下网，球拍触网，网颤动，裁判员判广东队队员得分，继续比赛。 

规则规定：比赛过程中如果球拍触及了球网，裁判员需要暂停比赛重新量网。 

 



11.男子单打：吉林队—解放军队 

比赛进行中，外界球从另外球台高飞进入比赛球台（端线方向，解放军队员身后），

裁判员举手叫停，吉林队员击球出界，裁判员举拳判解放军队得分，但裁判马上重新

判决—重发球，示意将比分再翻回去，可是副裁判员迟迟不翻回去，吉林队教练站起

来大声跟副裁判员说，刚刚他们的队员受到干扰了，比分回复。 

经验：外界球进入比赛场地，背对的一方运动员可能看不到，但是正面一方的运

动员会看见飞进来的球，会受影响，裁判员应果断的暂停比赛，判重发球。 

 

12、在成都公开赛中 

日本运动员在比赛中打成局分 3:3，局与局之间他提出腰疼要求医疗暂停，裁判员

报给当场值班裁判长，值班裁判长同意（后了解值班裁判长不知道是局与局之间），保

健医生按摩近 8 分钟，开始比赛，该运动员 4:3 获胜。接下来一轮他又在局与局间要求

医疗暂停，裁判员报给当场值班裁判长，裁判长不同意，队员问为什么上场可以。裁

判长解释是在开始前有先兆，只能休息 1 分钟，如不继续比赛按弃权处理，休息 1 分

钟比赛开始。 

 

13、2015 年全国乒乓球后备人才基地比赛 

裁判员拿到运动队排名表，填写计分单时，将客队 X、Y、Z 运动员名单全部填错，

当比赛进行到第 4 盘 A-Y 时，运动员、教练员才发现出场顺序错了。当值裁判长处理：

主队成都 2:1 场分领先，做客队浙江队教练员工作，以目前的出场顺序继续比赛。 

教训：裁判员工作要认真负责，不能马马虎虎。 
     
 

近期裁判员讨论问题的解答 
 

1、一场单打比赛，裁判员报“0:0”后，A 开始发球，结果 A 发球擦网，X 在球

台上方一把将球抓住，说：我们开始执行轮转发球法吧，A 也同意了。问下个回合谁

发球？ 

解答过程： 



规则： 

2.15.3  实行轮换发球法的时间到时，球处于比赛状态，裁判员应立即暂停比赛，由

被暂停回合的发球员发球，继续比赛；如果实行轮换发球法时，球未处于比赛

状态，应由前一回合的接发球员发球，继续比赛。 

 

裁判员在遇到执行轮换发球法时，不管是何时，首先明确下个发球方，接着继续

比赛，即发球方明确后，是不能更改的了。其它部分可以按当时情况执行。 

具体到这题，因为执行轮换发球法，下个发球方是 X，比分还是 0：0 

 

如另外一道大家经常遇到的题目： 

4:2 A 领先，A 发出的球 X 没接住，时间到。按照 2.13.3 应由 A 继续发，但按照 2.15.3，

X 在下一回合发球。可见，实行轮换发球法时，按照 2.15 的规定执行。 

 

点评：这题的关键是考核裁判员对执行轮换发球法时是先按场上判罚还是先明确

下个发球方，明确下个发球方后，下个发球方是不能因为场上的情况更改的了。 

 

2、A 是站立运动员，B 是轮椅运动员，A 与 B 配对参加双打比赛，对手是一对轮

椅运动员。比赛中，B 的脚因为为救一个大角度的球，不小心触地了，裁判如何判？ 

解答过程： 

规则： 

2.10.1.13  如果双方运动员或双方双打配对由于身体残疾而坐轮椅； 

2.10.1.13.1  对方击球时，其大腿后部未能和轮椅或坐垫保持 低限度的接触； 

2.10.1.13.2  对方击球前，其任意一只手触及比赛台面； 

2.10.1.13.3  比赛中对方的脚垫或脚触及地面； 

2.10.1.14    比赛次序出现 2.8.3 条款情况。 

 

可以看到，判失分（执行条款 2.10.1.13.3）的前提是如果双方运动员或双方双打配

对由于身体残疾而坐轮椅，而在这道题目里面，有一个是站立运动员，因此，裁判员

不予理睬，继续比赛。 



 

点评：关于轮椅接发球的条款，只要接发球运动员是轮椅运动员就执行；站立和

脚触地的条款，双方都是轮椅运动员才执行。 

 

3、某次团体比赛的半决赛，在一个回合中，B 队一名选手丢拍击球，L 队选手还

击后，B 队选手又捡起球拍击球，并赢了这一分。 后 B 队胜了 L 队。赛后，L 队教

练问裁判长，B 队选手球拍脱手后再捡球拍，是否违例。裁判长回答不违例。 

     有人认为，虽然认为应该是 B 队选手丢拍击球，应判失分；但当值裁判可能认为

是手还连着拍柄，所以没有判 B 队选手失分。应该如何判罚才更切合实际？ 

有老师认为，扔拍有以下几种情况： 

1）、击球瞬间，球拍未脱手，这时是合法击球； 

2）、击球瞬间，球拍脱手，这时是不合法击球； 

3）、无论何时脱手，球拍触及球网，判该队员失分； 

4）、合法击球后球拍脱手，飞向对方，若因球拍干扰使得对方回球失误，则重发球； 

5）、合法击球后球拍脱手，飞向对方，对方虽受干扰，仍合法回击，因本方已无球拍

回击，则对方得分。 

也有老师过去讲课时，说如果裁判员认为扔拍击球时，手指还触及拍柄也可以不判失

分，继续比赛。 

解答过程： 

官员手册： 

9.3 For the same reason he cannot make a good return by throwing his racket at the ball, 

because the racket does not “strike” the ball if it is not held in the racket hand at the moment 

of impact. However, a player may transfer his racket from one hand to the other during play 

and strike the ball with the racket held alternately in either hand, because the hand holding 

the racket is automatically the “racket hand”. 

9.3 同样，运动员也不能把球拍扔出去击球，因为，球拍一旦脱离执拍手就不能击球。

然而，比赛中，运动员可以左右手交替执拍来击球，因为拿着球拍的手就是“执拍手”。 

（更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是：9.3 同样，向球扔球拍是不能进行合法还击的，因为球拍在

与球接触那一刻，如果没有握在执拍手上，则不算“击球”。） 



 

握：手指弯曲合拢，用力方向是向拳心的。丢球拍，手指或着放松，或者向外用力（背

离拳心方向）。 

手扔球拍，也就是五指张开了，拍子虽然还与手连着，但是已经没有握在手里了……

所以，只要是有扔拍动作，就不能得分。 

而且条款 9.3 开头这句就是：运动员也不能把球拍扔出去击球。尔后解释原因。 

 

因此切合实际的判罚是：只要是扔球拍就判失分。 

至于，捡球拍是个连续动作，很难区分手指先碰到那个地方，所以还是可以的。 

 

点评：讨论这个题目的目的就是为了简化操作、方便操作。 

 

4、A 的回球弹跳出异常的角度，X 未接到。原来，该球击在球拍上掉下的小木屑

上。X 认为回球无效，因为球未触到球台表面。A 认为，他应当得分，因为 X 阻挡了

该球 。 

解答过程： 

规则： 

2.5.8  “阻挡”：对方击球后，在比赛台面上方或向比赛台面方向运动的球，尚未触

及本方台区，即触及本方运动员或其穿戴（带）的任何物品，即为阻挡。 

 

2.5.13  运动员“穿或戴（带）”的任何物品，包括他在一个回合开始时穿或戴（带）

的任何物品，但不包括比赛用球。 

  

根据规则从球拍上掉下的木屑在本回合内属于该方运动员穿和戴的物品，如果裁

判员能够清楚这一事实，该回合属于阻挡。实际操作时这个事实很难判断，无法清楚

认定这一事实就是判重发。 

点评：这个题目也是属于讨论题的范畴，在实际操作，裁判员要清晰判断，如果模棱

两可，宁愿重发。 

    至于，少量汗水和灰尘，因为已经和台面融合为一体了，很难判断这些对比赛是



否有影响，建议在实际操作中裁判员不予理睬，继续比赛。 

 

5、某次比较重要比赛，由于主抽人的失误，在淘汰赛抽签中，把 5--16 号种子一

批抽进去了，裁判长怎么办？ 

解答过程： 

规则： 

3.6.4.1  只有竞赛管理委员会授权，才能对已经结束的抽签进行更改，情况许可时，

还须征得各与之直接有关协会代表的同意。 

 

发现错误：一报告二发官方通告三尽量减小重新抽签的范围。如果能够回收错误结

果当然更好。 

官方通告 

XXXX 项目部分队伍重新抽签 

 

XXXX 团体项目的抽签存在技术问题，原抽签没有遵循国际乒联关于淘汰赛抽签

的规则。因此，相关团体赛的 5 至 8 号种子及 9 号以后种子，需重新抽签。 

具体信息如下： 

日期： 

时间： 

地点： 

以上项目的 1 至 4 号种子按原抽签结果不变，无需重新抽签。 

欢迎所有领队和教练出席重新抽签。 

 

                                    仲裁委员会或裁判长：签字 

 

                                         日期 

 

点评：这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例子。裁判长发现错误，要按规则及时报告，尔后才

是下步行动。程序上不能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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