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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考试在穗举行 

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广州市乒乓球协会承办的 2016 年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考

试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 -18 日在广州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业体协、体育院校等近 50 个单位共 94 名考生（其中普通考生 73 人，六级考生 21

人）参加了考试，在广州度过了充实且富有收获的三天。 

 

 

    

国家级裁判员考试由理论考试和临场考试组成。其中，理论考试包括竞赛规则、

竞赛编排和英语三部分内容。为了与国际裁判员考试接轨，考试的内容方式与以往有

的新的变化，首次实行标准化试题，所有题目的形式都是单项选择题，满分为 100 分，

规则 60 分（60 道题）；竞赛编排 30 分（15 道题）；英语 10 分（10 道题）。考试时

间为 150 分钟。临场考试的成绩由评判分数改为评定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类



等级，使整个考试更加标准和高效。在中国乒协的严格要求下，考委会秉承公平、公

正原则，严肃对待每一份答卷，认真考评临场执裁水平。 

 

 

 

考试后的总结会议上，来自河北的考生曹爽代表全体考生发了言。她表示，经过

考试的锻炼，自己增长了知识，规范了临场操作程序，结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裁判朋



友们，受益匪浅，并对中国乒协以及为本次考试付出辛苦工作的考委会表示衷心的感

谢。 

中国乒协裁委会主任赵霞充分肯定了全体考委和考生的辛勤付出，并代表裁委会

对全体考生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心怀感恩，珍惜机会；二是正确对待考试成绩，注

重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三是脚踏实地，投入基层乒乓球工作，积极带动地区乒乓球运

动发展；四是注重团结和资源共享，实现分享共赢。 

截至 2016 年，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考试已经举办 16 届。一直以来，该项考试在

打造全国乒乓球裁判员队伍专业化、知识化，以及为培养和输送乒乓球高级裁判员人

才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山东省乒乓球协会举办一级以上裁判员培训班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乒乓球裁判队伍建设，提高裁判员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推动

全省乒乓球事业全面发展。山东省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于 2016 年 1 月 24 日在

山东济南举办了山东省乒乓球一级以上裁判员培训班。邀请了中国乒协裁委会顾问、

国际裁判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麒麟老师前来授课。共有来自全省 15

市共 120 余名一级以上裁判员和济南市的部分二级裁判员参加了培训。 

在开始培训前，山东省乒羽中心负责乒乓球裁判员工作的于斌副主任作了动员讲

话。他总结了前一个周期全省裁判员工作，并对新周期的工作做出了规划和部署，同

时也对参加培训的裁判员提出了五点要求。 

在随后的授课中，孙麒麟老师以《当一名优秀的乒乓球裁判长》、《当一名优秀

的乒乓球裁判员》和《乒乓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学习研究》为授课主题，结合自己多

年从事裁判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延伸到执裁工作的各个方面，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知

识讲解，又有深入浅出的执裁工作实例，6个小时的培训一气呵成，既紧凑又热烈，让

学员们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大家一致认为课程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也通过培训开

阔了视野，理清了思路，交流了经验，提高了水平，进一步增强了做好裁判员工作的

责任心的自信心。 

于主任在最后做了培训总结，并表示省乒羽中心下一步将更多邀请像孙老师这样

在德高望重的裁判界元老来山东传道、授业、解惑，继续努力为山东乒乓球事业培养

一支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全能型的裁判员队伍。 

 

广州市乒协积极做好裁判员培训工作 

 

为充分调动基层市民群众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投入组织基层乒乓球运动，

加强后备人才队伍的建设，适应我市乒乓球事业的发展，协会充分利用专业理论扎实，

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优势，坚持开放兼容并包和以人为本，进一步增设培训项目，

认真举办了业余乒乓球初级教练员培训班，二级、三级裁判员考核培训班，三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班，竞赛编排初级培训班，累计培训 22 场次，不仅吸引了广州市内、

珠三角地区，乃至贵州、福建、湖南等外省市裁判和教练，累计 500 人次参加了培训，



极大地扩大了乒乓球受众面，进一步加强了协会人才梯队建设，夯实国球发展基础。 

 

关于轮空位置的查找 

如果某次男单比赛，是采用淘汰赛，有26人参赛，能查出成绩的只有6人，如何设

立种子和种子抽签。 

 

一、最简单办法 

只设立4个种子。因为没有要求一定要将所有的有成绩的运动员都设成为种子。 

二、设立6个种子的抽签 

（1）大家常用的抽签方法。 

     查表查出轮空位置和种子位置，进行手工抽签。后面的抽签假设，都无需考虑同

协会分开的问题或着是这6个种子是来自不同的6个协会。 

    

           

 

轮空位置的旁边就是种子位置。 

种子位置一是可以查表，二是可以推导，推导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最适合

你自己的就行。下面介绍利用每个 1/2 区，1/4 区，1/8 区，1/16 区种子指数相加均等，

推导出种子位置。种子位置一定是在 1/2 区或 1/4 区或 1/8 区等区域的顶部或底部。 



1 1号种子 半区种子指数：1+4=3+2=5

2 16 1/4区种子指数：1+8=4+5=3+6=2+7=9

3 9 1/8区种子指数：1+16=8+9=5+12+4+13=17

4 8号种子 3+14=6+11=7+10=2+15=17

5 5号种子

6 12

7 13

8 4号种子

9 3号种子

10 14

11 11

12 6号种子

13 7号种子

14 10

15 15

16 2号种子

1/8区

1/2区

1/4区

1/4区

1/8区

1/8区

1/8区

 
 

种子位置的旁边就是轮空位置。 

 

  1-4号种子的抽签，无需过多的解释，大家都明白：1号种子进入1号位，2号种子进

入32号位，3号、4号种子抽签进入16，17号位。 

   通过查表也好、推导也好，5-6号种子可以进入的位置就是9,24号位。 

   那么5-6号种子抽签进入9,24号位。 

如果出现了，抽签卡死的状况，可以微调轮空位置来解决。（尽管卡死的情况非常少，

但也可能会发生） 

以上就是大家常用的抽签方法。 

如果想变点花样出来，也可以在5-6号种子抽签时，将可能进入的范围扩大到8,9 ；

24,25。只要在抽签前说明一下。 

 

（2）ITTF 裁判长手册上介绍了一种常用的抽签方法，其实也是与大家常用的方法差

不多，只不过是轮空位置的顺序有点不同而已。 

ITTF 裁判长手册说： 

Figure 3.1 shows a recommended way of placing byes and qualifiers. Whilst this is a 

good guide, it is not mandatory to follow. 



图 3.1 显示的是，值得推荐的轮空设置和预选出来位置的表格，当然这仅仅是推荐，

不是强制服从。 

 

图 3.1 实际就是一张表，第一栏是位置栏，第二栏（S）是种子进位栏，3 有 2 个，说

明 3-4 号种子是一批的，5 有 4 个说明 5-8 号种子是一批的，。。。；第三栏（B）是轮空

位置栏，这里给出了序号，即当有 1 个轮空时，轮空位置应该在哪，2 个轮空时，对应

的 2 个轮空位置在哪，。。。。；第四栏是预选出来的选手位置（Q） 

 

这个手册介绍的常用抽签与我们常用的抽签方法是一致的，不同点仅仅是轮空位置有

点不一样而已。 
 

 
 
  Fig 3.1（图 3.1）                         图 3.1 的简化版（仅看 6 个种子时轮空位置） 



 

ITTF 裁判长手册，还提到： 

Where the number of seeds by ranking is not a power of 2, as may occur in a partial 

re-draw, the lowest ranked seeds are drawn as evenly as possible among the places 

allocated to them . 

当种子个数不是 2 的幂时，部分种子可能会重新抽签，最低的种子将被均分到它们可

能的位置。（可能的位置在这没有说明是哪些，这个范围就不好说了，可大可小。）但

抽签卡死时，也是要微调轮空位置。 

这也是玩了个花 , 即与前面介绍的花样是一样的 , 即将范围扩大。 

 

（3）ITTF 裁判长手册上介绍的更好地的抽签方法（实际是复杂的） 

Often a better draw can be obtained by moving byes at the same “level”, whilst still 

keeping them as evenly placed as possible. 

通常更好获得轮空位置的的办法是，将轮空位置在同一层次移动，只要这些轮空位置

是均分的。（这一层次的轮空数量小于这一层次轮空位置数时，才会有移动，如果一

样多，就不存在移动现象了） 

这实际也是为前面说将的花样，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家都知道，如果只有 6 个种子，6 个轮空，那么轮空一定给了这些种子的，没有理由

把轮空给非种子。（即：照顾种子，保护种子） 

那么按照 ITTF 裁判长手册上介绍的更好方法，第 5、第 6 个轮空位置应该是在 5-8 个

轮空位置这个层次可以移动，也即，7,10,23,26 都可以是轮空位置，只要上下半区分开

即可（均分，上下半区各 1 个轮空位置）。 

当然，我也不反对将同一层次轮空位置的范围缩小，只要在抽签前说明即可。 

总而言之，在中国搞比赛采用中国的轮空位置表和抽签方法是完全可以的，如果

想让轮空位置范围有点机动也行，但最好要在抽签前说明一下。国际比赛也可以采用

中国的轮空位置表，只要裁判长同意即可，亚洲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都是采用

中国的轮空位置表进行抽签的。 

 

 



国际乒联赛事关于人名布新规定 

 

国际乒联赛事关于人名布新规定。关于人名布的新规定是：世界巡回赛中的“超

级系列”和“主要系列”赛，从正赛开始运动员的运动衫背后必须印有名字。不遵守

该项规定的运动员或配对将被取消资格，而不进行警告或其他处罚。原规定（进行警

告或处罚）适用到 2016 年 1 月。 

  “挑战系列”赛也建议在运动衫背面印有人名。      

双打比赛，来自同一协会的配对可以穿着不同品牌的运动衫，只要主体颜色一致即

可。 

 

国际乒联 URC 关于常见问题处理建议 
 

1、运动员因生气而损坏了他的球拍的一面，想继续使用这块球拍比赛。 

运动员不能更换球拍，但可以用球拍“未损坏”的一面比赛。 

 

2、一场比赛中，一名运动员的行为时常过激，有个回合之后他抬起球台一端并重

重摔下。观众显然对他的行为很不满。裁判员出示了黄牌。 

a.你是裁判长，如果裁判员向你报告，你应该如何处理? 

b.如果裁判员没有报告，但你从裁判长席看到这种情况，应如何处理？ 

由于裁判员已经对不良行为出示了黄牌 

A.抵达比赛区域后，裁判长应单独向裁判员询问具体情况，随后取消该运动员资

格。 

B.裁判长应过去中断比赛，询问裁判员具体情况，然后取消该名运动员资格。 

 

3、运动员 A 发球，运动员 X 合法还击，但同时大声喊“发球违例！” A 抓住球问

裁判：“他怎么啦？为什么大声喊叫？”运动员 X 向裁判员解释，A 的发球违例。 

A 抓住球时，球仍处于比赛状态，以下两个处理方案： 

选择一（建议）：重发，因 X 不良行为而警告他 

选择二：X 得分，因为 A 没有合法还击。 



 

4、运动员 X 用拍柄发球。允许吗？ 

允许。运动员可以用握在手中的球拍的任何部分或执拍手手腕以下部分击球（规

则2.5.7），除非球拍击球的拍面不符合2.4.3，2.4.4和 2.4.5的规定（规则2.10.1.7）。 

 

5、间歇：局间，X 离开比赛区域想要坐到指导席，指导席就在比赛区域挡板边。

允许吗？ 

运动员在局间可以坐下，只要离比赛区域三米范围内，在裁判员的监督下（规则

3.4.4.7）。 

 

6、轮换发球法计数错误：计数员：1 … 4, 5, 7 …。裁判员/裁判长应如何处理？ 

A．裁判员在回合中发现错误；重发 

B．裁判员在回合结束后发现错误；不采取行动，因为计数员对事实的认定不能被

改变 

 

7、因为医疗原因中断比赛： 

A 对 X 第四局结束后，因 X 医疗原因而中断比赛。第五局开始时，X 的脚上缠了

绷带，似乎他是利用中断时间缠绷带。 

根据规则 3.4.4.5，这种失去比赛能力的状态在赛前已经存在，不应允许。 

但根据常识，这种情况和绑鞋带一样，应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