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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2016 年马来西亚吉隆坡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裁判工作体会 

冯  政 
 

2016 年 2 月 27 日－3 月 6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 2016 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

标赛。现将裁判工作情况、蓝牌裁判临场考核及一些感受和体会摘要如下： 

 

一、临场执裁要求 

在裁判员大会和每天赛前短会上，裁判长团队对临场执裁工作做了很多具体的要

求，现摘录部分内容，以供今后的比赛参考。 

1、有任务的裁判员应在团体赛前 60 分钟分别抵达主馆或副馆检录区报到。双方

队长应在赛前 45 分钟到检录区抽签（确认主客队、服装颜色和运动员席方位）。等候

时间为 5分钟，迟到的一方失去抽签的权利。如一方或双方在赛前 40 分钟未到，则由

裁判员按照运动员在协会的排名填写出场次序。 

2、双方至少 A 和 X 应在赛前 20 分钟将球拍交给临场裁判。团体赛前没有提交球

拍，或有两场比赛任务的运动员在第一场赛后不愿将球拍留给裁判员保管，可在该运

动员场次的前一场单打开始时将球拍交到检录区，由检录区裁判检查（或球拍检测中

心抽测）并送到球台。所有赛后检测的球拍都应送球拍检测中心。赛前未提交球拍或

没有足够时间检查，裁判员将纸袋和球拍留在检录区并报告值班裁判长，由检录区的

裁判检查后交到球台。 



3、未接受赛前检查的球拍，进入比赛区域后，裁判员应对该球拍整体外观和不规

则的地方进行检查，球拍的其他方面由球拍检测中心在赛后检测。赛后检测，由副裁

收球拍、交到球拍检测中心并等候结果；主裁留在比赛区域进行管理。如果该场团体

赛已结束，要求双方运动队在运动员席等待，不能离开。 

4、本届世乒赛不安排机动裁判，由检录区和球拍检测中心的裁判兼任。 

5、本届世乒赛所有比赛台都配有电子触屏翻分器，安放在主裁椅前，由主裁负责

操作。主裁进入比赛区域后，在触屏电脑上选择相应的比赛场次；每一回合结束后，

主裁除举拳和报分外，还应在触屏上点击比分。副裁仍操作手工翻分器。 

6、运动员必须佩带组委会下发的号码布，且应在背部靠上的地方，用至少 3个别

针固定。运动员不能以号码布会遮挡赞助商名、协会名或运动员名为理由而不正确佩

戴。裁判员在比赛开始前应检查，有必要时应纠正。 

7、比赛区域的运动员席，双方各五把椅子，就坐人员只能是抽签表上所显示的所

有运动员和 1名教练员。裁判员应在赛前检查，如有人员拒绝离开，立即报告裁判长。 

8、在比赛区域，双方参赛队可各安放 1台小摄像机，且仅限于 1台，比赛区域周

围不能再有其他摄像机，除持权转播商。裁判员应在赛前检查，有必要时应纠正。 

9、主馆的球台，球网上如安装有摄像头或收音器，视为球网的一部分。（笔者注：

关于球网上的摄像头，本来应该在全体裁判长会议上明确，可惜我在会上并没有听到

裁判长提到这一点，而是在我们再三追问，第三天才告知。） 

10、在每个比赛区域都设有随队医生的座位，裁判员应注意，在比赛期间随队医

生不能与运动员说话，否则裁判员应上前检查其身份，并明确告诉他（她）不能与运

动员说话。 

11、当运动员在比赛结束时出现不良行为，裁判员不应出示黄牌，而是立即报告

裁判长。对运动员来说，裁判员的黄牌处罚不起任何作用，但裁判长接到报告后，虽

然不一定会取消该运动员的资格，但可以在裁判长报告中记录，也可以向国际乒联建

议给协会写信通报。总之，裁判长可以处理的方式很多。 

12、在主馆，从半决赛开始，每场团体赛由三名裁判执法，第一场单打，主裁和

副裁入场，第三裁判在入场式后进入内场递送球拍，并在裁判长席前就坐；第一场单

打结束，主裁离场，副裁接替主裁工作，第三裁判入场担任副裁。以此循环，直至团

体赛结束。（笔者注：三人一台制，我是第一次经历。主要的好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一场单打结束，副裁接替主裁，第三裁判入场担任副裁，这样他们的职责不会出现

交叉，各司其职，完成第二场的赛前工作。但由于第三裁判是中途入场，对前一场运

动员的表现和判罚情况不了解，可能会造成判罚尺度不一致的问题。对这种执裁方式

的优点和缺点，建议可以在裁判界讨论，也可在国内一些比赛试行。） 

 

二、感受和体会 

1、触屏电子翻分器 

早在世乒赛开始前一个月，国际乒联竞赛经理就给所有裁判员发了一封邮件，内容是

触屏电子翻分器的操作说明和一个链接，打开链接是网上练习该电子翻分器的页面。

经过练习，很多裁判在抵达吉隆坡之前就已经熟悉操作程序，所以开赛后，在这方面

较少听到裁判的抱怨和操作失误的消息，系统运行也没出现的大的问题。 

 

 

在操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软件的问题，比如有时候大屏幕的运动员方位

与实际运动员站位不相符；一局比赛结束，裁判员已经点了第 11 分，可大屏幕仍然显

示 10:X，比赛结束交换方位，有些细心观众提出抱怨；一场单打结束，会弹出会话框

“是否确认比分和比赛成绩”，一般我们都要核对一下再点确认，可如果在 10 秒后才

点确认，大屏幕就会不能显示比赛结束并进入下一场。我们已将以上问题反馈给国际

乒联竞赛经理，希望在以后的比赛中，该软件的功能更完善和好用。 

2、裁判问卷调查 

本届世乒赛，裁判员一共收到两个问卷调查： 

第一个是在赛前半个月，裁判长给所有裁判员发邮件，内容除了裁判员公告，还



有一个裁判信息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裁判员基本信息、抵离时间、语言能力、裁判

资历和执裁经历、是否经过球拍检测培训、是否已在网上练习电子翻分器、希望哪一

天休息、对酒店同屋有何要求和偏好等。这样，裁判长能提前掌握裁判员的很多信息，

可以用于安排裁判员执裁场次、执裁时间、休息时间和房间分配等。建议国内大型比

赛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提前获得裁判员的各种信息，有利于更好地安排任务和管理

裁判员。 

第二个问卷调查是在比赛倒数第二天，放在裁判员休息室，内容是给本届世乒赛

的各项组织工作打分：赛事服务（场馆条件、球台摆放、运动员服务、观众服务、媒

体报道等）、赛事组织（接待、交通、饮食、裁判员工作量、裁判休息室等）、临场执

裁（技术信息是否足够、任务指示是否清晰、裁判长支持是否到位、检录区工作是否

高效、球拍检测流程是否顺畅、裁判员总体水平如何等）、其他服务（是否组织城市观

光、裁判员队伍是否团结友爱等）；除打分，还请裁判员对相应项目填写评语。 

3、网络信息服务 

裁判长为本次世乒赛设立的云硬盘，将所有与裁判有关的信息都放在里面，包括：

裁判员公告、裁判员要求、裁判员名单、裁判员轮值表、合影等，方便我们下载保存，

为将来举办赛事提供参考。云硬盘的网址是：http://1drv.ms/1RX2Dzh。 

4、比赛用球 

我一共执裁 9 场团体赛，只有一场比赛使用了第 2 个球，其余都是 1 个比赛球用

到比赛结束，可见塑料球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打破球 多的是 3

月 1日早上的男团俄罗斯对克罗地亚，一共打了五场单打，共用了五个球（打破四个）。

这场球破了四个球，但没有出现重发的情况。 

（关于球破裂是否重发的问题，我还专门请教了本届世乒赛的蓝牌考官张瑛秋老

师。她谈到，国际乒联的专家团队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专门开会研究，目前的指导

意见是：球只能在三种情况下破裂：一是运动员拍触球时，二是球触及球台、球网时，

三是回合结束时或结束后球触及地面、灯、挡板等；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裁判员不知道

球在什么时候损坏，因此，如果裁判员确认球是在第三种情况下损坏，该回合判得分，

否则该回合判重发球。） 

由于球的质量仍不尽人意，裁判长在赛前会议提到，只要运动员提出球有问题，

一般应立即更换，不用过多讨论。 



5、关于“球网高度”和“发球擦网”的提案 

在场馆裁判员休息室，我碰到来自瑞士考官布兰特女士，在与她聊天时提及“提

高球网高度”的提案，她证实该提案已通过决议（resolution），意味着该提案得到大

多数协会的认同，可以在今后的国际比赛中做测试（test event），以广泛了解不同水

平、不同年龄运动员对不同网高的适应，然后拟在 2018 年正式提出网高具体数值。 

关于“发球擦网不重发”的提案，去年在白俄罗斯公开赛已试行过，但由于当时

成年比赛使用正常规则，青少年比赛试用 no let service 规则，但同一批裁判执裁，

经常混淆，导致这个测试不太成功。 

6、临场执裁和考核两个疑惑 

一个疑惑是关于服装问题：在我执裁的一场团体赛中，双方服装颜色分别是黑色

和天蓝色，经询值班副裁判长，可以比赛。在即将列队入场时，副裁判长不放心，又

仔细看了一眼双方服装，感觉还是比较相似，让我告诉双方运动队还是要更换服装。

我在比赛场地找到双方队长，提出需解决服装颜色问题。此时竞赛经理路过，并主动

表示“服装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入场仪式马上开始，没时间换啦”。我回到检录区如

实反映情况，裁判长说：“为什么要问竞赛经理”，我回答是队长见他路过并询问，他

主动回答的。裁判长后来还是同意运动员上场比赛了。服装问题，应该是裁判长职责，

可是竞赛经理对体育展示负责，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为此，我也请教了张瑛秋老师，她认为，服装问题裁判长拥有 后的决定权。

但裁判员和运动员在列队后，由于竞赛经理负责赛场体育展示，临时更换服装是否影

响体育展示显然是竞赛经理的权限。） 

第二个疑惑是关于对发球的判罚：一场团体赛结束后，蓝牌考官和我进行“临场

考核小结”，其中关于对发球的判罚，他提到：法国一名运动员在第一局第二个发球，

你就警告了，可是到了第二局他 6:9 落后时，你才对他的发球判罚了一分；相隔两局

之久，中间他的发球几乎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不判？我的回答是：经过警告，他的发

球有所改善，虽然有些发球存疑，但直到第二局落后较多时，他的发球明显不合法，

于是我判分。考官不能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对发球的判罚连续性不够。如遇临场考

核，对发球的判罚是否应该“更严格、更大胆”？ 

据悉，蓝牌考官专家团队也很重视发球在蓝牌裁判考核中的地位及其处理方式，

并在讨论中。我们也期待以后能够出台更明确和易于操作的指导意见。 



 

 

 

参加马来西亚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裁判工作总结 

贾  娜 

2016 年 2 月 26 日—3 月 7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 2016 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

标赛，我参加了国际乒联主办的高级裁判员课程。 

在第一天的高级裁判员课程中，我学到了对竞赛规则的解读和执行方面的知识，

以及对于比赛中出现的棘手问题如何进行判断和裁决。通过笔试的考察，进一步提升

了我对临场执裁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的判断和裁决能力。我深刻的感受到，考

试不是 终目的，培养和建立裁判员高水平的问题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及处理棘

手问题的应变能力才是更重要的目标。 

在比赛开始后的执裁过程中，我按照蓝牌课程中的各项要求去对待每一场比赛，

无论是在主馆还是副馆，无论是哪个级别、阶段的比赛，无论比赛选手的实力差距如

何，我都坚持按照统一的判罚标准去执裁，锻炼和检验了自己的场上判断能力。与此

同时，我也深刻的体会到，由于场上的变化以及不同运动员的认识和修养水平不同，

可能随时都会发生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指

导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使自己做出的处理和判罚既能保证比赛的公正性，又尽可能的

维护比赛的连续性。因此我在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会留在赛场观看其他裁判执裁比

赛，从中学习别人做的好的地方，丰富自己的认识和经验。 

在收获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差距。首先就是语言问题，在高级裁判课程、蓝牌

资格考试、裁判长会议、赛前短会等学习和工作中，以及与来自不同协会的裁判员进

行交流学习中，都需要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英语水平越高，个人收获就越大。

不要让语言成为交流学习的障碍，而要运用语言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其次，在场上的

执裁中，裁判员一定要坚持做到尺度一致，即无论什么阶段的比赛，无论比赛进行到

什么时候，都要保证判罚的一致性。不能因为不考试而放松了对规则的执行，也不能

为了通过考试而滥用、错用规则去判罚。第三点，要养成好的工作习惯，在场上的所

有工作都要仔细完成，不能随意省略某些工作步骤，在考官眼里，没有做的工作程序

都是缺失。第四点，要始终保持热爱学习、积极思考的习惯。在一次赛事中，如果只

从自己的执裁经历中去学习是不够的，还要积极的向其他有丰富经验的裁判员学习，



从观摩比赛、请教问题入手，把别人在比赛中的经验吸取过来，为己所用，才能够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附参加的高级裁判员课程中对如何成为一名优秀裁判的讲义，供大家参考。 

ITTF ADVANCE UMPIRE TRAINING 

TEN WAYS TO BE A BETTER OFFICIAL 

国际乒联高级裁判员培训班 

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裁判员 

1. Relax. 

放松。 

1.1 Relax when you work, enjoy the experience and be willing to laugh at yourself. 

When an official is uptight, that tension is transmitted to players, coaches as well 

as other working officials and can hamper everyone’s performance. 

在你工作的时候要放松，享受裁判工作的整个过程，并且愿意笑对自己。当一名裁

判员过分紧张的时候，他的压力会传递给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正在工作的裁判员，

会妨碍每一个人的工作表现。 

1.2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relax, think through situations and respond in calm 

appropriate way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learn from any mistakes, not to dwell on 

them. 

让自己放松，彻底的想清楚场上的情况，并且用平静、正确的方式作出反应，这

样的状态会使自己的工作更加有效。从出现的错误当中学到东西，要比沉浸在这

些错误中更加重要。 

1.3 At times, 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laugh “privately” at mistakes than worrying about 

them.  

    有时候，“私底下”笑对错误可能比担心出错更好。 

2.  Look the part. 

注意细节。 

2.1 From arrival at the game site to departure, look the part in dress, demeanor and 

enthusiasm.  

    从到达比赛地点开始，直到离开，注意服装、行为举止和工作热情。 

2.2 Every game you officiate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game of the 

event. Act, respond and treat others as if this is a televised final match with 

thousands of spectators watching. 



你执裁的每一场比赛都要当作是整个赛事中 重要的比赛去对待。在行为举止、

做出反应和对待别人等方面要像执裁一场拥有很多观众的电视转播的决赛一样。 

3. Keep your cool no matter what happens. 

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保持冷静。 

3.1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outstanding umpires and good umpires is how 

they handle difficult situations. Situation will happen and there will always be 

players and coaches that get excited, but there should always be two officials 

on the court that are going to be even handed and calm. 

杰出的裁判和好裁判之间 主要的区别是如何处理困难情况。状况总会发生，而

且总会有运动员和教练员做出激动的表现，但应始终有 2 名裁判员在场上工作，

这样会更有帮助和平静。 

3.2 If there is an argument, listen to the full argument of the player or coach, do not 

interrupt and wait until finish. After they have finished, ask in a calm tone：“Is there 

anything else？”Once they have concluded their objection(s), take a deep breath, 

look straight in their eyes and respond in a calm even tone with a short 

non-argumentative response. State the rules that apply, state the condition(s) or 

circumstance(s); state the reason(s) for the decision. Do not offer a long 

explanation, attempt to justify a decision or try to compare it to another situation. 

Never criticize the player or the coach personally. 

如果产生了争议，要听取运动员或教练员所有的辩论，不要打断他们，直到他们陈

述完毕。在他们陈述完之后，要用平静得语气询问：“还有其他要讲的吗？”一旦

他们提出反对，要做深呼吸，直视他们的眼睛并且用更加平静的语气和简短的、不

带有任何争议性的回复去回答他们。向他们陈述适用的规则、条件、情况，以及做

出决定的原因。不要给他们做很漫长的解释，以试图去证明自己的决定是合法的，

也不要试图和其他的情况作比较。不要当面批评运动员和教练员。 

3.3 If you believe that a mistake occurred, apologize and correct the error. If you 

believe the call was correct, stand firm and request play to continue. 

如果你确信在执裁中发生了错误，就去道歉并且纠正这个错误。如果你确信宣告是

正确的，那就坚持自己的决定并且要求继续比赛。 

3.4 Prepare to handle the unexpected. While average officials can survive average 

games, sooner or later they will be faced with situations that require acumen far 

beyond their abilities.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n accurate gauge of an umpire’s ability 

by watching a routine game. 

准备好去处理预料之外的状况。对于常规的比赛，一般的裁判员都能应对，但迟早



他们会面临一些难以处理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需要他们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个裁判员很难通过观看一场常规比赛，就能获得处理棘手问题

的标准尺度。 

3.5 While an umpire should never cause an incident to prove a point, the umpire 

should mentally be prepared to handle the unexpected in order that they can 

consistently survive whatever is handed to them. 

   裁判员不能为确认一分而去挑起事端，裁判员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去处理突发事件，

这样能够持续的应对遇到的各种问题。 

4．Let the players know you are human. 

让运动员知道你也是普通人。 

4.1 An umpire will occasionally make a mistake. Good umpire will recover gracefully 

through the use of a smile, a simple hand gesture or a low tone recognition and 

an apology for the error. Correct the error and score and move on. 

   裁判员会偶尔出错。好的裁判员会通过使用一个微笑、一个简单的手势或一句低声

的认错和道歉来优雅的弥补这个错误。纠正错误和比分，然后继续比赛。 

4.2 With a clear-or questionable-error by an official, being rigid or obstinate rarely 

serve the purpose and destroys the confidence the players and coaches would 

have in that official. 

当一位裁判员出现了一个或清楚或有疑问的错误时，顽固的坚持错误对解决问题是

不利的，会破坏运动员和教练员对那个裁判员的信任。 

5. Work diligently to perfect your timing. 

勤奋的工作，优化你的工作速度。 

5.1 The timing and concentration required to make 200+ decisions in a match is the 

most difficult task an umpire faces. 

在一场比赛中，高效和集中的做出超过 200 个决定，是裁判员面临的 困难的工作 

5.2 If the timing is too fast, more mistakes will happen, if it is too slow, players-and 

observers-will lose confidence in the umpire. To compensate for the tendency to 

make calls too fast or too slow pretend you are watching the game on video. Do 

not make the call(or no call) until play is fully over. Waiting just an extra second or 

two after a point is concluded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iscall and a 

good call every time. 

如果比赛期间的工作速度太快，裁判员会容易出错，但如果太慢，运动员和观众会

对这个裁判失去信任。如果比赛太快或者太慢，裁判员可以假设自己是电视观众，

从观众的角度去调整比赛的快慢速度。在比赛中，要等到回合结束，再决定是否要



做出宣告。 好是在一分结束以后多等 1-2 秒再宣告，这样可以区别出自己的宣告

是否正确。 

5.3 Make it habit-at the end of each point-to look at the player that lost the point. It 

will give you that extra second to make the correct call every time as well as 

observe any reaction or behavior that may need more attention. 

养成习惯，在每一分球结束的时候看一下失分的运动员。这样做会多给你一秒钟去

做出正确的宣告，以及观察任何需要更加注意的运动员的反应和行为。 

6. Be teachable and keep your ego in check. 

  虚心好学，自我检查。 

6.1 Having the basic skills and expert knowledge of the rules is important. Equally 

critical is being teachable,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ing that you don’t know it all 

no matter how long you have been officiating. 

具备基本的规则相关技术和专业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公正的 批评是利于教学的，

无论你做裁判员多久，都应该理解和接受那些你不知道的东西。 

6.2 It is when you think you are really good that something unexpected jumps up and 

bites you. 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who” is right, but “what” is right. 

当你认为自己做的真的很好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预料之外的情况来困扰你。“谁”

是正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正确的。 

7. Do not worry about politics or advancements. 

不要担心政治或升级。 

7.1 Some officials define themselves by the events they participate in or the matches 

they are assigned to conduct at an event. Unfortunately, a lot of heartache and 

disappointments are created through the reasonable - and unreasonable - 

expectations in the selection and assignments of match officials. 

一些裁判员根据参加什么样的赛事或在一个赛事中承担什么样的工作来定义自己。

不幸的是，在选派比赛裁判员中，一些裁判员抱有的那些合理或不合理的期望，会

使他们产生很多心痛和失望。   

7.2 Officials need to capitalize on what officiating has to offer. The chance to travel to 

new places; the opportunity of meeting some wonderful people; staying close to a 

sport that they enjoy playing and watching; developing oneself in areas outside of 

work and family. Expecting-or-demanding-any more will provide nothing but 

heartaches and disappointments. 

裁判员需要利用执裁时提供的东西。诸如旅行的机会，与出色的人相遇的机会，与

自己喜欢参与和欣赏的运动项目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在工作和家庭之外的领域发展



自己的机会等等。过高的期望和要求只会给自己带来难过和失望。 

7.3 Work hard to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petence. Once there, look for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assignment and enjoy the surroundings. When an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Sightsee during off hours; use 

an off day to tour the city or at the end of the event-team up with another officials 

and-play tourist for as your time and resources allow. 

   努力工作，把自己的能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一旦有了比赛任务，寻找任务中积极

的方面去学习，并且享受这个工作环境。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努力做到 好。在没

有工作任务的时候出去游览一下；只要你的时间和资源允许，用一个休息日去游览

这个城市，或者在团体赛结束的时候和其他裁判员一起出去游玩。 

8. Make learning the primary goal and never become complacent. 

使学习成为主要目标并且永不自满。 

8.1 The most successful officials are usually those who truly believe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learn-even after a lifelong career. 

   成功的裁判员通常是那些真正相信总有东西需要去学习的人——即使是在很长

的职业生涯之后，仍然需要学习。 

8.2 Just because an umpire or a referee has officiated at a world title event, it does 

not mean it is the end of their career. You can find yourself at the right place in 

the right time, but standing the test of time is the real challenge. 

    仅仅因为在一次冠名世界比赛中担任过裁判员或裁判长，这并不意味着职业生涯

的结束。你可以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找到自我，但真正的挑战是承受时间

的考验。 

9. Mentor others to attain higher goals. 

指导别人，以达到更高的目标。 

9.1 Spend your time and energy teaching, mentoring and nourishing a new crop of 

officials. It is like planting a garden, not every seed sowed will flourish into a 

strong and vibrant flower. The few that mature, will plant fresh seeds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officials. 

把你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教别人、指导别人和培养一批新的裁判员上。它就像种植一

个花园，不是每一个被播种的种子都能长成一朵坚强、生机勃勃的花朵。那些少量

的发育成熟的种子，会栽种出新的种子，就像已经成长起来的裁判员会培养出新一

代的裁判员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