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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中国网球协会少儿网球发展 

联盟精英赛竞赛总规程（草案） 

     

 

一、 主办单位 

中国网球协会 

二、 承办单位 

待定 

三、比赛地点、时间 

待定 

四、比赛项目 

(一)单项比赛设短式网球、过渡网球和网球三个项目，

每个项目的比赛小项设置如下： 

1、 短式网球：甲组单打、双打；乙组单打、双打 

2、 过渡网球：甲组单打、双打；乙组单打、双打 

3、 网球：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 

打 

    (二)团体名次根据团体会员单位参赛人数和单项比赛

成绩计算。 

     五、比赛名额 

1、短式网球甲、乙组单打、过渡网球甲、乙组单打、

网球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各设 48 个参赛名额，具体分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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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40 个名额根据运动员排名进入（短式网球和过渡

网球根据综合排名进入，网球根据男、女单打排名进入）； 

（2）4 个名额用于奖励优秀团体会员； 

（3）2 个名额用于中国网球协会外卡； 

（4）2 个名额用于承办单位外卡。 

2、网球男子双打和女子双打、短式网球甲、乙组双打

和过渡网球甲、乙组双打各设 24 个参赛名额，获得单打参

赛资格的运动员同时具有双打参赛资格。 

3、如运动员排名相同，则按报名先后顺序接收报名。 

4、如外卡和团体会员奖励名额有未使用名额，按排名

和报名顺序依次递补。 

六、报名资格 

（一）年龄要求： 

参加短式网球甲组比赛的运动员需为 2007 年 9 月 1 日

以后出生，参加乙组比赛的需为 2009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 

参加过渡网球甲组比赛的运动员需为 2005 年 9 月 1 日

以后出生，参加乙组比赛的需为 2007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 

参加网球比赛的运动员需为 2004年 9月 1日以后出生。 

（二）以单位名义报名的运动员，报名单位必须为中国

网球协会少儿网球发展联盟团体会员；非联盟团体会员单位

的运动员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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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得联盟运动员个人注册会员资格的参赛运动员

可获得联盟积分、排名和奖励； 

其他符合年龄规定的运动员需免费申请办理成为运动

员会员，方可进行参赛。 

七、 报名办法 

（一） 所有参赛选手均需通过联盟官方网站进行报名。

同时，各参赛单位和参赛运动员请填写中国网球协会少儿网

球发展联盟精英赛报名表，在规定日期内通过传真或电子邮

件的形式报送至承办单位（见补充通知）。 

联盟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路甲 3号翔龙大厦 6 层 601 室 

邮编：100061    电话：010-67153787    

传真：010-80115555 转 530276 

电子邮件：huiyuan@ctajunior.org.cn 

（二）每站赛事报名开始时间为比赛开始前 20 天，截

止时间不早于比赛开始前 7天，不晚于比赛开始前 3 天，具

体每站报名截止日期以各站补充通知为准。请各参赛单位和

运动员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并持第二代身份证按赛会通

知时间地点进行身份确认。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办法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小组循环比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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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进行单淘汰比赛。原则上每 4 人/对为一组，每组前

二名出线进行第二阶段比赛；如遇人数变动、天气变化等因

素裁判长可临时更改分组或赛制，但需征得比赛监督同意。 

循环赛的名次按获胜次数多少决定。如遇 2人（对）相

同，则按相互间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如遇 3 人（对）或 3

人（对）以上相同，则按净胜局、分多少决定。如仍相同，

则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二）比赛赛制 

短式网球比赛采用 3 局 2 胜、每局 11 分的赛制。当一

局分数为 10 比 10 时，需一方净胜 2 分才能赢得该局;当分

数为 14比 14时，先到 15分者赢得该局。 

过渡网球、网球比赛采用 4局短盘制(先胜 4 局者获胜) 

和无占先计分法。当局数为 3 比 3 时，一方局数到 5，即 5

比 3 方能获胜；当局数为 4比 4时，采用平局决胜制，即双

方抢 7分，先胜 7 分且净胜 2分以上者获胜。  

如遇天气影响，裁判长有权调整赛制，但需征得比赛监

督同意。 

九、竞赛规则 

采用中国网球协会最新审定的联盟积分赛竞赛规则。 

十、种子和抽签 

联盟积分赛设立种子的依据是联盟公布的最新中国网

球协会少儿网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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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积分赛抽签工作由裁判长在公开场合完成。 

十一、积分和排名 

（一） 积分办法 

1、运动员参加地区级比赛积分按一周内参加联盟积分

赛所赢得的局数（或分数）计算，具体办法如下： 

（1）短式网球运动员在一周内参加联盟积分赛所赢得

的单打总分数和双打总分数之和为该运动员一周的比赛积

分。单打和双打总分数是指在一场或几场比赛中在每一局取

得的分数之和（如：甲 11:6 赢乙，甲赢得的积分为 11 分，

乙赢得的积分为 6 分）。 

（2）过渡网球运动员在一周内参加联盟积分赛所赢得

的单打总局数和双打总局数之和为该运动员一周的比赛积

分。单打和双打总局数是指在一场或几场比赛中赢得的局数

之和（如：甲 6:4 赢乙，甲赢得的积分为 6分，乙赢得的积

分为 4分）。 

（3）网球运动员在一周内参加联盟积分赛赢得的单打

总局数和双打总局数分别为该运动员一周的单打和双打比

赛积分。单打和双打总局数是指在一场或几场比赛中赢得的

局数之和（如：甲 6:4赢乙，甲赢得的积分为 6分，乙赢得

的积分为 4分）。 

2、运动员参加精英赛积分计算办法与参加地区赛积分

计算办法相同，所获各项积分分值在地区级比赛分值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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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以权重系数 3。 

（二）排名办法： 

1、 联盟排名分为短式网球、过渡网球、网球三个独立 

排名系统。 

2、短式网球、过渡网球排名不分性别，按运动员单打

和双打积分之和计算；网球排名按男、女和单、双打积分分

别计算。 

3、运动员排名按照 52 周内最高的 20 周积分之和循环

计算，即计入本周的分值同时，去除上一年度相同周数的排

名分值。 

4、排名根据运动员有效积分多少排序，积分多者排名

在前，积分少者排名在后。积分相同，参赛周数少者排名在

前；参赛周数也相同，年龄小者排名在前；如仍然相同，则

排名并列。 

5、 超过规定年龄运动员的排名在系统中不再显示。 

十二、比赛场地、器材和服装 

短式网球、过渡网球和网球比赛场地需符合中国网球协

会最新审定的联盟积分赛竞赛规则规定的场地标准。 

短式网球比赛使用海绵球，过渡网球比赛使用 50%气压

的软性网球，网球比赛使用标准网球。所有比赛用球均需符

合中国网球协会制定的比赛用球技术标准。 

所有比赛均需穿着网球服装和网球鞋，使用符合少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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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身心特点的球拍进行比赛，球拍建议标准详见《中国网球

协会少儿网球发展联盟积分赛竞赛规则》。 

十三、赛事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 

（一）赛事监督代表联盟担任终审仲裁人员，运用竞赛

规程和规则，指导、督促赛区工作，确保比赛顺利进行。赛

事监督可由裁判长兼任。 

（二）裁判长由联盟任命。其主要职责： 

1.确保比赛设施的完善。 

2.组织裁判员赛前学习和实习等工作。安排赛事监督与

裁判员会面；为改善比赛中裁判工作，有权撤换裁判员。 

3.解释处理比赛现场发生的事端。 

4.主持抽签工作。在赛场和指定住宿地的明显处安置公

告栏。及时告知运动员有关比赛信息。 

5.若无赛事监督同意，裁判长不能上场担任裁判员。 

6.裁判长是比赛成绩汇总的责任人，对比赛结果负最终

责任。 

（三）裁判员： 

联盟精英赛酌情安排裁判员上场执法，承办单位负责组

织具备资格的裁判员，经联盟指派的裁判长培训合格后担任

裁判员工作。 

十四、食宿、费用 

1、 参加联盟精英赛的运动员食宿、交通参赛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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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承办单位原则上不统一安排食宿，如需协助请联系承办

单位（详见补充通知）。 

2、 报名费：短式网球每人每次不高于 60 元，过渡网球

和网球每人每次不高于 100元。每站赛事具体报名费标准按

各站补充通知执行，在报到时缴纳。 

十五、签到与弃权 

参加联盟精英赛的运动员需持第二代身份证按赛会通

知时间地点到比赛现场签到、缴费到并确认身份。 

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上场比赛按弃权论处，弃权后按得 0

分处理，对手按最大分差赢得比赛的分数计算（短式网球 11

分，过渡网球和网球 6分，具体以当时采用的赛制为准）。 

十六、奖励办法 

    （一）单项成绩奖励 

获得比赛各单项前八名的联盟运动员会员将获得中国

网球协会少儿网球发展联盟颁发的奖励证书及奖品。 

（二） 团体名次奖励 

各站精英赛对参赛团体会员给予奖励,具体如下: 

1、 团体总分前 6 名的团体会员可获得团体名次奖(各

站可酌情设奖金和奖品)。 

2、 团体总分计算办法： 

（1） 团体总分按参赛单位计算分值； 

（2） 每 1 名运动员参赛计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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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打每人每获得一项前八名计 2分，双打每人每

获得一项前四名计 1 分； 

（4） 参加人数和参赛成绩得分之和为团体总分。 

3、比赛中出现违反体育道德和赛风赛纪行为的参赛单位

将被取消团体名次奖评选资格。 

十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八、本规程解释权属联盟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