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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作为亚太区的大满贯赛事，是全世界最久负盛名的体育赛事之一。你可以通过在中国珠海举办的澳

网亚太区外卡赛为自己在 2017年澳网预定一个席位。亚太区外卡赛的单双打比赛获胜者将会获得澳网正赛外卡。 

参赛资格 

亚太区外卡赛面向除澳大利亚外所有亚太区国家的球员，至报名截止日期，报名参赛的男子球员世界排名需低于 105名，
女子球员世界排名需低于 109名。世界排名 1-104的男子球员和 1-108的女子球员（2016年澳网正赛的参赛资格为男子前
104，女子前 108）如果有需要积分保护的也可以申请报名，但需要和赛会裁判长联系申请特别豁免。 
 
双打不设准入排名限制，所有亚太区球员均可报名，但取得外卡的组合阵容不得变更，否则取消外卡资格，外卡需返还组

委会。2016年澳网双打正赛的参赛资格为男子前 142，女子 162。 
 
所有球员必须拥有 ATP/WTA单打或双打排名。 

日期 
单打资格赛：2016年 11月 28日 星期一和 11月 29
日星期二 
 

单打正赛：2016年 11月 30日星期三到 12月 4日星期日  
 
双打正赛： 2016年 11月 30日星期三到 12月 4日星期日 

地点 
横琴国际网球中心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横琴自贸区横琴国际网球中心 

电话: +86 756 299 2491 
http://www.tennis.com.au/tournaments/pro-tournaments/asia-
pacific-australian-open-wildcard-play-off 

奖金 
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奖金（澳元）：冠军 $2,500  决赛 $2,000 半决赛 $1,500 四分之一决赛 $1,000 第一轮 $500 
男子双打和女子双打奖金（澳元）： 冠军每组 $1,500 决赛 $1,000 半决赛 $500 四分之一决赛 $250 

赛事官员 
赛事总监：Darren Sturgess  dsturgess@tennis.com.au 手机：+61 411 762 258 电话：+613 9914 4419 
赛事运营：李春玲  lichunling@huafagroup.com  手机：+86 139 2880 7484 

澳网裁判长 Wayne McKewen  wmckewen@tennis.com.au 

签数 
和 

入围条件 

单打：: 
16签位* 

- 直接参赛 – 排名前 8位球员 
- 外卡 – 4名球员 
- 资格赛晋级 – 4名球员 

 
单打资格赛： 
16签位* 

- 直接参赛 – 紧随其后排名最高的 8名球员 
- 外卡 – 8名球员 

 
最初入围名单将于 2016年 11月 15日星期二公布，
并通过邮件发送给所有参赛者，此名单亦可在 
www.tennis.com.au 查询。最终名单将于 2016年 11
月 22日星期二公布。 
  
*参赛资格基于 11月 14日星期一的排名。种子选手
根据 11月 21日星期一的排名确定。所有球员必须拥
有 ATP/WTA的排名（外卡球员除外）。 
 
报名方式：请填写报名表格并发送到 Darren Sturgess
的邮箱  dsturgess@tennis.com.au  
请通过我们的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http://www.tennis.com.au/tournaments/pro-
tournaments/asia-pacific-australian-open-wildcard-
play-off 

双打： 
12签位 

- 直接参赛 – 排名前 8对组合 
- 外卡 –  4对组合 

 
双打报名/签到注册  
球员可以按照报名程序参加双打比赛.。现场注册签到亦可。11月
29日星期二中午 12点截止报名。 
 
收到报名信息后，双打初步名单将在如下网址公布：
http://www.tennis.com.au/tournaments/pro-tournaments/asia-
pacific-australian-open-wildcard-play-off  
 
 
 
候补者 /幸运落败者: 
单打候补球员必须在 2016年 11月 28日星期一相应的资格赛首场
比赛前提前至少 30分钟注册签到；双打候补球员必须在 2016年
11月 30日星期三相应的双打比赛前提前至少 30分钟注册签到。 
 
幸运落败者必须在 2016年 11月 30日星期三和 12月 1日星期四
相应的单打比赛前提前至少 30分钟注册签到。 

外卡 
单打正赛外卡 – 2张中国网协（举办地协会）外卡；2张澳大利亚网协外卡（需申请） 
单打资格赛外卡– 4 张中国网协（举办地协会）外卡； 4张澳大利亚网协外卡（需申请） 
双打外卡- 2  张中国网协（举办地协会）外卡； 2张澳大利亚网协外卡（需申请） 

赛制 
单打 – 三盘两胜制，前两盘平局决胜制，决胜盘长盘制。6颗球，每 7/9局换新球。 
双打 – 三盘两胜制，前两盘平局决胜制，无占先记分，决胜盘十分制平局决胜。6颗球，每 7/9局换新球。 

入围参赛截止日 
2016年 11月 14日星期一。参赛费 40澳元（约 200元人民币）包含一或两项比赛（单/双打） 
邮件咨询： dsturgess@tennis.com.au  

弃权截止日 2016年 11月 21日星期一 

场地面层 硬地（中央球场有风雨棚） 

比赛用球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Wilson 

行为规范 本赛事履行大满贯行为规范 

训练场 11月 26日星期六到 12月 4日星期日 每日上午 9点到下午 5点          电话：+86 756 299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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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 2016年 11月 27日星期日到 12月 4日星期日期间，赛事提供往返酒店和赛场的班车。球员自行负责来或去机场/火车
站。 

• 有关赛事交通问题请发送邮件至 tenniszhuhai@huafagroup.com  或者拨打 +86 189 2691 9944。 
• 从珠海金湾机场到官方酒店、赛场乘坐的士约 60分钟；澳门国际机场距官方酒店约 30公里；从香港国际机场可乘船
至珠海九州港（船票 290元），转的士从九州港至官方酒店（的士费 40-60元）。 

住宿和官方酒店 

• 参加正赛的球员有资格获得至少两晚赛事提供的住宿资格，包括正赛开始前一晚到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当晚。 
• 参加资格赛的球员应直接预订官方酒店，如果晋级正赛阶段则获得赛事提供的住宿福利。资格赛球员可以使用任意官
方酒店，具体价格参考下方。 

• 官方球员酒店为珠海华发会展行政公寓 位于珠海市香洲区银湾路 1663号   
• 电话： +86 756 6819999   传真： +86 756 6816666  官网： http://huafaplace.com/en/index.html      
• 价格：标准房含早餐 350元/晚  双床房含 2人早餐 350元/晚。  酒店价格随供求变化。  
• 酒店预订联系左玲媛 邮箱：tenniszhuhai@huafagroup.com    电话：+86 189 2691 9944 
• 为确保锁定价格，所有房间必须至少提前 10天确认 

餐饮 • 场馆每日提供餐饮服务 

球员服务 • 球员服务位于网球俱乐部内          电话： +86 756 299 6912 

理疗 &  按摩 
医疗 

• 理疗师/按摩师从 2016年 11月 28日星期一开始工作 
•  赛事官方医生将在整个赛事期间工作 

穿线 球员自行支付穿线师费用。穿线费直接支付给穿线师，穿线费用约 100元人民币（15美元）。 

媒体和球员活动 如有要求，参加正赛的球员需要至少出席两次媒体/公关活动，活动可能会在赛场外举行。 

** 签证 ** 

签证相关信息请联系中国网球协会和中国领事馆。邀请函由吕亮（中国网协）提供，申请邀请函请联左玲媛（联系方式如

下）。需要提供如下信息：姓名、护照号、国籍、签发国、签发日、过期日、护照照片页复印件、电子照（护照）、身份

（球员、教练等）、到达日和离开日。 
 
联络人 
姓名：左玲媛 
电话：+86 189 2691 9944 
邮箱：tenniszhuhai@huafagroup.com 
 
请注意： 
1. 球员需要提供清晰的护照照片页复印件或扫描件。 
2. 球员必须确认申请中国签证的地点和入境地点。 
3. 以上所有信息需要在进入中国前至少提前10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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