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俱乐部联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羽毛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  

大区赛 

（一）宁夏羽毛球协会 

（二）广东省羽毛球协会 

      广东世纪城羽毛球俱乐部 

（三）安徽省体育局训练基地管理中心 

      安徽京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四）四川省羽毛球协会 

      四川和嘉天健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决赛 

深圳市休闲体育运动协会 

三、协办单位 

赛事商务开发及运营合作伙伴 

四、媒体支持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湖南电视台先锋乒羽频道 

中国体育报 

《羽毛球》杂志 

华奥星空网站 

五、比赛时间、地点 



 

	  

(一)选拔赛 

 详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羽毛球协会公布的竞赛规程 

（二）大区赛 

1.2018 年 10 月 13 日-14 日   宁夏银川 

2.2018 年 10 月 20 日-21 日   广东东莞 

3.2018 年 10 月 27 日-28 日   安徽滁州 

4.2018 年 11 月 3 日-4 日     四川成都 

（三）总决赛 

2018 年 12 月 1 日-2 日      广东深圳 

六、竞赛项目及组别 

（一）甲组 

五场制混合团体赛（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

双打、混合双打） 

（二）乙组 

三场制混合团体赛（男子单打、混合双打、男子双打） 

七、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所在俱乐部须在当年度选拔赛中获得相应名

次。 

（二）运动员年龄 

1.甲组报名运动员须为 2002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 

2.乙组报名运动员须为 1978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 

3.身体健康（报名时领队需提供本队运动员身体健康证明）。 

4.承办单位将统一为参赛运动员办理比赛期间的意外伤害保

险（需在报名时提供个人身份证号、姓名等必要信息方能给予办

理）。 



 

	  

5.所有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必须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每场比赛前裁判员现场将进行查验。 

6.注册运动员参赛要求 

（1）注册运动员是指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

中心及原国家体委注册过的运动员。 

（2）甲组比赛中，每一场团体比赛，每队只能有 2 名注册运

动员参加，且只能参加双打项目。201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注

册的运动员不得参赛。乙组不允许注册运动员参加。 

八、参赛办法 

（一）选拔赛 

1.报名参赛的俱乐部请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羽毛球协会

相关赛事规程及要求进行报名。 

2.选拔赛均为独立赛事，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俱乐部联赛组委

会不负责报名参赛。 

（二）大区赛 

1.参赛单位 

通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羽毛球协会举办的选拔赛，获得

资格的全国各地羽毛球俱乐部。 

2.报名数量 

（1）甲、乙组各 24 支俱乐部（不含外卡，原则上甲、乙组均

报满 24 支队伍即截止报名，中国羽毛球协会有权根据具体情况适

当调整）。 

（2）中国羽毛球协会将给予举办选拔赛的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羽毛球协会甲乙组各 4 个参加 2018 年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俱

乐部联赛大区赛的名额。 



 

	  

3.大区赛报名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羽毛球协会统一组织报名，并根据

报名时间要求向组委会提交报名表。 

    （1）在各省级羽协主办的选拔赛中，获得前 4 名的俱乐部可

报名参赛。如若选拔赛前 4 名中有放弃参加大区赛资格的俱乐部，

须书面提交至其参赛所在的省级羽毛球协会或组委会确认。该省

级羽协或组委会可根据情况确认递补，但递补俱乐部须获得该赛

区选拔赛前 8 名。 

    （2）赛事严格控制参赛俱乐部运动员交流。参加全国赛的俱

乐部必须在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俱乐部联赛进行注册。俱乐部报

名运动员中交流运动员甲组不得超过 5 人，乙组不得超过 3 人。

交流运动员必须是获得了本省区市当年度选拔赛前 8 名且本人所

在俱乐部未获得全国赛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3）甲组：报名俱乐部共 24 支。每个俱乐部可报领队 1 名、

教练员 2 名（领队及教练员可兼运动员，报名时须在运动员名单

中出现，否则无法参赛）、运动员 9 至 15 名（含兼运动员的领队

与教练），男运动员不能低于 6 名，女运动员不得低于 3 名。所有

运动员不能兼项。 

（3）乙组：报名俱乐部共 24 支。每个俱乐部可报领队 1 名、

教练员 1 名（领队及教练员可兼运动员，报名时须在运动员名单

中出现，否则无法参赛）、运动员 5 至 8 名（含兼运动员的领队与

教练），男运动员不能低于 4 名，女运动员不能低于 1。所有运动

员不能兼项。 

（4）所有参赛运动员不得跨组报名。 

（5）中国羽毛球协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外卡。 



 

	  

（三）总决赛 

1.参赛单位 

各大区赛获得前 4 名的俱乐部 

2.报名数量 

（1）甲、乙组各 16 支俱乐部（不含外卡，原则上甲、乙组均

报满 16 支队伍即截止报名，中国羽毛球协会有权根据比赛场馆具

体情况适当调整）。 

（2）中国羽毛球协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外卡。 

3.总决赛报名 

（1）由各分站赛承办方统一组织报名。 

（2）允许甲组不超过 2 人，乙组不超过 1 人的交流运动员。

交流运动员比赛必须是报名大区赛，并且本人原俱乐部未参加总

决赛的运动员。 

（3）其余报名要求与大区赛一致。 

4.总决赛甲组排名前 4 的俱乐部，将获得 2019 年中国羽毛球

俱乐部乙级联赛的参赛资格。 

（四）报名要求 

1.各俱乐部代表队必须按照报名系统的要求注册俱乐部信息

及人员信息。包括领队、教练员及每名队员的姓名、性别、有效

身份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及 2 寸白底证件照（数码照片）。报名不得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

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及俱乐部所有比赛成绩。 

2.报名后经审核通过并完成参赛费支付，方可视为报名成功。 

3.报名联系方式详见补充通知。 

（五）全国赛参赛费 



 

	  

为避免报名参赛队伍无故弃权，影响其他羽毛球爱好者参赛，

赛事承办方将收取参赛费。 

五场混合团体赛：每个俱乐部代表队 500 元参赛费。 

三场混合团体赛：每个俱乐部代表队 300 元参赛费。 

九、报到与离会 

（一）各俱乐部代表队须于赛前 1 天到赛区报到,并须提前将抵

达赛区的时间告知承办单位。 

（二）赛后一天离会。 

十、竞赛办法 

（一）第一阶段根据报名情况进行分组单循环赛（原则上采用

“1”固定的逆时针轮转法）；第二阶段进行淘汰赛和附加赛，总决

赛均决出前八名。裁判长有权根据报名及比赛情况调整比赛方法

和比赛出场顺序。 

（二）出场顺序 

甲组：出场顺序在领队会抽签决定。 

乙组：男子单打、混合双打、男子双打。 

（三）赛制 

甲组：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淘汰赛，均采用五场

三胜制，先胜三场的一方获胜。 

乙组：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淘汰赛，均采用三场

两胜制，先胜两场的一方获胜。 

（四）记分方法 

甲组、乙组均采用三局两胜制。第一、二局采用 21 分每球得

分制，先到 21 分者获胜；决胜局采用 11 分每球得分制，6 分交换

场区，11 分封顶。 



 

	  

（五）参赛队员比赛期间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必须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二代居民身份证），以备查验，未带者按照弃权处理。 

（六）弃权和罢赛 

1.弃权：在一场比赛进行中，运动员凡因伤病或其它原因不能

继续比赛者按该场比赛弃权论，弃权一方所得分数有效。一场比

赛，运动员迟到 10 分钟者，判该运动员该场比赛弃权。 

2.罢赛：比赛中运动员应服从裁判，有异议时，可通过临场裁

判员向裁判长反映，对裁判长的裁决仍有异议者，可由领队向组

委会提出口头和书面申诉。运动员或俱乐部不论什么原因造成比

赛不能进行或中断比赛、临赛前拒绝出场、赛后拒绝领奖等，超

过 5 分钟者（经劝解说服教育工作后计算时间）为罢赛。赛场一

旦出现罢赛运动员或俱乐部，组委会有权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罚。 

3.希望各俱乐部认真组织参赛。为了严肃赛纪赛风，保证比赛

的顺利进行，对在比赛中有弄虚作假、无理取闹、拖延比赛、干

扰比赛、罢赛等行为的参赛俱乐部及运动员，我们将根据《全国

体育竞赛管理办法》、《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违反<全国

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的纪律规定》及羽毛球竞赛规则、本次比

赛竞赛规程的有关规定给予取消比赛资格、比赛成绩，乃至禁止

参赛等处罚。 

（七）竞赛规则、比赛用球、比赛服装 

1.竞赛规则：采用中国羽协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和

世界羽联的最新规定（本规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2.比赛用球：详见补充通知。 

3.比赛服装:各俱乐部代表队自行选择统一服装。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1.选拔赛 

奖励办法详见相关各选拔赛赛事规程，录取名次以大区赛录

取办法为准。 

2.总决赛 

（1）总决赛获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俱乐部颁发奖金、

奖杯、奖牌和证书，向获得第四至第八名的俱乐部颁发奖品及获

奖证书。 

（2）总决赛甲、乙组前三名设奖金。  

甲组：第一名：2.5 万；第二名：1.5 万；第三名：8 千（所有

奖金需在赛区完税）。 

乙组：第一名：1.5 万；第二名：8 千；第三名：6 千；（所有

奖金需在赛区完税）； 

十一、仲裁委员会与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会 

1.赛区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2.仲裁委员会主任和委员由中国羽协选派（名单另发），委员

不足名额由赛区选派。 

（二）裁判员 

1.裁判长、编排长由中国羽协选派，于赛前 2 天报到。 

2.承办单位选调比赛裁判员、司线员参加裁判工作。 

3.第一阶段小组赛采用 1 人裁判制，第二阶段开始采用 3 人裁

判制。 

十二、参赛经费 

参加比赛运动员自行负担食宿、交通费用（如果需要赛区协



 

	  

助联系住宿请联系赛区负责人）； 

十三、本规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