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网球协会网球运动技术等级标准及评定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和《健

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规范中国网球选手运动技术等级的评定

与管理、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结合我国网球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网球协会网球运动技术等级”是中国网球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评定我国网球选手的通用技术等级标准，

是评定其当前技战术水平的工具，是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

技术评级体系进行等效评定的手段。 

    第三条  评定和授予技术等级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等  级 

    第四条 技术等级由高到低分为 10级，即 CTN1级、CTN2级、

CTN3级、CTN4级、CTN5 级、CTN6级、CTN7级、CTN8 级、CTN9

级和 CTN10级。 

第五条  技术等级标准描述性说明如下： 

CTN1 级（国际 1 级） 此等级选手力量及连贯性好，在比赛

环境中可作战术及风格变化,在压力环境下能可靠地击球, 具有



参加国际职业比赛的丰富经验。 

CTN2 级（国际 2 级） 此等级选手力量和稳定性好，并擅长

在比赛中变换策略和打法，具备参加 ITF 职业巡回赛的能力。 

CTN3 级（国际 3 级） 此等级选手在比赛中对击球有良好的

预见能力及突出的击球能力，尽量避免击球失误并能取得胜利。

能够处理好网前截击球、高球、中场截击球、高压球，发球稳定

多变。 

CTN4 级（国际 4 级） 此等级选手可以很好地控制力量和旋

转球，并开始处理步伐，能控制击球深度，并根据对手情况变换

战术。可大力击出一发并准确控制二发。双打比赛中网前具有攻

击性。 

CTN5 级（国际 5 级） 此等级选手具备可靠的击球能力，包

括对控球方向、击落地球和中度球的深度，还有击打高球的能力，

高压球、网前击球、截击球较好。双打比赛协作能力明显。 

CTN6 级（国际 6 级） 此等级选手上网具有攻击性，对球场

覆盖能力和击球的控制有所提高。需要加强双打能力练习。 

CTN7 级（国际 7 级） 此等级选手中距离击球连贯，步伐和

谐，但缺乏对击球方向、深度和力度的控制。 

CTN8 级（国际 8 级） 此等级选手正在学习如何判断球路和

短距离连续击球，但球场覆盖能力差。 

CTN9 级（国际 9 级） 此等级选手熟悉单打和双打比赛的基

本规则，但是击球环节薄弱，需要更多的场上经验。 



CTN10级（国际 10 级）刚刚入门的初学者。初步掌握发球、

对打和得分，尚无比赛经验，需要不断坚持练习。 

    第六条  10个技术等级原则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初级阶

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和顶级阶段，由低至高依次为： 

初级阶段：CTN10 级、CTN9级、CTN8 级 

中级阶段：CTN7级、CTN6级、CTN5 级 

高级阶段：CTN4级、CTN3级、CTN2 级 

顶级阶段：CTN1级 

 

第三章  评  定 

第七条  技术等级评定的适用对象是自愿申请评级的协会

正式会员（包括在华求学和就业的外籍会员）。 

第八条  评定办法 

（一）赛事评定。通过参加 6场及以上协会主办或授权认可

的技术等级评定赛事，协会将根据选手的参赛总成绩按规定算法

测算评定，经评定后将获得正式技术等级。 

未获得正式技术等级的选手，若参加等级评定赛事须有“参

赛等级”作为参赛资格，参赛等级获取方法： 

    1、凡参加过协会主办的 CTA-Open系列赛（含乐享级）、全

国大城市团体赛并获得中国业余网球排名积分的选手，可自行登

录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网站（以下简称“会员网”）申请参赛等级，

标准： 



    中国业余网球排名积分单双打总分 

    1-9分，可申请 CTN10级至 CTN9级； 

    10-49 分，可申请 CTN10级至 CTN8级； 

    50-99 分，可申请 CTN9 级至 CTN7级； 

   100-299分，可申请 CTN8级至 CTN6级； 

    300-599分，可申请 CTN7级至 CTN5级； 

  600-999分，可申请 CTN6级至 CTN4级； 

    1000-1499分，可申请 CTN5级至 CTN3级； 

    1500-1999分，可申请 CTN4级至 CTN2级； 

  2000 分以上，可申请 CTN3级至 CTN2级。  

    2、未参加过协会主办的 CTA-Open 系列赛（含乐享级）、全

国大城市团体赛或中国业余网球排名积分为“0”分的选手，可

根据自身情况登录会员网，申请自测一个参赛等级，申请标准： 

    年龄在 18周岁以下的选手，可申请 CTN10 至 CTN6级； 

年龄在 18～40周岁的选手，可申请 CTN10 至 CTN4级； 

年龄在 40～65周岁的选手，可申请 CTN10 至 CTN5级； 

年龄在 65周岁以上的选手，可申请 CTN10 至 CTN7级。 

（二）测试评定。CTN7 级及以下技术水平的选手，可通过临

场技术测试，通过后将获得正式技术等级，测试标准： 

    1、击落地球的深度的评分：交替用正手和反手击落地球 10

次，当球落在发球区内任一位置时得 1分，当球落在后场的前区

时得 2分，当球落在后场的中区时得 3分，当球落在后场的后区



时得 4分，当球落在单打场区内任一位置以及球的二跳落在底线

和奖励线之间时奖励 1分，当球落在单打场区内任一位置以及球

的二跳落在奖励线后面时，给分加倍。最高分 90分。 

    2、截击球的深度的评分：交替用正手和反手截击 8次，当

球落在发球区内任一位置时得 1分，当球落在后场的前区时得 2

分，当球落在后场的中区时得 3分，当球落在后场的后区时得 4

分，当球落在单打场区内任一位置以及球的二跳落在底线和奖励

线之间时奖励 1分，当球落在单打场区内任一位置以及球的二跳

落在奖励线后面时，给分加倍。最高分 72分。 

    3、击落地球的准确性的评分：交替用正手和反手打直线 6

次，交替用正手和反手打斜线 6次，当球落在靶区外的中心区内

的任一位置时得 1 分，当球落在发球线前面的击落地球准确性的

靶区内时得 2分，当球落在单打场地后场内的击落地球准确性的

靶区内时得 3分，当球落在单打场区内任一位置以及球的二跳落

在底线和奖励线之间时奖励 1分，当球落在单打场区内任一位置

以及球的二跳落在奖励线后面时，给分加倍。最高分 84分。 

    4、发球的评分：总共发球 12次，向每个靶区发球 3次；如

果一发失误用二发。在选手一发时，当球落在规定的发球区内时

得 2 分，当球落在规定的发球区的靶区内时得 4分，二发得分最

多为一发得分的 50%。当球落在规定的发球区内，球的二跳落在

底线和奖励线之间时奖励 1分，当球落在规定的发球区内，球的

二跳落在奖励线后面时给分加倍，最高分 108分。 



    5、灵活性评分：计算一名选手拾起五只球并将各只球放回

一个特定的区域所用的时间。最高分 76分。 

灵活性的时分对照表  时间（T） 得分（S） 

T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 14 15 16 18 19 21 26 32 39 45 52 61 76 

    击球准确性的评分：根据球在单打场地内落点的位置为每一

次击球判分。 

    击球力量的评分：击球落地后弹在底线和奖励线之间时给一

个奖励分。击球落地后弹在奖励线后面时给分加倍。 

击球稳定性的评分：每次击球不失误加一分。 

鉴于网球等级测评出的一名男子选手的级别与同一级别的

女子选手存在差异，因此分别为男女选手设定了网球的等级测试

标准。 

男子 75-104 分、女子 57-79分为 CTN10级； 

男子 105-139分，女子 80-108分为 CTN9级； 

男子 140-175分，女子 109-140分为 CTN8级； 

男子 176 分以上，女子 141分以上为 CTN7级。 

为了对一名选手正确的网球段位作出真实的评价，一名选手

应该完成 3次场上评分，然后取 3 次得分的平均值得出选手的真

正技术等级。 

具体临场测定方法与指南详见《附件 1、国际网联与中国网

球运动技术等级临场测定法》。 



第四章 分级授权 

第九条  CTN1 级由协会负责评定授予。 

第十条  CTN2 级、CTN3 级由协会或协会授权的地方网球协

会负责评定授予。 

第十一条  CTN4 级、CTN5 级、CTN6 级由协会或协会授权的

企事业单位负责评定授予。 

第十二条  CTN7级、 CTN8 级、CTN9 级、CTN10级由协会或

协会授权的机构会员（含社会团体、网球俱乐部等机构）负责评

定授予。 

 

第五章  评定机构 

第十三条  评定机构审批 

（一）协会是 CTN 技术等级的最高管理和评定机构，下设

CTN2～CTN3级、CTN4～CTN6级与 CTN7～CTN10级评定机构。 

（二）各级地方协会、企事业单位和协会机构会员，均可根

据发展需要，申报成立相应等级的评定机构，经协会审定授权后，

方能成立运作，下设评定机构只管理和指导本辖区内的相应技术

等级评定工作。 

第十四条 评定机构条件 

（一）协会设等级办公室、等级工作组、评定工作组。 

（二）设有维护办公相关的硬、软件设备和操作人员。建立

管理人员、获得正式技术等级人员、评定人员大数据体系，对技



术等级施行网络化管理。 

（三）CTN2～CTN3 级评定机构 

1、须符合协会发展规划与布局，且地方区域性团体会员的

个人会员数发展计划达到 2000人以上； 

2、须有稳定的管理机构，具备组建等级评定组的条件。评

定组至少有 5人以上具备“评定员”资格。 

3、须有可供固定使用的网球教学和训练场馆，能够承担较

大规模的评定员培训与技术等级测试评定。 

4、须有办公相关的硬、软件设备和操作人员，能够建立获

得正式技术等级人员数据库，实现网络化管理。 

5、须获得中国网球协会授予的“网球技术 CTN2～CTN3级评

定单位”资格。 

（四）CTN4～CTN6 级评定机构 

1、须符合协会发展规划与布局，且地方区域性技术等级计

划发展人数达到 1000人以上； 

2、须有稳定的管理机构，具备组建等级评定组的条件。评

定组至少有 4人以上具备“评定员”资格。 

3、须有可供固定使用的网球教学和训练场地，能够承担一

定规模的评定员培训与技术等级测试评定。 

4、须有办公相关的硬、软件设备和操作人员，能够建立获

得正式技术等级人员数据库，实现网络化管理。 

    5、须获得中国网球协会授予的“网球技术 CTN4～CTN6级评



定单位”资格。 

（五）CTN7～CTN10 级评定机构 

1、须是协会的机构会员，个人会员数发展计划达到 500 人

以上。 

2、须有稳定的管理机构，具备组建等级评定组的条件。评

定组至少有 2人以上具备“评定员”资格。 

3、须有可供固定使用的网球教学和训练场地，能够承担一

定规模的评定员培训与技术等级测试评定。 

4、须有办公相关的硬、软件设备和操作人员，能够建立获

得正式技术等级人员数据库，实现网络化管理。 

    5、须获得中国网球协会授予的“网球技术 CTN7～CTN10 级

评定单位”资格。 

第十五条 评定机构职责 

（一）协会评定机构的职责 

1、负责技术等级的全面管理、审批和授予工作。 

2、负责制订、更新技术等级相关文件，审批评定机构，受

理各级评定机构的申报材料。 

3、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和区域性网球等级评定员培训和相

关技术等级评定工作。 

4、负责组织评定机构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和评定员的资格

认定。 

5、负责管理技术等级网络系统，建立管理人员、获得等级



人员、评定人员大数据体系，对技术等级施行网络化管理。 

6、负责公告全国和各级评定机构年度网球等级评定结果和

评定计划。 

7、颁发网球等级证书、徽章等。 

8、负责进行本年度技术等级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二）CTN2～CTN3 级评定机构的职责 

1、负责转发与实施技术等级相关政策、制度、文件精神。 

2、负责组织本辖区内 CTN2～CTN3级的评定工作，并报协会

评定机构备案。 

3、负责组织本辖区评定机构管理人员和评定人员的业务培

训及管理工作。 

4、负责管理本辖区内技术等级网络系统，建立获得等级人

员和评定人员数据库。 

5、负责发放技术等级证书、徽章等。 

6、负责进行本年度技术等级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三）CTN4～CTN6 级评定机构的职责 

1、负责落实技术等级相关政策、制度、文件精神，开展本

辖区内 CTN4～CTN6 级技术等级评定工作。 

2、负责组织其辖区内的评定工作，并报协会评定机构备案。 

3、负责管理本辖区内技术等级网络系统。 

4、负责发放技术等级证书、徽章等。 

5、负责进行本年度技术等级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四）CTN7～CTN10 级评定机构的职责 

1、负责落实技术等级相关政策、制度、文件精神，开展本

单位技术等级工作。 

2、负责组织其辖区内 CTN7～CTN10 级的评定工作，并报所

属级评定机构备案。 

3、负责管理本辖区内技术等级网络系统。 

4、负责发放网球等级证书、徽章等。 

5、负责进行本年度技术等级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第六章 评定工作组 

第十六条 评定工作组由网球行政管理人员和等级评定员

组成。各级评定工作组，设组长 1 人、成员若干人。 

第十七条 全国网球等级评定工作组由协会行政管理人员

2-4 人、评定员至少 5人组成。 

第十八条 CTN2～CTN3评定工作组由行政管理人员至少1人、

评定员至少 5人组成。 

第十九条 CTN4～CTN6级评定工作组由行政管理人员至少 1

人、评定员至少 4 人组成。 

第二十条  CTN7～CTN10 级评定工作组由行政管理人员至少

1 人、评定员至少 2 人组成。 

 

第七章 评定员 



    第二十一条 评定员资格 

    （一）具有 CTN6级以上技术等级。 

    （二）参加协会举办的技术等级评定员培训，并获得“中国

网球协会运动技术等级评定员资格证”。 

    第二十二条 评定员权利与职责 

    （一）可参与各级技术等级评定机构组织的相应工作。 

    （二）严格按照中国网球协会网球运动技术等级有关规定和

标准实行，并接受评定机构的审核。 

 

第八章 监察工作组 

第二十三条 监察工作组由协会管理人员和选聘具有网球

CTN4级以上的技术等级者组成。设组长 1 人，成员若干人。 

第二十四条 职责 

（一）在协会的领导下，负责做好监察、监督、报告工作。 

（二）负责对各级评定机构的组织制度、评定人员品德、行

为规范、工作状况、经费收支等方面进行监察。 

（三）负责受理有关技术等级工作的投诉和举报，并组织调

查核实，为协会的最终处理提供有效依据。 

（四）负责对等级评定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察。 

（五）负责研究讨论监察工作的年度计划，并定期向协会报

告。 

第二十五条 权利和义务 



（一）认真执行监察任务，依照协会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履行

监察职能。 

（二）及时向协会提交监察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对技术等级工作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四）维护技术等级和监察工作声誉。 

 

第九章 申  请 

    第二十六条 凡申请技术等级者须按照评定机构发布的时

间提交申请，原则时限为每年的 6 月第一周和 12月第二周。 

    第二十七条 凡举办等级评定活动，将在会员网提前 2个月

或以上公告评定的时间、地点和相关要求。 

 

第十章 认定与授予 

第二十八条 各级评定机构在其权限内，对申请技术等级者

的评定结果进行认定并报送到协会。 

第二十九条 协会对各评定机构报送的评定结果进行审批

后，授予相应的正式技术等级，颁发证书和徽饰等。 

 

第十一章 经 费 

第三十条 评定及证书费用收入、使用和管理根据国家体育

总局和协会相关规定另行通知。 

 



第十二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奖励 

    （一）凡在技术等级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机构，协

会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二）凡在技术等级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协会将给

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二条 处罚 

    若出现下述行为，将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或取

消其评定资格。 

    （一）本不具备相应条件，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等级评定资

格者。 

    （二）其辖区技术等级评定工作开展不力，致使本地区等级

评定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者。 

    （三）不按《中国网球协会网球运动技术等级标准及评定办

法》评定标准进行等级评定，不履行相关技术等级规章制度者。 

    （四）以等级评定为借口，以赢利为目的，不按规定超标准

收费，造成较坏影响者。 

    （五）在评定过程中弄虚作假、违规操作、越权审批者。 

    另建立技术等级评定赛事信用管理体系和黑名单制度，对未

达到要求的赛事申办机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取

消办赛资格、降低信用与列入黑名单等处罚。 

 



第十三章 技术等级的权益 

    第三十三条 凡获得协会授予的正式技术等级者： 

    （一）可以获得协会统一授予的相应技术等级证书及徽章等。 

    （二）根据所获等级的不同，享有相应的协会会员权利。 

    （三）CTN6级以上者，具有申请技术等级评定员资格。经审

核获得“中国网球协会运动技术等级评定员资格证”后，具有在

技术等级工作中担任评定小组成员资格，在网球学校、网球馆和

俱乐部等授权评定的机构中担任技术等级评定员的资格。 

 

第十四章 证书与徽章 

    第三十四条 技术等级证书、徽章登录会员网进行申请授予。

证书与徽章由协会统一设计、监制及发放。 

    第三十五条  评定员资格证、评定单位资格证登录会员网进

行申请授予。 

    第三十六条  技术等级证书、评定员资格证、评定单位资格

证证书均分为纸质证书与电子证书，两种证书形式具有同等资质

证明效力。 

第三十七条  会员网证书申请流程 

（一）在会员网上提交证书申请，选择证书的类型和形式，

并提交《中国网球协会技术等级证书申请表》、《中国网球协会运

动技术等级评定员证书申请表》或《中国网球协会运动技术等级

评定单位证书申请表》和有效身份证件（电子照片或扫描件）； 



（二）由中国网球协会或授权机构进行审核； 

（三）协会或授权机构在收到证书申请材料后，根据申请时

限进行资质审核，并提交审核结果到会员网； 

（四）审核通过后，协会为申请的个人或单位制作和颁发相

应证书（纸质版或电子版）；对未通过审核的反馈意见或提示建

议； 

（五）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审核机构做出审核意见，

一个月内通过会员网提出复议申请，审核机构将在 7 个工作日内

做出相应回复。 

 

第十五章 其 他 

第三十八条 中国网球协会网球运动技术等级官网（会员网：

www.imcta.cn）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四年。 

第四十条  本细则解释权属中国网球协会。 

 

附件 1、国际网联与中国网球运动技术等级临场测定法 

附件 2、中国网球协会技术等级对照表 

附件 3、参赛等级申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