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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预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6月22日至30日在天津武清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三、参加单位

(一)2018年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注

册的优秀运动队。

(二)凡未获得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团体赛前十六名的运

动队均需参加预赛。

(三)获得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团体赛前八名的单位可增

报一支队伍参加全国锦标赛预赛,如若晋级决赛,该团体中的运

动员不得变更参赛团体。

(四)获得2017年全运会群众组男、女团体前两名的队伍可

组队 (需原参赛人员)参加预赛。

四、参加办法

(一)每个参加预赛的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

1名,男、女运动员各5名,队医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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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参赛的每一个团体至少应有直拍打法的男、女运

动员各1名 (男运动员削球可代替直拍快攻打法)。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分为预选赛和正赛两个阶段。具有全运会参赛资

格的参赛队伍 (不含全运会团体赛前八名的增报队伍)可直接参

加正赛,其余队伍均需参加预选赛。

(二)通过预选赛进入正赛和直接进入正赛的队伍总数为

24支。

(三)男、女团体比赛均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

(四)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五)比赛用球为红双喜白色三星塑料球。

(六)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七)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均

需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获得男、女团体前八名的运动队可参加2018年全国乒乓球

锦标赛决赛。

七、报名与报到

(一 ) 报 名: 请 各 单 位 在 中 国 乒 协 官 方 网 站

(tabletennis.sport.org.cn)下载 《2018年全国锦标赛 (预赛)

补充通知》和 《全国乒乓球比赛报名表》,并按照补充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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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报名

(二)团体抽签结果公布后,将不允许更改团体运动员名单。

(三)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

(一)中国乒协将选派裁判长1名,副裁判长4名,裁判长

助理1名,骨干裁判员8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所有费用由大

会负担。

(二)北京、河北、辽宁、山东、内蒙古可选派1名国家级

以上裁判员,参加大会裁判工作,所有费用由大会负担。

(三)2018年在中国乒协进行裁判员注册的单位可选派1名

裁判员 (至少是国家级裁判员),食宿和酬金由承办单位提供,

其它费用由派出单位负担。

(四)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商所在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乒乓球协会选派,选派裁判员级别原则上应为一级以上。

(五)裁判员报到时,必须遵守差旅费报销的相关规定,并

随身携带裁判等级证章、证书和中国乒协统一制作的裁判服,不

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者,不予接待,费用自理。

九、国家队教练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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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决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9月7日至16日在辽宁鞍山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

子双打、混合双打

三、参加单位

获得2018年全国锦标赛预赛前八名的运动队与2017年第十

三届全运会团体前十六名的运动队具有决赛参赛资格。

四、参加办法

(一)获得2017年和2018年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团体和单

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不占名额参加本次比赛。

(二)每个获得参加2018年全国锦标赛决赛资格的队伍可报

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1名,男、女运动员各5名。

(三)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未参加预赛的运动

员均需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四)报名参赛的每一个团体至少应有直拍打法的男、女运

动员各1名 (男运动员削球可代替直拍快攻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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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可参加单打和双打比赛。

(六)在竞赛规程规定报名人数内,国家队运动员自行配对

参加双打项目比赛,其他参赛运动员由各参赛单位自行配对或与

其他单位运动员配对参加双打项目比赛。

(七)所有涉及跨单位配对的单位都要在报名表中填写跨单

位配对运动员的姓名和单位,否则跨单位配对将不被确认。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采用斯韦思林杯比赛方式。

(二)团体比赛第一阶段分组进行循环赛,根据2017年第十

三届全运会团体赛成绩和全国锦标赛预赛成绩确定抽签种子。

(三)团体比赛第二阶段进行淘汰赛,同组的第1、2名抽在

不同的二分之一区。

(四)单打比赛采用淘汰赛方法,每场比赛7局4胜制,每

局比赛11分制。

(五)双打比赛采用淘汰赛方法,半决赛、决赛采用7局4

胜制,其余轮次比赛采用5局3胜制,每局比赛11分制。

(六)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七)比赛用球为红双喜白色三星塑料球。

(八)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录取前8名,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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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项目获得前3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

七、报名与报到

(一 ) 报 名: 请 各 单 位 在 中 国 乒 协 官 方 网 站

(tabletennis.sport.org.cn)下载 《2018年全国锦标赛 (决赛)

补充通知》和 《全国乒乓球比赛报名表》,并按照补充通知要求

进行报名

(二)团体抽签结果公布后,将不允许更改团体运动员名单。

(三)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

(一)中国乒协将选派裁判长1名,副裁判长4名,裁判长

助理1名,骨干裁判员10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所有费用由

大会负担。

(二)北京、河北、黑龙江、吉林、天津可选派1名国家级

以上裁判员,参加大会裁判工作,所有费用由大会负担。

(三)2018年在中国乒协进行裁判员注册的单位可选派1名

裁判员 (至少是国家级裁判员),食宿和酬金由承办单位提供,

其它费用由派出单位负担。

(四)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商所在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乒乓球协会选派,选派裁判员级别原则上应为一级以上。

(五)裁判员报到时,必须遵守差旅费报销的相关规定,并

随身携带裁判等级证章、证书和中国乒协统一制作的裁判服,不

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者,不予接待,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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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家队教练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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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10月24日至30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三、参赛单位

2018年在中国乒协注册并具有参加全运会参赛资格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业体协的单位。

四、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1名,男、

女运动员各5名。

(二)获得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5组)前八名的运

动员,可不占原单位名额报名参加比赛。

(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2000年1月1日至2007年

12月31日期间出生的。组委会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对所有参

赛运动员进行骨龄检测,骨龄检测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

组比赛。

(四)具有参赛资格的单位,可报名参加此次比赛的团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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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所有报名的选手均可参加单打比赛。

(五)本次比赛将进行文化课考试,考试不合格者,将不能

参加本次比赛。

(六)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均

需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七)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

的办法,以2017年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名次为依据确定

抽签种子。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并增加附加赛的比赛办法排出所

有名次。

(二)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比赛办法。

(三)每场女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直拍或颗粒胶 (进

攻型)打法的运动员出场比赛;每场男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

名运动员为直拍或削球或颗粒胶 (进攻型)打法出场比赛。

(四)男、女单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

循环赛的办法,每场比赛为5局3胜制。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并

增加附加赛的办法排出1至32名所有名次,淘汰赛采用7局4

胜制,附加赛采用5局3胜制。

(五)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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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赛用球为双鱼白色三星塑料球。

(七)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

(二)获得男、女单打前四名的适龄运动员将直接入选国家

二队;获得男、女单打比赛前十二名的运动员将有资格参加

2018年度国家二队组织的全国优秀青少年集训。

七、报名与报到

(一)实行网上报名,请各单位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下载

《2018年全国青年锦标赛补充通知》和 《全国乒乓球比赛报名

表》,并按照补充通知要求进行报名。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参照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和资格审查员

(一)中国乒协将选派裁判长1名,副裁判长4名,裁判长

助理1名,骨干裁判员5名,骨龄检测人员2名,信息采集人员

2名,所有费用由大会负担。

(二)重庆、陕西、云南、贵州、湖北可选派1名国家级以

上的裁判员参加大会工作,所有费用由大会负担。

(三)2018年在中国乒协进行裁判员注册的单位可选派1名

裁判员 (至少是一级裁判员),食宿和酬金由承办单位提供,其

它费用由派出单位负担。

(四)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商所在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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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乒乓球协会选派,选派裁判员级别应为一级以上。

(五)裁判员报到时,必须遵守差旅费报销的相关规定,随

身携带裁判员等级证章、证书和中国乒协统一制作的裁判服,不

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者,大会不予接待,费用自理。

九、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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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5组) 暨

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6月4日至10日在江西九江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三、参赛单位

(一)2018年在中国乒协注册并具有参加全运会参赛资格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业体协的单位。

(二)全国中学生体协可组织男、女各1个队报名参加比赛。

四、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1名,男、

女运动员各5名。

(二)获得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4组)前八名的运

动员,可不占原单位名额参加比赛。如果没有参赛单位,可直接

报名参加单打比赛。

(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2003年1月1日至2007年

12月31日期间出生的。组委会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对所有参

赛运动员进行骨龄检测,骨龄检测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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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赛。

(四)具有参赛资格的单位,可报名参加此次比赛的团体比

赛,所有报名的选手均可参加单打比赛。

(五)本次比赛将进行文化课测试,测试不合格者,将不能

参加比赛。

(六)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七)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以2017年全国乒乓球锦标

赛 (U15组)团体名次为依据确定抽签种子。第一阶段采用分

组循环赛的办法。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并增加附加赛的比赛办法

排出所有名次。

(二)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比赛办法。

(三)每场女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直拍或颗粒胶 (进

攻型)打法的运动员出场比赛;每场男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

名运动员为直拍或削球或颗粒胶 (进攻型)打法出场比赛。

(四)男、女单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

循环赛的办法,每场比赛为5局3胜制;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并

增加附加赛的办法排出1至32名所有名次,淘汰赛采用7局4

胜制,附加赛采用5局3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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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六)比赛用球为红双喜白色三星塑料球。

(七)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

(二)获得单打比赛前八名的运动员可不占原单位名额参加

2018年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

(二)获得男、女单打前两名的适龄运动员可直接入选国家

二队;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将有资格参加2018年度国家二队组

织的全国优秀青少年集训。

七、报名与报到

(一)实行网上报名,请各单位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下载

《2018年全国少年锦标赛补充通知》和 《报名表》,并按照补充

通知要求进行报名。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参照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和资格审查人员

(一)中国乒协将选派裁判长1名,副裁判长4名,裁判长

助理1名,骨干裁判员5名,骨龄检测人员2名,信息采集人员

2名,所有费用由大会承担。

(二)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可选派1名国家级以

上的裁判员参加大会工作,所有费用由大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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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年在中国乒协进行裁判员注册的单位可选派1名

裁判员 (至少是一级裁判员),食宿和酬金由承办单位提供,其

它费用由派出单位负担。

(四)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商所在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乒乓球协会选派,选派裁判员级别原则上应为一级以上。

(五)裁判员报到时,需遵守相关差旅报销规定,并随身携

带裁判员等级证章、证书和中国乒协统一制作的裁判服,不符合

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者,大会不予接待,费用自理。

九、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51—



2018年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4组) 暨

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5月17日至23日在江苏无锡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三、参赛单位

(一)2018年在中国乒协注册并具有参加全运会参赛资格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业体协的单位。

(二)全国中学生体协可组织男、女各1个队报名参加比赛。

四、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1名,男、

女运动员各5名。

(二)获得2018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 (南、北方赛区)前

8名的运动员,可不占原单位名额参加比赛。如果没有参赛单

位,可直接报名参加单打比赛。

(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

12月31日期间出生的。组委会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对所有参

赛运动员进行骨龄检测,骨龄检测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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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赛。

(四)具有参赛资格的单位,可报名参加此次比赛的团体比

赛,所有报名的选手均可参加单打比赛。

(五)本次比赛将进行文化课测试,测试不合格者,将不能

参加比赛。

(六)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七)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

的办法,以2017年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名次为依据确定

抽签种子。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并增加附加赛的比赛办法排出所

有名次。

(二)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比赛办法。

(三)每场女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直拍或颗粒胶 (进

攻型)打法的运动员出场比赛;每场男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

名运动员为直拍或削球或颗粒胶 (进攻型)打法出场比赛。

(四)男、女单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

循环赛的办法,每场比赛为5局3胜制。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并

增加附加赛的办法排出1至32名所有名次,淘汰赛采用7局4

胜制,附加赛采用5局3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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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六)比赛用球为双鱼白色三星塑料球。

(七)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录取前8名给予奖励。

(二)获得单打比赛前8名的运动员可不占原单位名额参加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5组)。

(二)获得前12名的运动员将有资格参加2018年度全国少

年训练营。

七、报名与报到

(一)实行网上报名,请各单位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下载

《2018年全国少年锦标赛 (U14组)补充通知》和 《报名表》,

并按照补充通知要求进行报名。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参照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和资格审查人员

(一)中国乒协将选派裁判长1名,副裁判长4名,裁判长

助理1名,骨干裁判员5名,骨龄检测人员2名,信息采集人员

2名,所有费用由大会承担。

(二)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山东可选派1名国家级以

上的裁判员参加大会工作,所有费用由大会负担。

(三)2018年在中国乒协进行裁判员注册的单位可选派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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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 (至少是一级裁判员),食宿和酬金由承办单位提供,其

它费用由派出单位负担。

(四)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商所在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乒乓球协会选派,选派裁判员级别原则上应为一级以上。

(五)裁判员报到时,需遵守相关差旅报销规定,并随身携

带裁判员等级证章、证书和中国乒协统一制作的裁判服,不符合

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者,大会不予接待,费用自理。

九、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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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3组) 暨

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 (南方赛区)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4月21日至4月26日,在上海曹燕华乒乓球学校

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三、参加单位

(一)2018年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注

册的南方地区单位。其中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西藏、武汉、成都、绵阳、厦门、汕头、大乒协、上

培中心、上海曹燕华乒乓球学校、中国乒协通州乒乓球学校。

(二)获得2017年全国少儿杯赛总决赛 (11岁组)男、女

单打前八名的选手可不占原单位名额报名参加比赛。

四、参加办法

(一)各参加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1名,男、

女运动员各4名。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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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出生的。组委会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对所有参赛运动

员进行骨龄检测,

(三)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四)本次比赛将进行文化课测试,测试未能达到最低合格

线者,将不能参加比赛。

(五)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和单打比赛第一阶段均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均采用淘汰赛并增加附加赛的方法。

(二)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

(三)团体赛中的每场比赛采用5局3胜制,单打比赛第一

阶段采用5局3胜制,第二阶段淘汰赛采用7局4胜制,附加赛

采用5局3胜制。

(四)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五)每场女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直拍或颗粒胶 (进

攻型)打法的运动员出场比赛;每场男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

名运动员为直拍或削球或颗粒胶 (进攻型)打法出场比赛。

(六)参赛运动员在团体和单打比赛中,其打法必须保持一

致。运动员的打法以报名为准,不得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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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体能测试,测试内容为3000米

计时跑和3.5米侧滑步 (30秒踩线)。其中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

80%,两项体能测试各占总成绩的10%。

(八)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九)比赛用球为双鱼白色三星塑料球。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团体赛录取前八名,单打比赛录取前八名给予

奖励。

(二)获得男、女单打前八名的运动员将直接获得参加本年

度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4组)的参赛资格。

(三)获得男、女单打前八名的适龄运动员将获得参加当年

度全国少年乒乓球训练营的资格。

七、报名与报到

(一)实行网上报名,请各单位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下载

《2018年全国乒乓球少年比赛 (南方赛区)补充通知》和 《全国

乒乓球比赛报名表》,并按照补充通知要求进行报名。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与资格审查人员

中国乒协将选派1名裁判长、3名副裁判长以及骨龄检测人

员2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上述人员的一切费用由赛区负责。

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选派,参加裁判工作原则上应是一级以

上的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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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将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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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3组) 暨

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 (北方赛区)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4月21日至4月26日,在山东博兴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三、参加单位

(一)2018年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注

册的北方地区单位。其中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青海、甘肃、宁

夏、新疆、解放军、青岛、郑州、保定、濮阳、淄博、正定、煤

矿体协、山东鲁能、河北六通。

(二)获得2017年全国少儿杯赛总决赛 (11岁组)男、女

单打前8名的选手可不占原单位名额报名参加比赛。

四、参加办法

(一)各参加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1名,男、

女运动员各4名。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

日期间出生的。组委会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对所有参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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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骨龄检测,骨龄检测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组

比赛。

(三)本次比赛将进行文化课测试,测试未能达到最低合格

线者,将不能参加比赛。

(四)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五)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和单打比赛第一阶段均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均采用淘汰赛并增加附加赛的方法。

(二)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

(三)团体赛中的每场比赛采用5局3胜制,单打比赛第一

阶段采用5局3胜制,第二阶段淘汰赛采用7局4胜制,附加赛

采用5局3胜制。

(四)每场女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直拍或颗粒胶 (进

攻型)打法的运动员出场比赛;每场男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

名运动员为直拍或削球或颗粒胶 (进攻型)打法出场比赛。

(五)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六)参赛运动员在团体和单打比赛中,其打法必须保持一

致。运动员的打法以报名为准,不得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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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体能测试,测试内容为3000米

计时跑和3.5米侧滑步 (30秒踩线)。其中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

80%,两项体能测试各占总成绩的10%。

(八)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九)比赛用球为双鱼白色三星塑料球。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团体赛录取前八名,单打比赛录取前八名给予

奖励。

(二)获得男、女单打前八名的运动员将直接获得参加本年

度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U14组)的参赛资格。

(三)获得男、女单打前八名的适龄运动员将获得参加当年

度全国少年乒乓球训练营的资格。

七、报名与报到

(一)实行网上报名,请各单位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下载

《2018年全国乒乓球少年比赛 (北方赛区)补充通知》和 《全国

乒乓球比赛报名表》,并按照补充通知要求进行报名。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与资格审查人员

中国乒协将选派1名裁判长、3名副裁判长以及骨龄检测人

员2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上述人员的一切费用由赛区负责。

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选派,参加裁判工作原则上应是一级以

上的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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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将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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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后备人才基地预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3月12日至18日在河北正定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三、参加单位

(一)2018年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注

册的全国后备人才基地的单位

(二)各级各类体校、学校、俱乐部等可组队自费参赛。

四、参加办法

(一)各参加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1名,男、

女运动员各4名。

后备人才基地参赛运动员需在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进行了

2018年全国后备人才基地运动员注册。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

日期间出生的。组委会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进行骨龄检测,

骨龄检测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组比赛。

(三)本次比赛将进行文化课测试,测试未能达到最低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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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者,将不能参加比赛。

(四)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五)参加本赛事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竞

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比赛采用分组循环赛的方法,决出前二十四名,

单打比赛第一阶段均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的方法决出前六十

四名。

(二)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

(三)团体赛中的每场比赛采用5局3胜制,单打比赛第一

阶段采用5局3胜制,第二阶段采用7局4胜制。

(四)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五)每场女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直拍运动员出场比

赛;每场男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运动员为直拍或削球打法

出场比赛。

(六)参赛运动员在团体和单打比赛中,其打法必须保持

一致。

(七)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八)比赛用球为红双喜白色三星塑料球。

六、录取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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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团体赛录取前二十四名,男、女单打比赛录取前六十

四名,进入总决赛。

七、报名与报到

(一)实行网络在线报名,请各后备人才基地单位根据补充

通知在全国乒乓球后备人才基地注册管理系统进行网络报名,网

址:http://rtbms.ctta.cn/。其他单位填写报名表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与资格审查人员

中国乒协将选派1名裁判长、3名副裁判长、1名裁判长助

理,以及骨龄检测人员2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上述人员的一

切费用由赛区负责。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选派,参加裁判工

作原则上应是一级以上的裁判员。

九、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将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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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后备人才基地决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5月7日至13日在江苏南通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三、参加单位与运动员

获得2018年全国后备人才基地预赛男、女团体前二十四名

的单位,男女单打前六十四名的运动员。

四、参加办法

(一)团体进入决赛的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各

1名,男、女运动员各4名。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

日期间出生的。组委会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进行骨龄检测,

骨龄检测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组比赛。

(三)本次比赛将进行文化课测试,测试未能达到最低合格

线者,将不能参加比赛。

(四)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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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和单打比赛第一阶段均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均采用淘汰赛并增加附加赛的方法。

(二)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

(三)团体赛中的每场比赛采用5局3胜制,单打比赛第一

阶段采用5局3胜制,第二阶段淘汰赛采用7局4胜制,附加赛

采用5局3胜制。

(四)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

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五)每场女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直拍运动员出场比

赛;每场男子团体比赛中,必须有一名运动员为直拍或削球打法

出场比赛。

(六)参赛运动员的打法需和报名保持一致。

(七)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八)比赛用球为红双喜白色三星塑料球。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团体赛录取前八名,单打比赛录取前八名给予

奖励。

(二)获得男、女单打前八名的运动员可不占名额参加2019

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 (南、北方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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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得男、女单打前十六名的运动员可参加本年度全国

乒乓球后备人才基地夏令营。

七、报名与报到

(一)实行网络在线报名,请各单位根据补充通知在全国乒

乓球后备人才基地注册管理系统进行网络报名,网址:http://

rtbms.ctta.cn/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与资格审查人员

中国乒协将选派1名裁判长、3名副裁判长/1名裁判长助

理,以及骨龄检测人员2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上述人员的一

切费用由赛区负责。裁判员不足数由承办单位选派,参加裁判工

作原则上应是一级以上的裁判员。

九、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将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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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少儿乒乓球杯赛总决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10月13日至17日,在江苏徐州举行。

二、竞赛组别

10岁组 (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出生)和11

岁组 (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出生)

三、竞赛项目

10岁组进行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比赛。

11岁组进行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

四、参加单位

“新星杯”、 “向阳杯”、 “开拓杯”、 “奥星杯”、 “创新杯”、

“娃娃杯”“四环杯”、“幼苗杯”执委会。

五、参加办法

(一)以各杯赛执委会名义组队报名参赛,各参赛队均向所

属杯赛执委会报名,不得直接向总决赛组委会报名。

(二)各杯赛执委会可报团长1人 (由各杯赛执委会主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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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担任),秘书长1人 (由各杯赛执委会秘书长或副秘书长

担任),教练最多6人。

(三)各杯赛执委会可报男、女各2个团体,每个团体可报

5名运动员,所有报名的选手均可参加单打比赛。

(四)各参赛队可在规定报名名额内配对参加双打和混双比

赛,双打和混双配对只能是同一团体进行配对。

(五)运动员代表不同单位参加不同的杯赛都取得参加总决

赛资格时,由运动员自行选择参加总决赛所代表的单位。

(六)必须参加过当年度各杯赛相应组别的运动员才有资格

报名参加总决赛。

(七)总决赛组委会将对报名参赛运动员检查第二代身份证,

并进行骨龄检测,骨龄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组比赛。

(八)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九)参加本次赛事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六、竞赛办法

(一)团体赛采用斯韦思林杯 (5场单打)的比赛方式,团

体赛中的每场比赛均为5局3胜制,团体赛种子将依据2017年

少儿杯赛总决赛的团体名次确定。

(二)在每场男子团体和每场女子团体比赛中,都必须有一

名直拍打法的运动员出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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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打比赛采用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增加附加赛的比赛

方式,均采用5局3胜制。

(四)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采用淘汰赛的比赛方式,比

赛均为5局3胜制。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打法需与报名保持一致。

(六)比赛执行中国乒协最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七)比赛使用红双喜三星白色塑料球。

(八)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九)本次比赛将进行文化课测试,测试未能达到最低合格

线者,将不能参加比赛。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团体赛录取前三名,男、女单打比赛录取前八

名,男、女双打和混双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

(二)获得11岁组男、女单打前八名的选手可报名参加

201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南方赛区或北方赛区的比赛,不占

原单位名额。

(三)获得男、女单打11岁组前四名的选手可参加当年度举

行的全国全国少年乒乓球训练营。

八、报名和报到

(一)实行网上报名,请各单位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下载

《2018年全国少儿杯赛总决赛补充通知》和 《全国少儿杯赛总决

赛报名表》,先报至个杯赛执委会,再由各杯赛执委会按照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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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进行报名。

(二)运动员按水平高低依次写明单位、姓名、性别、身份

证号、握拍、打法等。

(三)报名后原则上不予更改,如需要更改请与所属代表团

联系,再由代表团与总决赛执委会商榷。各参赛队的越级更改报

名,总决赛组委会不予受理。

(四)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五)比赛所需经费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九、裁判员和资格审查人员

中国乒协将选派裁判长1名,副裁判长3名,裁判长助理1

名以及骨龄检测人员2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上述人员的一切

费用由赛区负担。裁判员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选派。原则上应选

派一级以上的裁判员参加裁判工作。

十、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十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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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青少年巡回赛分站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7月22日-26日山东济宁

7月28日-8月1日辽宁葫芦岛

8月19日-23日内蒙古鄂尔多斯

8月26日-30日甘肃白银

二、竞赛组别

(一)分站赛

U12岁组 (2006年1月1日后出生)

U14岁组 (2004年1月1日后出生)

其他组别由承办单位根据情况设置。

三、竞赛项目

男、女单打

四、参加办法

(一)在中国乒协注册的各参赛单位。

(二)各级各类体校、学校、俱乐部、训练基地。

(三)如无单位,可以个人名义参赛。

(四)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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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五)本次比赛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对所有参赛运动员进

行骨龄检测,骨龄检测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组比赛。

(六)参加本次赛事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一)单打比赛采用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的比赛方式,均采

用5局3胜制。

(二)比赛执行中国乒协最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三)比赛使用红双喜三星白色塑料球。

(四)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六、录取名次

获得U12组和U14组男、女单打比赛前16名的选手可获得

参加总决赛资格。

七、报名和报到

(一)实行网上报名,请参赛人员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

(tabletennis.sport.org.cn)下载报名表,并按照补充通知要求

进行报名。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三)比赛所需经费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和资格审查人员

中国乒协将选派裁判长1名,副裁判长3名,裁判长助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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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骨龄检测人员2名。上述人员的一切费

用由赛区负担。裁判员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选派。

九、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十、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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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全国青少年巡回赛总决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8年11月9日至13日在河北迁安举行。

二、竞赛组别

U12岁组 (2006年1月1日后出生)

U14岁组 (2004年1月1日后出生)

三、竞赛项目

男、女单打

四、参加办法

(一)获得分站赛U12组和U14组男、女单打前16名的运

动员。

(二)本次比赛将进行运动员信息采集,所有参赛运动员需

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赛。

(三)本次比赛将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并对所有参赛运动员进

行骨龄检测,骨龄检测不合格者,将安排参加超骨龄组比赛。

(四)参加本次赛事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本次

竞赛,并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五、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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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打比赛采用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的比赛方式,均采

用5局3胜制。

(二)比赛执行中国乒协最新审定的 《乒乓球竞赛规则》

(三)比赛使用红双喜白色三星塑料球。

(四)本次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获得U12组和U14组男、女单打比赛前8名的选手给

予奖励。

(二)获得U14组前8名的选手可不占名额参加下一年度全

国少年锦标赛 (U15组)和当年度的全国少年乒乓球训练营。

(三)获得U12组前8名的选手可不占名额参加下一年度全

国少年比赛 (南、北方赛区)。

七、报名和报到

(一)实行网上报名,请参赛人员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

(tabletennis.sport.org.cn)下载报名表,并按照补充通知要求

进行报名。

(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发补充通知。

(三)比赛所需经费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八、裁判员和资格审查人员

中国乒协将选派裁判长1名,副裁判长3名,裁判长助理1

名,信息采集人员2名,骨龄检测人员2名。上述人员的一切费

用由赛区负担。裁判员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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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十、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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