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篮协赛事认证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积

分管理办法及大数据系统管理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体育法》、《体育强国健身纲要》、《体育赛

事活动管理办法》以及国际篮联、中国篮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篮协）

有关行业规范，建立中国特色篮球竞赛管理体系，促进现代篮球运动

数据化进程和综合管理、智能管理、动态管理及我国篮球事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特制订本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

第二条 坚持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原则，建立中国篮球注

册认证赛事体系，统揽中国职业和业余篮球管理系统，优化赛事服务，

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服务和规范，完善行业管理模式、赛事指导和服

务制度。

第三条 充分发挥网络与大数据系统的作用，加快实现各行业、

各有关部门和各层级数据信息共建共享和统一应用，建立裁判员、教

练员和运动员（以下简称“三员”）积分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篮球信

息化与数据化管理水平，形成科学量化的培养、考核、选拔、评估体

系，为未来篮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培养、考评、晋级和新等

级制度奠定基础。



第二章 赛事登记、注册和认证

第四条 各篮球赛事组织单位可依据有关注册认证办法，本着自

愿、自动、自主原则向属地篮协或其上级有认证资质的主管单位提出

赛事登记、注册和认证申请。

第五条 符合篮球赛事认证资质的单位有：中国篮球协会；省级

体育局篮球管理部门及省级篮球协会（含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会员

单位，包括认证行业体协，以下合并简称“省级篮协”）等。

第六条 中国篮协及各级有认证资质的主管单位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国篮球协会竞赛管理办法暨实施细则》，《中国

篮球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暨实施细则》以及本办法，通过大数据平台，

对各相关单位申报的赛事开展登记、评估和认证工作。

具体标准和办法见附件 1-1:《中国篮协赛事认证实施方案》。

第七条 申请进入认证赛事体系的比赛必须通过中国篮协大数据

系统进行赛事登记、注册和备案，符合认证条件方可纳入体系。国内

所有篮球赛事，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赛事级别可按十级进行分级。

具体分类和标准见附件 1-2：《中国篮协赛事分级示意图》。

第八条 中国篮协成立的赛事认证评估组，根据篮球赛事的组织

能力、整体水平、人数规模、层次规格、服务保障、社会影响力等因

素，拟定相关行业标准，统筹进行赛事分级分类认证工作。包括基础

等级、升级项和降级项等，所有申报的赛事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级



和升降级，进行信息化、智能化的大数据分析和管理，采取动态化

管理，为“三员”积分体系服务。

第九条 赛事注册认证工作将依据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按规

定的流程进行。

第十条 经中国篮协大数据系统注册和认证的赛事，中国篮协将

录入赛事名录，发放“赛事等级认证标识”许可证（在认证有效期

内的赛事方可使用）。

第三章 裁判员积分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裁判员的积分是通过执裁认证赛事体系的赛事来获

取的。具体标准和办法见附件 1-3：《中国篮协裁判员积分实施方案》。

第十二条 积分是对裁判员培养、考核、晋级和选拔体系的重要

数据指标和依据。只有在指定年限内（一般指三年内）具备了一定的

累计积分并符合其他考核要求，才能获取申报更高级别裁判的资格或

者被选拔的资格。

第十三条 裁判员的积分管理由中国篮协、省级篮协等共同完成。

其中，中国篮协负责国家级裁判员的积分累计监管、晋升分数线设定，

省级篮协负责一级及以下的裁判员的积分累计监管、晋升分数线设定。

第十四条 裁判员的积分由两个部分组成：裁判个人积分；注册

单位积分。

个人积分：



单个赛事积分=执裁每场比赛的基础分累计分+该比赛的表现分

（比赛的表现分：根据赛事级别评定）

一年赛事积分=当年所有单个赛事积分总和

三年赛事积分=最近三年赛事积分分别乘以比赛系数之后，再进

行累加。

比赛系数：以年计算，年数越长，系数越小（原则积分系数：向

后 12个月系数为 100%,12 个月至 24 个月为 50%，24 至 36 个月 25%，

超过 36 个月为 0）。

注册单位积分：

任何地方协会或行业体协内注册的裁判员积分为该地方协会或

行业体协的协会积分。

中国篮协每年将对省级协会裁判员积分进行排名并配套相应的

奖励措施，具体奖励措施另行规定。省级协会可依次对下级单位裁判

员积分进行排名并实施奖励措施。

第十五条 高级别的裁判员除了执裁对应级别赛事之外，还要有

低级别赛事的执裁经历和积分，并且一年内执裁不同等级的低级别比

赛要有一定的比例。

第十六条 不同级别裁判员执裁同一等级比赛，单场基础分相同。

第十七条 裁判员累计积分只在本裁判级别内进行比较，不与其

他级别裁判的累计分进行比较。



第四章 教练员积分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教练员的积分是通过执教认证赛事体系的赛事来获

取的。具体标准和办法见附件 1-4：《中国篮协教练员积分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积分是对教练员跟踪、考核、培养和选拔体系的重要

数据指标和依据，只有在指定年限内（一般指三年）具备了一定的累

计积分并符合其他考核要求，才能获取申报更高级别教练的资格或者

被选拔的资格。

第二十条 教练员积分获取方式如下

执教青少年赛事，业余赛事：以单场基础分累加计算

执教专业赛事：以单场基础分+比赛胜负对应积分累加计算

执教职业赛事：以单场基础分+比赛胜负对应积分+比赛名次对应

积分

一年总积分=执教所有赛事的积分累加

三年内积分=最近三年赛事积分分别乘以比赛系数之后，再将三

年积分进行累加

比赛系数；以年计算，年数越长，系数越小，教练员的积分衰减

周期应长于裁判员，预计 10年衰减为 0%。

另外，通过大数据系统，教练员可申请成为某名球员的教练，经

球员端同意后，双方即建立师徒关系，该关系不可取消，一名教练员

每年最多计算不超过 20名队员，一名球员在同一时间最多计算不超



过 3名教练。球员的积分将永久性的按照一定的衰减系数分配给其所

有教练（衰减系数示意图见附件）

第二十一条 不同级别教练员的执教同一等级的比赛，所获得的

单场基础分是相同的。

第二十二条 高级别的教练员除了执教对应级别赛事之外，还要

有低级别赛事的执教经历和积分，并且一年内执教不同等级的低级别

比赛要有一定的比例。

第五章 运动员积分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 运动员的积分是通过参加认证赛事体系的赛事来获

取的。具体标准和办法见附件 1-5：《中国篮协运动员积分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积分构成

1. 个人积分

2. 球队积分

3. 组织机构积分

（可以是省、市、区篮协，也可以是学校，培训机构等）

其中，个人积分是基础。球队积分根据不同项目有不同划分，组

织机构可以限制一定人数（如一个省份该组别积分最高的 100 人积分

之和）。

第二十五条 个人积分

1. 个人积分



个人积分是基础，统计球员在过去 12 个月内的 9 次个人最好成

绩的积分之和。个人积分主要受赛事等级和最终排名的影响，若赛事

有完整的技术统计系统，将根据技术统计数据对球员积分进行小幅度

的修正（不超过 10%）。

2. 统计时间

若无系统维护，积分排名将在每天的北京时间 12 点整被计算并

公布。

3. 赛事等级、升降级及个人积分获取公式见附件。

第二十六条 队伍积分

球队积分根据不同项目有不同划分，比如成人五人篮球统计球队

积分最高的 5（10）人积分之和、小篮球统计球队所有队员积分之和，

三人篮球可为成绩最高的 3（4）人积分之和。

第二十七条 组织机构积分

组织机构积分是该组织内积分最高的若干运动员（数量待定）积

分之和，该积分主要影响一个组织是否有资格参加某些活动，或者获

得何种奖励政策，具体政策另行规定。

第二十八条 国际比赛和 CBA，WCBA 的荣誉体系。

世界比赛、洲际比赛和顶级职业联赛因为比赛本身具有很大的稀

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积分体系中拟将此类比赛和积分单独列出来，放

在荣誉体系内。运动员在荣誉体系中将不获得积分而是获得相应荣誉

标志，裁判员和教练员可从荣誉级比赛中获取相应积分。

第二十九条 积分分级体系主要作用规范赛事体系，带动社会资



源，让和篮协及大数据平台合作的单位获得行业规范优势，吸引球员

参赛、裁判执裁。球员可通过持续的参赛获得积分，进而产生成就感

和获得感。

第三十条 积分是对运动员登记、培养和选拔体系的重要数据指

标和依据，只有在指定年限内（一般指一年，不超过三年）具备了一

定的累计积分并符合其他考核要求，才能获取被选拔晋级的资格。

第三十一条 职业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等级制度依照国家体育

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行。

第六章 网络平台及大数据系统管理

第三十二条 登记认证赛事体系中的赛事认证和“三员”积分管

理办法的具体要求，均需要通过中国篮协大数据系统进行操作。

第三十三条 中国篮协负责网络平台的搭建和维护。中国篮协大

数据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任何第三方机构可以在注册提交资质认

证经上级部门批准后获得使用权。中国篮协网络平台负责所有数据的

汇总、分析和审定，有资质的主办方负责篮球赛事中各种数据的收集

和传输。

第三十四条 中国篮协网络平台及其团队负责审定各种数据以

及赛事公司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第七章 监督和检查



第三十五条 中国篮协及其会员单位将不定期对已认证赛事和

“三员”积分真实有效性进行督查，认证评估工作不收取费用。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协会/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国家体育总局、国

际篮联和中国篮协相关规定的，有权向政府体育管理部门、中国篮协

或地方篮协等组织进行举报。中国篮协将依据《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

则和处罚规定》进行有关调查核实和处理处罚工作。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篮协及其会员单位应根据

情节严重程度对该赛事采取降级，直至取消赛事的认定资格的惩罚：

（一）提供虚假材料的；

（二）赛事期间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三）赛事组织混乱，发生严重冲突的或人员伤亡，造成社会不

良的；

（四）列入“黑名单”和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篮协及其会员单位应取消

“三员”违规相关积分：

（一）虚报参加篮球赛事的；

（二）所报参加的篮球比赛场次和成绩的不实或虚假的；

（三）赛事期间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被公开处罚的。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和修改权利归中国篮协。

附件 1-1 .《中国篮协赛事认证实施方案》



附件 1-2 .《中国篮协认证赛事分级示意图》

附件 1-3 .《中国篮协裁判员积分实施细则》

附件 1-4 .《中国篮协教练员积分实施细则》

附件 1-5 .《中国篮协运动员积分实施细则》



附件 1-1

中国篮协赛事认证实施方案

一、目的与意义

为加强全国篮球竞赛行业规范建设，中国篮协拟对中国境内持续

不断举行的竞技类篮球赛事，开展赛事登记和注册认证工作，加强行

业监管和自律，提供与赛事发展相匹配的优质服务，并为教练员、裁

判员、运动员认证及中国篮协大数据建设提供行业规范服务和技术支

持。

二、认证赛事依据

中国篮协及其会员单位将依照《体育法》和国家体育总局和本协

会章程和规定，对各相关单位申报的赛事开展认证、评估工作。

各项赛事组织单位可依据有关认证办法和原则，自愿、自动、自

主向中国篮协及其会员单位提出申请。

注册认证后，建立中国篮协各类赛事名录。

三、符合认证赛事资质的单位及其相关赛事

国家体育总局和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全国性、综合性篮球赛事；

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全运会青运会篮球赛事、U系列青少

年比赛以及中国篮协主办或指导认证的各类全国或者大区赛等

大、中体协篮协：各类大、中学校篮球比赛



省级教育体育部门：省级运动会篮球赛事

省级篮协，直辖市：省级、直辖市级篮球赛事、商业赛事的省级

赛、青少年篮球赛省级赛

市级及教体部门、篮球协会、单列市篮协：市级运动会篮球赛、

成人篮球赛、商业赛事的市级赛、青少年篮球市级赛，草根赛事等

四、认证评估组

认证评估组将由以下人员组成：中国篮协代表、省体育局代表、

省篮协代表、大中体协代表、俱乐部人员代表、社会赛事体育执行公

司代表、大数据公司代表、裁判员代表及相关体育人士或专家。

评估组常设办公机构为中国篮协竞赛部（联系人：安一媚，

010-87532329）

赛事认证评估工作组工作职责：

A 对各省市预报的赛事认证信息进行分析。

B 对预报赛事认证信息进行评估。

C 根据预报的实际情况对赛事进行等级划分。

D 对信息掌握不全面、对赛事级别划分不明确的赛事，请其重新填

报，如有必要进行实地考察及赛事观摩，给出评估报告，以确定赛事

划分级别。

E “评估工作组”须不定期修改完善“赛事认证办法”并督促大数

据平台的运营。



五、 调研和预报

中国篮协竞赛部、技术部将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后，近期发放调查

问卷、赛事认证调查表至相关单位和人员。根据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修改完善赛事认证有关办法。

2020 年初将启动赛事认证工作，在篮协大数据平台上开启赛事

认证入口，开展赛事认证预报工作，了解登记认证赛事规模及类型，

掌握各赛事基本信息。

中国篮协主办的赛事认证由各职能部门进入大数据平台进行数

据录入。社会主办的赛事由申报单位直接登录大数据平台（篮协官网

路径），进行赛事信息填报。

六、赛事认证积分

根据申报的赛事基本情况，逐步建立赛事积分体系，对所认

证的赛事进行积分管理和设计。

1. 赛事等级（初步示例划分 1，见附件 1-2：赛事分级示意图）

2. 赛事级别（初步示例划分 2，仅供参考）

赛事级别 社会赛事*** 协会赛事*** 省队赛事***

荣誉级 各级国家队，CBA，WCBA

黑色 1 NBL、CBDL、3BL 全运会

红色 2 全国总决赛 U21 青年联赛****及青

运会

棕色 3 大区赛

紫色 4 与中国篮协合作的社

会赛事

省级决赛 U19 青年联赛

或省级综合性运动会

蓝色 5 与地方协会合作

社会赛事

市级赛 U17 及以下青年联赛或

市级综合性运动会



棕绿 6 其他赛事 区县级及以下比赛 U15 青年联赛

绿色 7 其他 U18 或 35+赛事

橙色 8 其他 U15 赛事 小篮球 U12 U13 及以下青年联赛

黄色 9 其他 U13 赛事 小篮球 U10

白色 10 其他 U10 赛事 小篮球 U8

3. 赛事升降级或升降分（初步示例，仅供参考）

升级奖励政策拟定如下：巡回赛、分站赛参赛球队大于一定数额，

或赛事奖金超过一定数额人民币，小篮球 U10、U12 大区级比赛及 U8

省级比赛可以升一级。

教育部门的合作赛事可以考虑参照不同年龄组与协会主办赛事

享有同级待遇。

降级惩罚政策拟定如下：协会主办除小篮球及青年联赛以外，其

他赛事低年龄组（U18 以下）或高年龄组（35+）；女子和男女混合组；

参赛队伍较少的；比赛球员信息（身份证）、比分、数据不完善；存

在上述任一种情况时，比赛降一级(U16 比赛降二级)。

比赛中存在各级篮协黑名单成员，每存在一名降一级（处罚期内，

省市黑名单人员不得参加省市内比赛，中国篮协黑名单不得参加所有

比赛）。

各项降级将会被累计，最多降级为 10级比赛。

4.个人积分获取（示例：3人篮球国际积分表，见附件 1-5）

七、赛事认证等级和分类

认证篮球赛事体系暂分为十级赛事。



其中一级赛事是最高等级赛事，十级赛事为最低等级赛事。

以上赛事包括五人篮球和三人篮球各项赛事。在分级分类的基础

上，根据所申报的赛事各类数据，录入相关资料，进行信息化、智

能化的大数据分析和管理，大数据系统自动认定赛事等级和分值。

八、认证流程

（一）登陆中国篮球协会大数据平台 bigdata.cba.net.cn，点

击 XXX，进行认证注册。或采用通知、邮件回复形式。

（二）填写认证申请表格 ，登记赛事主办方、承办方、赛事日

期、场馆设施等信息进行提交，录入信息中包括上级业务主管单位

的认证确认函，并上传相关照片；

（三）中国篮协评估组在收到申请的30个工作日内对赛事开

展认证评估工作。如有必要，对认证赛事进行考察评估，提交“评

估报告”，经研讨后，确定赛事认证级别和大数据系统评分。

（四）赛事初审符合赛事认证条件的，中国篮协将确认赛事

立项，线上审核通过后，可直接在数据平台查询结果。

九、赛事认证办法的修改

中国篮协将不定期根据实际情况，将依据规定的程序对赛事认证

办法进行完善和修改，或对相关单位申请已认证的赛事级别进行适当

调整，以确保认证级别的真实有效性。



附件 1-2 ：

中国篮协认证赛事分级示意图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专
业
赛
事

小

篮

球

赛

事

职
业
赛
事

职业赛事 以参赛运动员是否为职业运动员为标准和依据，有CBA、

WCBA、全运会、NBL、CBDL、夏季联赛等，分一二级赛事。

专业赛事 有青运会、全运会青
年组、中国篮协U系列（U13-
22）、CUBA、CHBL、CJBL、各
省联赛、公开赛、省／市运会、
商业／行业体协成人赛事全国
赛及三人篮球全国／大区／省
级决赛等，分三四五六级赛事。

小篮球赛事 12
岁及以下比赛，
有中国小篮球
联赛，NYBO、
苗苗杯、粉色
风暴、百队杯、
各省市小篮球
比赛，小学生
联赛等，分七
八九十级赛事。

业余赛事  除
职业、专业、
小篮球赛事外
的所有其他篮
球赛事，分七
八九十级赛事。

十级赛事为注册制赛事，无需审核（可通过技术手段剔除无效数据），这样有利于扩大数

据采集的广度，是建立健全大数据平台的基础，其余级别赛事需要审核。

业
余
赛
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专
业
赛
事

职
业
赛
事

业
余
赛
事

CBA  

WCBA 全运会决赛

NBL

CBDL、CBA夏季联赛

U21

U19

U18

U17

U16

U15

U14

U13

U系列 CUBA

总决赛

八强赛

大区赛

基层赛

附加赛

阳光组

总决赛

阳光组
基层赛
高职组

青运会

全运会青年组

省运会/省联赛(一级) 
CBO全国总决赛

CHBL

CHBL

八强赛

CHBL

分区赛

CHBL

基层赛

CJBL

CJBL

八强赛

CJBL

分区赛

CJBL

选拔赛

省联赛（二级）
商业赛事全国总决赛
各类四级比赛下一级比赛

各青少年锦标赛参考该列

省联赛（三级）
各行业体协全国总决赛
各类五级比赛下一级比赛



中国篮协赛事登记认证分项申报表

第一项 组织者

项目 内容

发起单位

上级主管单位

赛事主办单位

赛事承办、协办单位

赛事自定级别

赛事举办周期频率（X年 X次）

第二项 参赛球员可获得等级

项目 内容

国际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小

篮

球

赛

事

中国小篮球大区赛、NYBO总决赛、苗苗杯全国赛、粉色风暴、俱乐部全国赛

中国小篮球、NYBO省级赛、省小篮球决赛、华蒙星全国赛、七级比赛下一级比赛

中国小篮球、NYBO分站赛、市小篮球、华蒙星基层赛、小学联赛、八级比赛下一级比赛

其他所有小篮球赛事



一级

二级

三级

无等级

第二项 赛事成立年限

项目 内容

1年

2-3 年

4-5 年

6 年以上

第三项 场馆座位

项目 内容

举办赛事所在场馆座位数 3000 以下

3000-5000

5000-8000

8000 以上

第四项 主办单位

项目 内容

体育局

篮协

联合办赛

教育系统

体教联合

行业体协

其他

经费来源（自筹）

经费来源（拨款）

第五项 场馆设施



项目 内容

运动队休息室

裁判休息室

记录台人员休息室（包括技术统计人员）

表演团队休息室（啦啦队等）

竞赛办公室

急救室

兴奋剂检测室

媒体工作室

贵宾室

会议室

文字记者席

摄影摄影记者席

混合采访区

快速采访区

新闻发布室

广告版
LED（ ）

其他（ ）

旗类
国旗（ ）

比赛会徽旗帜（ ）

灯光照明（亮度）

＞2000（ ）

＞1500（ ）

＞1000（ ）

比赛地板是否符合三级比赛标准 是（ ） 否（ ）

比赛场地材质
木质地板

人造材料

第六项 竞赛组织及规范文件

项目 内容



参加运动员人数（不包括管理人员）

秩序册

成绩册

竞赛指南（手册）

赛事组委会

仲裁机构

应急预案

第七项 观赛人数

项目 内容

1000-2000 人

3000-5000 人

6000 人以上

第八项 赛事宣传

项目 内容

赛事标识

赛事推广

门户网站

垂直媒体

微信公号等

户外广告（路牌、楼宇广告等）

推广活动

赛场包装（物料）

本土明星

电视转播（地方电视台）

直播平台

第九项 赞助商及装备配备

项目 内容

赛事冠名赞助商

运动员装备 赞助（ ） 自购（ ）



记录台人员装备 赞助（ ） 自购（ ）

其他赞助

第十项 安保、医疗、志愿者服务

项目 内容

制证

安检设施

安保人员

安保计划（方案）

医护人员与设施

救护车

志愿者

第十一项 公益活动

项目 内容

公益活动

青少年公益活动

第十二项 数字化

项目 内容

报名系统

身份认证

官网（PC+移动）

影像资料：图片、视频直播、回放、精彩

镜头
裁判员/技术台信息录入

赛程赛果

数据统计

排行/对阵图

球队/球员主页

历届奖项荣誉



附件 1-3

中国篮协裁判员积分实施细则

一、积分目的

为充分调动技术官员（裁判员）的积极性，保持持续良好的工作

状态，裁判员可通过积分累计，为等级晋升做储备，并可通过积分累

计，申请晋级、评选和评估选拔。

二、积分公式

裁判员积分公式及说明：

裁判员年度总积分由每场比赛的积分汇总得到，即：

�� =
�=�

�

（�� + �� × ��）� × ��

其中，G 为个人总积分，基础分xi为对应赛事的基础分。

表现分由ni和ui相乘得到，其中：

ni为对应赛事的表现分，例如（仅为示例）：职业赛事为 80-100

分，专业赛事为 60-80 分，青年赛事为 30-60 分，业余赛事为 10-40

分，小篮球为 5-40 分。依据该赛事被评定的标准和分值。

ui �为该裁判的表现分系数，与执裁表现挂钩，即 100 分为执裁表

现分系数 1，90 分为执裁表现分系数 0.9，依次类推，60分及以下视

为不及格，不及格系数为零。

vi为比赛系数：12 个月内的赛事比赛系数为 1，12 到 24 个月内

的赛事比赛系数为 0.5，24 到 36 个月内的赛事比赛系数为 0.25。

注：所有计算结果四舍五入，最低不得低于 1 分。



如比赛没有对执法表现的评判，则ui按 1代入计算。

针对判罚表现计算积分，提高对裁判员业务水平的要求。公式中

所有系数，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升降级

裁判员晋级和培养，可以参考其在平台的积分（积分制度之后，

运行完善后）。等级积分制评估准则依据同级比较原则，即对所有同

级裁判分别进行考核和比较，对该级表现优秀者并满足裁判分类分级

标准要求，则可考虑晋升。

例如一名 B 级裁判，在所有 B 级裁判积分考核中，排名第 3，并

满足 A 级裁判标准要求，则下一年可以考虑晋升为 A 级裁判（执裁三

大联赛），以此类推。相反，若在长期处于同级积分排名末尾，则考

虑降级。

四、省级协会积分

每年的 1 月 1日将对所有协会积分进行排名，此排名将作为对协

会奖励的依据，并可作为下一阶段向上级协会所主办的比赛推荐裁判

名额数量或晋级选派的依据（具体办法另定）。

五、积分标准（示例，仅供参考）

裁判等级 晋级积分 积分组成要求 其他要求

三级 225 地方自定
由拥有三级裁判审批权限的当

地管理部门（地方篮协）拟定

二级 525 地方自定
由拥有二级裁判审批权限的当

地管理部门（地方篮协）拟定

一级 1100

其中至少有中国篮协举办的赛事1

次，并有各地方主管部门组织的比

赛积分

由拥有一级裁判审批权限的当

地管理部门（省级篮协）拟定



国家 C 级 3400
最少 1 次中国篮协主办的全国性

赛事。

1 思想品德优良。2 热爱裁判事业。

3 地方篮协裁判员骨干。4 晋升国家

级不满两年，或因本职工作原因，较

少参加全国赛事，能够执裁国家一般

赛事工作。

国家 B 级 5200

最少 2 次中国篮协主办的比赛积

分

其中 1-4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3000 分,5 级赛事及以下赛事最多

计入积分 3000 分。

1 思想品德优良，有进取心。2 热爱

裁判事业，有较好的临场水平。3 有

较丰富的临场经验，有提高水平和发

展的潜力，有执裁三大联赛的可能。

4 服从中国篮协的调派并胜任国家

赛事的一般比赛工作。

国家 A 级 7800

最少有 2 次中国篮协举办的三大

联赛积分

1-2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5000

分,3、4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2000

分 5 级及以下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2000 分。

1 爱党敬业，品质高尚，积极追求

裁判员事业。2 形象气质好，心理

素质优良，抗干扰能力强。3 有丰

富的临场经验，掌控比赛的能力极

强。4 有足够临场时间，晋升国家

级满三年。5、有三大联赛经历。

国家 S 级 6000

最少有 2次中国篮协主办的比赛

积分，最多仅允许一次被中国篮协

选派后请假。1-2 级赛事最多计入

积分 2000 分,3、4 级赛事最多计

入积分 3000 分 5 级及以下赛事最

多计入积分 3000 分。积分列前者

优选。

1 思想品德优良，虚心好学。2 形象

气质好，年龄在 33岁以下。3 有较

好的理论基础，接受能力强，心理素

质好，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4 中

国篮协和地方篮协重点培养对象，具

有较好发展潜力。5 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或一级以上运动员或英语水平四

级以上。6 有充足的从事裁判工作时

间。7 能够胜任较高水平赛事的工

作。

国际级 按 FIBA 规定执行
每二年一次的 ，国际篮联技术官

员复试认证



附件 1-4

中国篮协教练员积分实施细则

积分计算说明

场次积分=赛事基础分*1；每场比赛均要计分；

胜场积分=赛事基础分*0.3；每次胜场均计入积分；

比赛名次积分：赛事第一名=赛事基础分 x2；赛事第二名=赛事基础

分 x1.5；赛事第三名 x1，四名以后=赛事基础分 x0.5；

比赛系数：以年计算，年数越长，系数越小，教练员的积分衰减

周期应远长于裁判员，预计 15-20 年衰减为 0%。

另外，通过大数据系统，教练员可申请成为某名球员的教练，经

球员端同意后，双方即建立师徒关系，该关系不可取消，一名球员在

同一时间最多可以拥有不超过 2名教练。球员的积分将永远的按照一

定的衰减系数分配给其所有教练。（衰减系数示意图见附件）

（系数示意图如下：其核心原则是启蒙教练的分值在衰减至 5%

之后锁死不动，其他教练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原则直至减到 0.1%，例

如一个球员如果有 12个教练，那么现任教练将获得球员积分 10%、

第 11 任教练获得 8%、第 10 任教练获得 6%、第 9 任教练获得 4%、第

2任及第 3任教练获得 0.1%，第 1 任教练获得 5%。这样一方面防止

教练恶意注册球员刷积分，另一方面也让鼓励教练积极引导球员使用



系统，成为其启蒙教练。）

注：所有计算结果四舍五入，最低不得低于 1 分。

教练等级 晋级积分 积分组成要求（示例）

E级教练员 75 8 级以下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25分,

D 级教练员 425
5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150 分,6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50 分，7级及以下赛事最多计

入积分 25分。

C级教练员 1750
3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600 分,4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200 分，5级及以下赛事最多计

入积分 150 分。

B级教练员 4700
2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1500 分,3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800 分，4级及以下赛事最多

计入积分 600 分。

A级教练员 10500
1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3200 分,2 级赛事最多计入积分 1800 分，3级及以下赛事最多

计入积分 1500 分。



附件 1-5

中国篮协运动员积分实施细则

积分说明：

场次积分=赛事基础分*1；每场比赛均要计分；

胜场积分=赛事基础分*0.2；每次胜场均计入积分；

比赛名次积分：赛事第一名=赛事基础分 x2；赛事第二名=赛事基础

分 x1.5；赛事第三名 x1，四名以后=赛事基础分 x0.5；

集体奖项积分：1个集体奖项=赛事基础分*1；

个人奖项积分：1个个人奖项=赛事基础分*0.5；

注：所有计算结果四舍五入，最低不得低于 1分；

集体奖项和个人奖项，如果没有设立，则按 0 计算。

三人篮球个人积分获取

黑色组 红色组 棕色组 紫色组 蓝色组 橄榄绿
组

绿色
组

橙色组 黄色组 白色组

排名得分原则 = A + B* + C* + D*

A 最后排名

1 144,000 72,000 48,000 36,000 24,000 18,000 12,000 9,000 3,000 1,500

2 115,200 57,600 38,400 28,800 19,200 14,400 9,600 7,200 2,400 1,200

3 100,800 50,400 33,600 25,200 16,800 12,600 8,400 6,300 2,100 1,050

4 86,400 43,200 28,800 21,600 14,400 10,800 7,200 5,400 1,800 900

5 72,000 36,000 24,000 18,000 12,000 9,000 6,000 4,500 1,500 750

6 62,400 31,200 20,800 15,600 10,400 7,800 5,200 3,900 1,300 650

7 52,800 26,400 17,600 13,200 8,800 6,600 4,400 3,300 1,100 550

8 43,200 21,600 14,400 10,800 7,200 5,400 3,600 2,700 900 450

9 21,600 10,800 7,200 5,400 3,600 2,700 1,800 1,350 450 225

10 19,200 9,600 6,400 4,800 3,200 2,400 1,600 1,200 400 200

11 16,800 8,400 5,600 4,200 2,800 2,100 1,400 1,050 350 175

12 14,400 7,200 4,800 3,600 2,400 1,800 1,200 900 300 150

13 12,000 6,000 4,000 3,000 2,000 1,500 1,000 750 250 125

14 9,600 4,800 3,200 2,400 1,600 1,200 800 600 200 100



15 7,200 3,600 2,400 1,800 1,200 900 600 450 150 75

16 4,800 2,400 1,600 1,200 800 600 400 300 100 50

17-32 1,920 960 640 640 640 480 320 240 80 40

33 或者排
名更低

1,200 600 400 400 400 300 200 150 50 25

B 若比赛有基本球员得分统计，球员得分在队伍中排名第一额外获得A×0.05的积分

C 若比赛有实时完整的球员得分统计，球员得分在本次比赛中排名第一额外获得A×0,2的积分，
第二额外获得A×0.1的积分，第三额外获得A×0.05的积分

D 若比赛有实时完整的球员技术统计及录像，则球员效率值在本次比赛中排名第一额外获得A×
0,3的积分，第二额外获得A×0.2的积分，第三额外获得A×0.1的积分。其余球员也可以获得
相应上场时间及进攻效率的加权积分。

积分奖励：具体办法另定。

示例： 国内各组别（男、女、成年、U 系列）排名靠前的球员

有机会参加中国篮协主办的高水平邀请赛。同时各组别排名靠前的球

员将有机会受邀参加 U 系列国家训练营。将定期举办抽奖福利活动，

积分越高中奖几率越大。积分高的队伍将在比赛中自动获得更好的分

组落位。积分高的学校有资格受邀参加有运动员等级授权的比赛等。

球员荣誉体系

世界比赛、洲际比赛和顶级职业联赛因为比赛本身具有很大的稀

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放在积分体系中容易导致整体积分价值不合理，

因此建议将洲际和国际级单独列出来放在荣誉体系内。运动员在荣誉

体系中将不获得积分而是获得相应荣誉标志 Logo。但是裁判员和教

练员可以正常从荣誉级比赛中获取相应积分。

例如，参加过奥运会的人名字后面会有一个五环的 Logo，其他

国家队队员参加世界比赛的人用户 ID是金色的，洲际比赛是银色的，

区域比赛（如中日韩）是铜色的。参加 CBA 或 WCBA 比赛的球员可以

是一个在名字后面加一个 CBA 标志或 WCBA 标志。



除此之外，在协会大数据系统注册的所有球员将有一个个人主页，

若球员获得世界大赛优秀名次或职业联赛总冠军、MVP 类的荣誉也会

有对应的荣誉奖章 Logo 显示在主页上。

现阶段篮协着力推动的小篮球项目也可以在其个人主页显示相

应星型徽章，例如 2019 小篮球参赛纪念星型徽章。若小球员从 U8到

U12 连续 5年参加小篮球比赛，将在集齐 5枚徽章后，于第五年 U12

比赛赛场凭个人有效证件及系统内的徽章截图领取一份纪念徽章或

手环之类的纪念礼物，并为以后专业等级评定奠定基础。

不同于积分的有效期，上述所有标志及徽章是永久有效的。



附件 2 篮球赛事等级认证及三员积分管理系统意见征集表

姓名： 电话： 部门：

对管理办法的

建议

对赛事等级认

证的建议

对教练员积分

计算的建议

对运动员积分

计算的建议

对裁判员积分

的建议

对大数据分析

的建议

对积分换算方

式的建议

其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