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棒垒球 APP”使用说明 

 
第一节 下载与安装 

在手机里的苹果商店（苹果手机）、华为商店、小米商店或

腾讯应用宝里搜索“中国棒垒球”并下载安装。 

也可以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的方式进行下载。 

Android下载地址 

 

iOS 版下载地址 

 

用户扫描二维码后，根据提示进行安装即可。 



第二节 注册与登陆 

一、【个人会员注册】 

1、 打开中国棒垒球 APP，点击“会员注册”，然后选择

“个人会员注册”。如之前已注册账号（比如提示该用户

名已注册，或者该手机号已被使用，该证件号已被使用等

等）或忘记用户名或者密码，可以点击“忘记密码”用绑

定的手机号找回。 

 
2、 填好用户名、密码、邮箱等信息，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实

名认证（中国棒垒球 APP 是需要实名认证的 APP，请各位务

必按照真实的信息填写） 



 
 

3、 实名信息共有两页，其中带“*”号的为必填项；填完第

一页后点击最下面的 “下一步” 



 
 

4、 第二页信息也填完后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按钮 



 
5、 一路点击保存直到回到最开始注册的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的页面，点击下面的“我已阅读注册须知并提交审核”，

即可完成个人账号的注册。然后使用注册完的账号和密码

登录即可。 



 
二、【团体会员注册】 

1、 打开中国棒垒球 APP，点击“会员注册”，然后选择

“团体会员注册” 

  
2、 填好【登录名】、【密码】、【单位全称】、【棒垒球

负责人姓名】、【手机号码】、【邮箱】、【详细地

址】、【团体性质】等基本信息后，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实

名认证（中国棒垒球 APP 是需要实名认证的 APP，请各位务

必按照真实的信息填写） 



 
 

3、 填完所有信息、上传相应的资质证书后点击右上角的

“保存” 



 
4、 回到上一个页面点击“我已阅读注册须知并提交审

核”，即可完成团体账号的注册” 

 



 

第三节 加入与退出团体 

 

 

 

一、个人会员加入团体 

个人会员加入团体有 4种方式（注意：个人会员再加入团体

之前需将实名信息填写完整） 

 

1、个人会员登录 --> 主页 --> 加入团体 --> 点击选择团

体类型 --> 进入搜索页面 --> 输入要加入团体会员名字点

击搜索 --> 搜索成功后点击搜索结果即可。 

2、个人会员登录 --> 点击扫描（主页右上方扫描按钮） --

> 扫描团体会员电子证书 --> 扫描成功后看到团体会员详情

点击右上角加入团体按钮。 

3、个人会员登录 --> 个人中心 --> 点击进入个人信息页面 

--> 点击加入新团体 -->进入加入团体页面，点击选择团体

类型 --> 进入搜索页面 --> 输入要加入团体会员名字点击

搜索 --> 搜索成功后点击搜索结果。 

4、学生在注册用户时候、实名信息页面 --> 点击学校全称 

--> 进入搜索页面-->输入要加入团体会员名字点击搜索 --> 

搜索成功后点击搜索结果。 

 

二、个人会员退出团体 



 

个人会员登录 --> 个人中心 --> 点击进入个人信息页面在

所属团体列表点击删除选项。 

（PS:注意会员申请团体后如果被拒绝，会收到消息，可以在

消息页面查看原因，修改之后可再次申请） 

 

 

 

三、团体会员加入上级团体 

 

团体会员加入团体有 4 种方式（注意：团体会员再加入团体

之前需将实名信息填写完整）： 

1、团体会员登录 --> 点击扫描（主页右上方扫描按钮） --

> 扫描上级团体会员电子证书 --> 扫描成功后看到团体会员

详情点击右上角加入团体按钮。 

2、团体会员登录 --> 团体信息 --> 点击上级团体 --> 进

入搜索页面 --> 输入要加入团体会员名字点击搜索 --> 搜

索成功后点击搜索结果。 

3、团体注册用户时候、实名信息页面 --> 点击上级团体会

员 --> 进入搜索页面 --> 输入要加入团体会员名字点击搜

索 --> 搜索成功后点击搜索结果。 

4、团体会员登录 --> 团体信息 --> 点击第⼀条进入团体信

息详情 --> 点击右上角编辑 --> 点击上级团体会员 --> 进

入搜索页面 --> 输入要加入团体会员名字点击搜索 -->搜索

成功后点击搜索结果。 



 

 

四、团体会员退出团体 

1、团体会员退出上级团体 

团体会员登录 --> 团体信息 --> 点击上级团体 --> 点击退

出团体 

2、团体会员管理下级团体会员 

团体会员登录 --> 主页 --> 点击会员列表 -->可以点击查

看、审批 、删除会员 

 

（注:会员申请加入上级团体后如果被拒绝，会收到消息，可

以在消息页查看原因，修改之后可再次申请）



第四节 赛事管理 

一、创建比赛入口 

只有团体会员才有权限创建一场比赛 

团体会员登录 --> 赛事/活动 --> 发起比赛 

 

二、创建比赛详情 

根据提示以此填写所需信息： 

1、赛事名称：“正式比赛”由承办单位申请，中国垒球协会

审批比赛名称，如熊猫杯分站赛格式应为“2020 年“熊猫

杯”中国慢投企业联赛 XXX 分站赛” 

2、赛事级别：分为四个级别（正式，业余，邀请赛，娱乐

赛），其中正式比赛协会审批后方可进行 

3、赛事地域：比赛承办方填写比赛的详细地点 

4、报名人员设置：根据赛事级别，自定义报名队伍的人员组

成情况。该项内容设置后，参赛报名的队伍必须按照设置进行

报名。 

5、组别设置： 



 

如图，创建一个名称为“青年组”的组别，分为男女两组则直

接创建青年组（男子）和青年组（女子）两个组别；任一个性

别不少于 3人，则说明报名参加该组比赛的队伍中男女队员均

不可少于 3人；限定队员最大出生日子，是限制参加 改组的

运动员最大年龄；超龄人数设置，则针对有些特殊比赛，可以

设置超过最大出生日期的运动员参加比赛的人数。 

6、参赛团体设置： 



 

如图：允许全部团体参赛，若为是，则所有性质的团体都可报

名参加比赛；若为否，则需选择下列性质的团参赛，图中允许

实验学校，后备人才基地和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参赛；另外可以

特邀某些团体，图中特邀了北京垒球实验基地参赛。 

7、比赛时间：设置比赛起止时间。 

8、上传赛事通知，竞赛规程和报名办法。 

9、报名截止日期：该日期后不能报名。 

10、修改名单截止日期：该日期后参赛队伍的参赛人员名单不

可修改。 

11、竞赛主任：由中国垒球协会任命，具有编排比赛的所有权

限，修改比赛，编排赛次，编排场地，编排裁判，编排记录员

等。 

12、裁判长：具有设置该项赛事裁判的权限，包括从裁判库选

取裁判，分配裁 判到各场地等。 



13、记录长：具有设置该项赛事记录员的权限，包括从记录员

库选取记录员， 分配记录员到各场地等。 

14、技术代表：设置该项赛事的技术代表。 

15、是否上传比赛技术统计数据：选择“是”，则将比赛的技

术统计数据上传至服务器。 

 

承办城市相关单位比赛信息设置完毕后，点击右上角【保

存】按钮，中国垒球协会进行审核，对于需要修改信息进行

修改后可发布比赛。 

 

三、编排赛程 

点击赛事 -> 编排赛事，进入赛事列表，选择您要编排的赛

事，进行编排。 

 

在赛事编排中，一共提供赛事修改、编排赛次、分配裁判、分

配记录员、编排裁判、编排记录员和电子证书功能。 

四、分配赛事裁判 

1、竞赛主任任命裁判长，裁判长具有任命裁判员的权限。裁

判员需要通过注册 app，填写身份信息，由裁判长进行分配。

（注意：由于裁判员的紧缺，在不影响比赛利益的情况下，运

动员可以充当裁判员，但必须司裁与自身团体没有利益关系的

队伍赛事。） 

2、只有主裁判允许分配赛事裁判，没有权限时会提示【您没

有权限分配赛事裁判】。 点击【分配赛事裁判】进入分配界



面 

 

五、分配赛事记录员  

竞赛主任任命记录长，记录长任命记录员，对其记录的比赛进

行分配。 

 

第五节 报名参赛 

只有团体会员才能报名参加比赛 

 

一、报名入口 

团体会员登录 --> 赛事/活动  

二、报名细则 

1、进入【赛事/活动】，系统会列出当前有资格参加的比赛

列表。 

 

2、点击相关比赛，弹出【赛事浏览】，弹出已报名的队伍，

点击相应队伍可以看见赛程信息，其中【对局信息】具有导航

功能。 



 

点击【报名参赛】，进入界面后右上角“+”，【填写报名

表】。 

 

三、报名卡细则 

1、 填写报名卡 

 

2、 组别：选择需要报名的组别 

3、 队名：填写参赛队伍名称 

4、 队服颜色：设置一深一浅两种队服颜色，以便区分进攻

防守队伍 

5、 上传比赛队伍的集体照片，医疗证明，保险证明 



6、 选择领队，主教练，助理教练，工作人员，副领队，队

医，翻译；  

（PS：球队领队与主教练具有更改球员名单的权限；其他

工作人员限额参考事总规程为准。） 

7、 选择队员：根据队员上下限选择适当数量的队员，之后

可点击已选择的队员编辑背号；如图所示： 

 

8、 备注：添加相关备注，如食宿方面的信息等，最后点击

右上角“提交”即可。此时报名表会提交给赛事组织者审

核，若审核通过，您的团体账号会收到一条“报名成功”

信息；若审核未通过，您的团体账号会收到“报名被拒

绝”的信息，并附有被拒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