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CTA1000）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网球协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 

赛事举办地省区市体育局 

赛事举办地人民政府（地级市以上） 

二、竞赛安排 

具体时间和地点见《中国网球协会 2020 年竞赛计划安

排》。 

三、竞赛项目 

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 

四、参赛资格 

（一）年满 14 周岁（含 14 岁）以上的国内外运动员，

持身份证或护照等有效证件注册，并经组委会确认； 

（二）已在中国网球协会个人会员网注册，并按时缴纳

年度会员服务费（CPIN），每年 198 元。 

网址：http://www.imcta.cn/ 

（三）报名等级 

http://www.imcta.cn/


1．已参加过中国网球协会 CTN 等级测评，获得 CTN 等

级 1-4 级的运动员；或 

2.持有二级以上（含二级）级别运动员等级证书。 

五、报名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自行在网上报名（包括外卡运动员）。

单、双打报名截止时间为开赛前 18 天的星期二 18：00。双

打必须确定配对组合并在线上完成报名。  

网名： 中国网球巡回赛官方网站 

网址： http://www.ctatour.cn/ 

报名二维码： 

 

 

 

（二）参加比赛运动员的准入规则 

1.有中国网球国家积分排名；按照最新国家排名(依据

报名截止日所在周的国家排名积分)，自上而下依次排出；

积分相同者，按其参加中巡赛的数量确定其排名顺序（参加

次数少的排名靠前）；若参赛次数也相同，则抽签决定其排

名顺序； 

2.无排名和积分，持国家颁发的二级以上（含二级）运

动员等级证；按运动员等级证级别排序（国际健将、国家健

将、一级、二级）；若出现同等情况者，则抽签决定准入顺

http://www.ctatour.cn/


序； 

3.无排名和积分以及等级证书，按 CTN评测等级排序（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若出现同等情况者，则抽签决定

准入顺序。 

接受的报名汇总名单于开赛前 9 天（星期四）公布在

http://www.ctatour.cn/网站； 

4.所有报名运动员将按上述 1-3 优先顺序排出正选、预

选和预选等待资格。  

（三）报名后，如有特殊情况需取消报名，须于预选赛

开始前 13 天 18：00 点前通过报名网站取消。在报名截止后

取消报名需提交证明，可免于处罚；每人每年有一次无故取

消报名的机会；其他无故取消报名，将依据中国网协运动员

行为准则进行处罚。取消报名运动员的资格按运动员接受名

单顺序依次递补。 

若在预选赛开赛后未取消报名且无故不参加比赛的正

选运动员，将依据中国网协运动员行为准则进行处罚。 

    列入等待序列中的运动员退出时不需要取消报名。 

（四）报名费 

参赛运动员每人每站缴纳 300 元报名费。  

六、签到 

（一）单打预选赛签到时间 

单打预选赛签到时间为比赛开始前一天 16：00—18：00。

http://www.ctatour.cn/


所有参加单打预选赛的运动员必须到赛区签到或者进行电

话签到。 

（二）参加单打正选赛的运动员不需要签到。 

（三）双打签到时间：周日中午 12:00 止。 

（四）单打预选赛和双打正选赛第一轮开始后 15 分钟，

若出现已签到而未能参赛的空缺由现场等待运动员递补。 

现场等待运动员是指具备资格而未被接受进入比赛的

运动员。现场等待运动员可以填补可能出现的空缺，但须自

行承担赴赛区的风险。运动员须亲自在赛场向裁判长签到获

得现场等待的资格，并依据准入规则相关条款确定等待优先

顺序。 

（五）未在网上报名的现场签到运动员，将排在网上报

名的运动员之后。 

（六）幸运失败者签到截止时间为单打正选赛第一轮开

始前 30 分钟，幸运失败者以随机抽签方式确定先后顺序，

在正选赛出现空缺的情况下，依次递补正选赛缺额。 

七、分站赛竞赛办法 

（一）单打 

1.预选赛 

单打预选赛设置 64 签位，其中设置 2 名外卡（由中国

网球协会指定），预选赛进行两轮比赛，16 名获胜者获得参

加正选赛的资格。 



预选赛抽签前，若出现正选赛运动员退出比赛，则从参

加预选赛接受名单运动员中按顺序依次替补。 

2.正选赛 

单打正选赛设 64 签位，包括： 

（1）直接接受者：40 名，按报名接收名单顺序确定。 

   （2）外卡：4 名 

单打预选赛签到截止，公布 4 个正选外卡名单（2 名由

承办单位指定，2 名由中国网球协会指定）。 

如外卡未使用，则根据预选排序依次递补正选赛资格名

额。 

正选赛开始前外卡运动员因故不能参赛，则由幸运失败

者依次替补。 

获得外卡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本站比赛的单打预选赛。 

    （3）特殊豁免者：4 名 

在进入本站赛事单打预选赛名单的运动员进入了前一

站(连接的职业赛事或 CTA1000/800赛事)比赛单打半决赛或

决赛者，可获得“特殊豁免”资格直接进入本站比赛的单打

正选赛。 

特殊豁免名额未被使用时，根据预选赛运动员接受名单

顺序依次递补。 

（4）预选赛获胜者：16 名 

（二）双打 



双打比赛设 32 签位。包括： 

1.双打运动员自由配对，依据报名截止日所在周公布的

国家排名积分情况排序。无排名和积分的运动员抽签确定入

围资格。 

双打签到截止后，排序前 30 对的运动员可直接参加比

赛。 

2.双打入围资格顺序： 

（1）按两名运动员的单打或双打的排名之和排序，选

两人最好的单打或双打排名相加； 

（2）一名运动员有单打或双打排名，另一运动员无排

名； 

注：若出现排名之和相等的情况，则先看组合中最高

的单打排名；若仍相同则看组合中最高的双打排名；如仍相

同，则抽签决定排序。 

（3）两名运动员都没有单打或双打排名时，抽签决定

排序。 

3.外卡 

双打比赛有 2 张外卡，1 张由承办单位指定，1 张由中

国网球协会指定。如外卡未使用，则按接受名单顺序依次递

补。 

比赛开始前外卡运动员因故不能参赛，则由等待名单里

的运动员依次递补。 



（三）现场等待者 

现场签到但未能获得比赛资格的运动员，在第一轮比赛

开始前到裁判长处签到，签到截止时间为第一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以随机抽签方式确定其先后顺序（网络报名者优

先），如出现空额，按先后顺序依次递补。 

（四）幸运失败者 

在预选赛最后一轮失利的运动员，可在正选赛第一轮开

始前到裁判长处签到，签到截止时间为第一轮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在首轮比赛出现空位的情况下，预选赛失利并签到运

动员通过抽签确定幸运失败者递补顺序。 

（五）种子 

1.单打 

单打预选赛 64 签位，设 16 个种子；单打正选赛 64 签

位，设 16 个种子。 

单打种子排序根据赛前一周国家积分排名，自上而下依

次排出。积分排名相同者，则以抽签方式决定排序。 

2.双打 

男子、女子双打 32 签位各设 8 个种子。 

按两人赛前一周先双打后单打积分相加之和排序确定

种子顺序；两人中若有一人无积分，则不能成为种子；积分

之和相同时，以抽签方式确定种子顺序。 

（六）轮空 



预选赛和正选赛的人(单打)或对(双打)不足 2的乘方数

时，第一轮的比赛将产生“轮空”。“轮空”的分配依据种

子优先原则，按种子顺序分配。若“轮空”数多于种子数，

则将多余的轮空位置抽签入位。 

（七）抽签 

1.所有比赛项目的抽签均由中国网球协会选派的裁判

长负责。  

2.时间： 

单打预选赛抽签在单打预选赛签到截止后立即进行。  

单打正选赛抽签于周六 14:00 进行；裁判长可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调整时间。  

双打抽签在双打签到截止后立即进行。 

3.抽签方法： 

（1）预选赛：  

单打预选赛设 64 个签位，16 个种子。种子自上而下依

次进入每个十六分之一区的顶部位置；如预选赛人数不足 32

大于 16 人时，16 个种子自上而下依次间隔进入签位；如预

选赛人数不足 16 人时，则取消预选赛。 

（2）正选赛： 

单打正选赛设 64 个位置，16 个种子。1 号种子进 1 号

位；2 号种子进 64 号位；3、4 号种子抽签决定进入 17 或 48

号位；5-8 号种子自上而下依次抽签进入 16、32、33、49 号



位；9-12 号种子自上而下依次抽签进入 9、25、40、56 号位；

13-16 号种子自上而下依次抽签进入 8、24、41、57 号位。 

双打比赛设 32 个位置，8 个种子。1 号种子进 1 号位；

2 号种子进 32 号位；3、4 号种子抽签决定进入 9 或 24 号位；

5-8 号种子自上而下依次抽签进入 8、16、17、25 号位。 

（3）非种子运动员抽签，自上而下依次进入未被种子

运动员和“轮空”占据的位置。 

（八）赛制 

所有项目的比赛均采用单淘汰赛制。  

1.单打正选赛、预选赛均采用三盘两胜制，有占先，前

两盘采用平局决胜局制（7 分），决胜盘采用平盘决胜局制

(10 分)。 

2.双打比赛采用三盘两胜无占先制，前两盘采用平局决

胜局制（7 分），决胜盘采用平盘决胜局制(10 分)。 

3.在特殊情况下为使比赛顺利进行，裁判长有权临时更

改赛制。 

（九）赛程 

每个分站赛赛程八天。 

单、双打决赛均在周六进行。 

各个项目的决赛按照赛事承办单位安排的地点进行。 

（十）比赛用球： 

预选赛每场比赛使用 4 只新球，不换球。 



正选赛每场比赛使用 4 只新球，11/13 局换新球。 

（十一）分站赛积分和排名 

1.积分 

 

2.排名的计算 

详见《中国网球国家排名系统及积分方法》。 

3.每周二 18 点发布最新的排名。 

八、总决赛竞赛办法 

（一）单打入围总决赛的条件  

1.年度国家积分排名前 16 名的运动员； 

2.总决赛开始前，若出现排名前 16 名的运动员退出比

赛，则按国家积分排名顺序依次递补； 

3.当运动员积分排名相同时，抽签决定其排序。 

（二）双打入围总决赛的条件 

1.运动员自行组合，双打积分相加之和在前 8 对的组合

获得参加总决赛的资格； 

2.总决赛开始前，若出现排名前 8对的运动员退出比赛，

则按报名排序依次递补； 

3.积分相同时，抽签确定其排序。 

（三）单、双打抽签方法与分站赛相同。 

轮次 冠军 亚军 半决赛 四分之一决赛 第三轮 第二轮 第一轮 预选进入 

正选 

积分 1000 600 360 210 120 70 10 20 



（四）总决赛赛制 

所有项目的比赛均采用单淘汰赛制。  

1.单打采用三盘两胜制，有占先，前两盘采用平局决胜

局制（7 分），决胜盘采用平盘决胜局制(10 分)； 

2.双打比赛采用三盘两胜无占先制，前两盘采用平局决

胜局制（7 分），决胜盘采用平盘决胜局制(10 分)； 

（五）种子：单打设 4 个种子。1 号种子进 1 号位；2

号种子进 16 号位；3、4 号种子抽签决定进入 5 或 12 号位； 

双打设 2 个种子。1 号种子进 1 号位；2 号种子进 8 号

位；  

    非种子运动员抽签，自上而下依次进入未被种子运动员

占据的位置。 

（六）赛程：七天，周一至周日。 

（七）比赛用球：总决赛每场比赛使用 6 只新球，9/11

局后换球。 

（八）总决赛结束后，其积分计入全年国家单打、双打

积分排名。 

（九）总决赛积分 

 

 

 

九、竞赛规则 

轮次 冠军 亚军 半决赛 四分之一决赛 第一轮 

积分 1500 900 550 330 200 



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版网球竞赛规则。 

十、比赛用球和场地 

（一）比赛用球采用中国网球协会批准用球； 

（二）比赛场地应符合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网球竞

赛规则规定标准。 

十一、奖金分配 

根据中国网球巡回赛奖金分配办法和国家相关规定执

行。（见附件 1） 

十二、服装要求  

（一）运动员上场比赛、赛前练习着装方面应体现出自

身的职业操守，应穿着洁净的网球运动员的常规服装。服装

商标按照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版网球竞赛规则及本规

程规定执行；（见附件 2） 

（二）违反规则与规程规定的运动员将被主裁判或裁判

长要求立即更换服装或装备。拒不服从的运动员可以立即被

取消其比赛资格。 

十三、赛事监督、裁判长、裁判员 

（一）赛事监督由中国网球协会选派，对比赛实行全面

监督； 

（二）裁判长由中国网球协会选派。 

（三）其他技术官员： 

1.主裁判由中国网球协会选派； 



2.赛事承办单位负责提供司线员，裁判长决定每轮次使

用司线员的数量。 

十四、对参赛运动员违反运动员行为准则的处罚 

对违反行为准则的运动员，将视其情节和违反的条款给

予相应处罚。具体方法详见《违反行为准则罚款目录》(见

附件 3)。 

（一）处罚程序 

赛场违纪由临场主裁判记录违纪行为和填写罚款通知

单，交裁判长核准并负责实施；赛场外违纪由裁判长或赛事

监督直接实施处罚。 

    （二）处罚办法  

1.对于在比赛中违反行为准则的运动员，给予警告、罚

分和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 

2.对于在赛场外违纪的运动员，给予警告、罚款和取消

比赛资格的处罚。 

3.如运动员严重违反行为准则，除上述处罚外，还将给

予通报批评直至禁赛的处罚。 

4.对处罚有异议的运动员可向中国网球协会申诉。由被

处罚本人以书面形式提交中国网球协会，并交纳 500 元申诉

费，经核查做出维持原判或取消原判的决定；如取消原处罚

则恢复原积分和退回申诉费。申诉时限为做出处罚后 2 小时

内。中国网球协会的审定为终审裁决。 



十五、参赛费用 

进入正选赛的运动员（单、双打），将按规则获得相应

房晚的免费房间。（见附件 4） 

酒店提供全体运动员和随行人员的早餐；承办单位在赛

场提供正选赛运动员的午餐；晚餐自行负担。 

预选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人员的一切费用均自行负

担。 

十六、医疗 

赛事提供理疗师，在比赛期间在场地提供运动建议和急

性治疗。 

赛事提供全科医生，比赛期间赛场备有急救车。 

十七、交通服务 

比赛场地距离组委会指定的参赛运动员入住酒店超过 2

公里，组委会将免费为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穿梭于赛场

和酒店的班车。 

十八、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放弃索赔权 

（一）比赛将依据本规程、运动员行为准则和网球竞赛

规则进行。 

（二）参赛运动员在提交报名时，即自动承诺遵守和充

分履行上述这些规则和规程中所包括的义务，并接受其约

束。 

（三）任何报名并参加中国网球巡回赛的运动员及其支



持团队成员，都必须遵守赛事规则、规程、规章制度中的条

款并接受其约束。  

（四）作为一个报名条件，参赛运动员在提交报名时也

就表示了认同：运动员本人及其代理人和私人代表将放弃一

切针对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巡公司和承办单位等单位的索赔

权，无论索赔是何种方式、性质和类型，包括旅途和参赛过

程中发生于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损失和伤害。 

十九、其它有关竞赛要求按照中国网球巡回赛组委会相

关规定执行。 

二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十一、本规程补充、解释权属中国网球巡回赛组委会。 

 

 

 

 

 

 

附件 1 

积分和奖金分配办法 

一、因天气原因没有完成比赛 

（一）如果比赛的单打或双打赛事因为天气原因没有比

赛被取消，则赛事将支付第一轮的奖金给运动员平分。 



（二）如果比赛已经开始、在结束前被终止，赛事将支

付运动员当前轮次负者的奖金。 

（三）在本轮次所有比赛都已完成的情况下，运动员将

获得本轮所对应的积分与奖金。 

（四）如果一站比赛的决赛没有完成而比赛被正式取

消，决赛球员将各自获得亚军的奖金和排名积分。冠军和亚

军奖金之间的剩余差额将归中国网球巡回赛组委会所有。 

二、其他原因没有完成比赛 

（一）无故缺席或退出比赛的运动员将无法获得积分和

奖金。 

（二）通过对手退赛、被罚下场或弃权赢得的比赛将获

得胜者的积分和奖金；第一轮比赛对手弃赛或者前一轮没有

取得胜利的，不加分。 

（三）如因违反行为准则被取消比赛资格，运动员将损

失在本站比赛中所获得的全部奖金和积分； 

除非： 

1.运动员是因违反服装规定而被取消比赛资格； 

2.运动员因身体状况而无法比赛； 

3.双打搭档中的一名球员违反行为准则被取消比赛资

格，在这种情况下非违纪球员应获得上一轮的积分和奖金。 

比赛开始后因违反行为准则被取消比赛运动员，其对手

将获得相应的排名积分。 



（四）如果一名运动员连续轮空，在参加轮空后第一场

比赛时因违反行为准则被取消比赛资格，其不会获得任何积

分和奖金。 

（五）如果运动员的单打或双打比赛连续轮空，并输掉

了轮空后的第一场比赛，其将获得第一轮负者的积分和奖

金。 

（六）如果运动员的单打或双打比赛连续轮空，之后退

出了轮空后的第一场比赛，其不会获得任何积分和奖金。 

 

CTA1000 分站赛奖金分配表（单位：元，税前） 

 个数 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 

冠军 1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亚军 1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半决赛 2 13000 13000 10000 10000 

四分之一 4 10000 10000 6000 6000 

第三轮 8 4000 4000 4000 4000 

第二轮 16 2000 2000 2000 2000 

第一轮 32 1000 1000   

总额  232000 232000 168000 168000 

总计 800000 

 

CTA1000 总决赛奖金分配表（单位：元，税前） 

 个数 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 

冠军 1 210000 210000 140000 140000 

亚军 1 140000 140000 70000 70000 



 

备注：双打奖金为两人的奖金。 

 

 

 

半决赛 2 70000 70000 30000 30000 

四分之一 4 35000 35000 10000 10000 

第一轮 8 20000 20000   

总额  790000 790000 310000 310000 

总计 2200000 



附件 2 服装要求 

 



 



 

 

附件 3 



违反行为准则罚款目录 

序号 违反准则条目 罚款金额 

1 无故取消报名 100 

2 未到赛区参赛 300 

3 签到后未参加比赛 500 

4 未经主裁判允许擅自离开比赛场地 100 

5 消极比赛 100 

6 无故中止比赛 100 

7 不参加颁奖仪式 200 

8 比赛迟到 10 分钟 100 

9 比赛迟到 15 分钟（取消比赛资格） 200 

10 辱骂裁判（语言） 500 

11 污辱裁判（手势） 500 

12 可闻的污言秽语 500 

13 乱击球 100 

14 打裁判（取消比赛资格） 5000-10000 

15 打对手（取消比赛资格） 5000-10000 

16 互相殴打（取消比赛资格） 5000-10000 

17 无故拖延比赛时间 100 

18 乱抛球拍触及他人 500 

19 目的性用球打人（取消比赛资格） 1000 



20 用球拍砸坏广告牌（除修理费） 1000 

21 用脚踢坏广告牌（除修理费） 1000 

22 踢坏、扔休息椅（除修理费） 1000 

23 向对手、观众、裁判吐唾沫 500 

24 辱骂观众（语言） 500 

25 污辱观众（手势） 500 

26 打观众（取消比赛资格） 5000-10000 

27 摔球拍（球拍损坏或场地损坏） 500 

28 无故弃权 200 

29 报名后无故退出比赛 200 

30 骂对手（语言） 500 

31 污辱对手（手势） 500 

32 其它不良体育道德行为 500-1000 

 

 

 

 

 

 

 

附件 4 

运动员住房规则 



中国网球巡回赛承办单位为参加单打和双打正选赛的

运动员提供免费住宿。所有正选运动员都必须按要求入住标

准双人间。 

一、每名正选单打运动员可在酒店免费居住至少 3 晚，

入住时间为正选赛开始前一天，一直到运动员最后一场比赛

结束次日 12:00 或免费提供的 3 晚结束次日 12:00，以较多

的房晚数为准。 

二、只参加双打比赛运动员的房间从双打开赛前一天开

始计算，房间的提供持续到运动员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次日

12:00。 

三、成功从单打预选赛晋级的运动员同样享有免费住宿

的待遇。免费房从正选赛开始前一天开始计算，一直到其被

淘汰的次日中午 12:00。 

四、未晋级单打正选赛但是有双打比赛的运动员，将按

双打比赛运动员标准提供住宿。 

五、幸运失败者/双打等待运动员 

每日签到的幸运失败者/双打等待运动员，可享受与正

赛运动员一样的免费住宿待遇。 

六、因伤病退赛的运动员 

正选运动员在开赛前被现场医生诊断后因伤病退赛，享

有 2 晚免费住宿的权利。 

七、在所有情况下，不论运动员是否住满其应有的份额，



所有运动员可免费入住的最后一晚均为赛事决赛的当天晚

上。 

八、在酒店住宿期间，任何额外费用和其产生的税费都

由运动员自己承担。 

九、预选运动员酒店房费自付。 

十、当运动员结束自己的全部比赛后，必须按规定在第

二天中午 12 点前退房；同房间继续参加比赛的人须听从工

作人员安排与其他运动员合并房间。若未按规定执行而产生

的房费，将由运动员本人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