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垒 球 协 会 
CHINESE SOFTBALL ASSOCIATION 

 

中垒协字﹝2020﹞48 号 

 

关于下发 2020年全国女垒三项赛事 

竞赛规程的通知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苏、河南、广东、四川、陕西体育

局竞训处： 

2020 年全国女垒锦标赛、冠军杯赛和青年锦标赛三项赛事将

于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0 日在贵州省黔西南州义龙新区举行，现

将比赛日程和规程下发，请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中国垒球协会                               

                                 2020 年 9 月 8 日 

 

联系人：杨刘 1391199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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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赛事日程安排 

 

9 月 25 日  队伍报到 

9 月 26 日  赛前训练 

9 月 27 日-10 月 5 日（9 天）全国女垒锦标赛 

10 月 6 日  机动日 

10 月 7-10 日  （4 天） 全国女垒冠军杯赛 

10 月 11 日  机动日 

10 月 12 日  赛前训练 

10 月 13-19 日 （7 天） 全国青年女垒锦标赛 

10 月 20 日  离会 

 

 

新冠防疫要求 

 

所有参赛队人员赴赛区前必须进行核酸检测，并持 7 日内有效核

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到赛区报到。 

比赛期间根据需要，当地医疗检测部门将对参赛人员进行现场核

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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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女子垒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垒球协会、黔西南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黔西南州体育局、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义龙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州万峰（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 

四、竞赛时间及地点 

2020 年全国女子垒球锦标赛将于 9 月 27 日至 10 月 5 日（9

月 25 日报到，9 月 26 日赛前训练，9 月 27 日至 10 月 5 日为体

能测试和比赛日，10 月 6 日离会）在义龙新区体育公园棒垒球场

举行。  

五、参赛单位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苏、河南、广东、四川、陕西。 

六、参赛资格 

（一） 参赛运动员须 2020 年在中国垒球协会注册。每队可

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4 人，医生 1 人，运动员 18 人。 

（二）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持有“运动员伤残

保险证明”。 

七、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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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比赛与体能测试相结合的办法，先进行体能测试，再进

行常规比赛。 

（一）体能测试 

1、运动员按实际参赛时的场上位置分别参加场员和投手体

能指标测试，参加投手体能测试者赛时可兼场员位置，但参加场

员体能测试者赛时不可兼投手位置。 

因任何原因未参加任何体能项测试者，按赛时场上位置排到

该位置该体能项最后一名。 

未报满 18 名运动员的队伍，欠缺人数各项体能均按未参加

测试的场员处理，并列最后一名。 

2、测试内容： 

基础体能（全体队员）6 项：立定跳远、反手曲臂悬垂、背肌

耐力、腹肌耐力、5-10-5 灵敏性测试、3000 米跑 

专项体能（全体队员）1 项:二垒跑 

专项体能（场员）2 项：立柱打远、上手掷远  

专项体能（投手）2 项：球速、下手掷远 

3、体能测试成绩确定办法： 

各项体能指标测试结果均从优到差排序。全体队员均参加

测试的体能指标和仅场员参加测试的体能指标，测试结果排序

即为该项指标排序分值；仅投手参加测试的体能指标，测试结

果排序对应的排序分值，根据报名参加比赛的总队数(N)和投手

总人数(M)确定：第一名为 1，级差为(18N-M)/M(用四舍五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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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每名运动员各项体能指标排序分值之和为该名运动员的个

人体能排序分。 

每队全部运动员的个人体能排序分之和，为该队体能排序

总分。 

各队体能排序总分数值从小到大顺序排列(数值越小，体能

成绩越好)，即为队伍体能成绩排名。 

4、体能测试实施细则详见附件。 

（二）常规比赛 

1、采用最新国际垒球竞赛规则。 

2、比赛用球采用国产“完美九人牌”12 英寸比赛垒球。 

3、比赛用球棒应为正规厂家出品，标识清晰并符合世界棒垒

球联合会相关规定，其认证机构可以为“ISF”、“ASA”、“SCA”、

“JSA”或中国垒球协会。凡出现变形、断裂、漆面磨损严重以及

陈旧等问题的球棒，不允许在比赛中使用。对违规球棒的处理按

竞赛规则相关规定执行。 

4、赛制及编排 

（1）首先采用单循环赛制，排出名次，前八名的队伍再根据

体能测试成绩进行排序，体能测试成绩前四名的队伍直接晋级本

次比赛前四名，依据体能测试名次定位，通过佩寄制决出 1-4 名；

体能测试 5-8 名的队伍依据体能测试名次定位，通过佩寄制决出

5-8 名。未进前八名的队伍不再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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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循环赛积分和名次确定办法： 

A．循环赛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0 分，积分多者列前； 

B．循环赛中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下列办法决定

名次： 

a. 如两队积分相等，则依据相互间胜负决定名次，胜者名次

列前； 

b. 如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据相互间失分多少决定名次，

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失分多少决定名

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残垒数决定

名次，残垒数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C.比赛中如因天气等特殊情况，不能按规定赛程将所有比赛

打完时，组委会有权根据天气和比赛进程等情况变更后续比赛方

法和名次产生办法。 

八、摄像 

为确保赛区竞赛组织工作顺利进行，为各运动队提供公平竞

赛环境，特对赛区摄像问题规定如下： 

（一）各运动队比赛期间使用摄像须放置在大会指定摄像区

域，摄像区域只允许架设机器，比赛中严禁人员进入摄像区域（换

电池和录像带只能在攻守交换期间进行）。大会仲裁摄像除外。 

（二）运动队在赛区训练期间，未经本队同意，其他队伍不准

进行摄像。 

（三）如发生上述违规情况，各运动队应及时向赛区组委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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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问题，由赛区组委会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以垒球比赛场地中心线为中间点，在外场挡网外两侧各

15 米宽范围内，设立禁区，禁止任何人员和机器设备进入。 

（五）凡违反上述规定人员，赛区组委会将给予警告、禁止进

入赛场区域等相关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全国通报。 

九、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 

1、裁判员由中国垒球协会统一选派。 

2、选派的裁判员因故不能参加赛区工作，须提前 15 天书面

向协会报告。 

（二）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比赛前三名队伍颁发奖杯和奖牌，所有参赛队伍均颁发

成绩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三）设单项技术奖 

1、优秀投手奖 3 名  

2、本垒打奖 2 名 

3、安打奖 3 名  

4、最佳教练员奖 1 名  

（四）参考各位置队员的技术统计数据，评选出本次比赛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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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容。 

十一、报名和报到 

1、各队应将加盖省（市）体育局主管部门公章及医务部门体

检合格章的报名表，于 9 月 15 日前将报名表原件拍照或扫描，与

电子版报名表一并发至中国垒球协会邮箱：csa@sport.org.cn，

逾期报名不予接受，视为放弃参赛资格。 

2、报到和离会：运动队需于 9 月 25 日报到，10 月 6 日离会。 

十二、经费 

参赛各队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医药费等费用自理。裁判

员、工作人员费用由赛区负担。 

十三、未尽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垒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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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垒球协会、黔西南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黔西南州体育局、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 

三、 协办单位 

    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义龙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州万峰（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 

四、竞赛时间及地点 

2020 年全国女子垒球冠军杯赛将于 10 月 7 日至 10 日（10 月

6 日报到，7 日至 10 日为比赛日，11 日离会）在义龙新区体育公

园棒垒球场举行。  

五、参赛单位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苏、河南、广东、四川、陕西。 

六、参赛资格 

（一） 参赛运动员须 2020 年在中国垒球协会注册。每队可

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4 人，医生 1 人，运动员 18 人。 

（二）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持有“运动员伤残

保险证明”。 

七、竞赛办法 

（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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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最新国际垒球竞赛规则。 

2、比赛用球采用国产“完美九人牌”12 英寸比赛垒球。 

3、比赛用球棒应为正规厂家出品，标识清晰并符合世界棒垒

球联合会相关规定，其认证机构可以为“ISF”、“ASA”、“SCA”、

“JSA”或中国垒球协会。凡出现变形、断裂、漆面磨损严重以及

陈旧等问题的球棒，不允许在比赛中使用。对违规球棒的处理按

竞赛规则相关规定执行。 

（二）赛制及编排 

比赛采用满垒赛制，比赛三局，延长局从满垒一人出局开始。 

排序根据 2019 年全国女垒冠军杯赛名次，未参加该比赛的队

伍按报名先后列后。分成两组，小组循环赛后，采用超级循环赛

（小组循环赛成绩带入）的比赛办法决出最终名次。 

 （三）循环赛积分和名次确定办法： 

1、循环赛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0 分，积分多者列前； 

2、循环赛中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下列办法决定

名次： 

A、如两队积分相等，则依据相互间胜负决定名次，胜者名次

列前； 

B、如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据相互间失分多少决定名次，

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失分多少决定名

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残垒数决定

名次，残垒数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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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赛中如因天气等特殊情况，不能按规定赛程将所有比赛

打完时，组委会有权根据天气和比赛进程等情况变更后续比赛方

法和名次产生办法。 

八、摄像 

为确保赛区竞赛组织工作顺利进行，为各运动队提供公平竞

赛环境，特对赛区摄像问题规定如下： 

（一）各运动队比赛期间使用摄像须放置在大会指定摄像区

域，摄像区域只允许架设机器，比赛中严禁人员进入摄像区域（换

电池和录像带只能在攻守交换期间进行）。大会仲裁摄像除外。 

（二）运动队在赛区训练期间，未经本队同意，其他队伍不准

进行摄像。 

（三）如发生上述违规情况，各运动队应及时向赛区组委会反

映问题，由赛区组委会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以垒球比赛场地中心线为中间点，在外场挡网外两侧各

15 米宽范围内，设立禁区，禁止任何人员和机器设备进入。 

（五）凡违反上述规定人员，赛区组委会将给予警告、禁止进

入赛场区域等相关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全国通报。 

九、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 

1、裁判员由中国垒球协会统一选派。 

2、选派的裁判员因故不能参加赛区工作，须提前 15 天书面

向协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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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比赛前三名队伍将颁发奖杯和奖牌，所有参赛队伍均颁

发成绩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十一、报名和报到 

1、各队应将加盖省（市）体育局主管部门公章及医务部门体

检合格章的报名表，于 9 月 15 日前将报名表原件拍照或扫描，与

电子版报名表一并发至中国垒球协会邮箱：csa@sport.org.cn，

逾期报名不予接受，视为放弃参赛资格。 

2、报到和离会：运动队需于 10 月 6 日报到，11 日离会。 

十二、经费 

参赛各队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医药费等费用自理。裁判

员、工作人员费用由赛区负担。 

十三、未尽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垒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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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青年女子垒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垒球协会、黔西南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黔西南州体育局、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 

三、 协办单位 

    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义龙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州万峰（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 

四、竞赛时间及地点 

2020 年全国青年女子垒球锦标赛将于 10 月 13 日至 19 日（10

月 11 日报到，12 日赛前训练，13-19 日为体能测试和比赛日，20

日离会）在义龙新区体育公园棒垒球场举行。  

五、参赛单位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苏、河南、广东、四川、陕西。 

六、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应是 2001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二）参赛运动员须 2020 年在中国垒球协会注册。每队可报

领队 1 人，教练员 4 人，医生 1 人，运动员 18 人。 

（三）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持有“运动员伤残

保险证明”。 

七、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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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比赛与体能测试相结合的办法，两者各占 50%决定队伍

总成绩。具体计算方法为：各队比赛名次和体能测试名次之和，

数值小者总成绩列前。如总成绩相同，则根据并列队伍的体能测

试排名决定本次赛事的排名。 

先进行体能测试，再进行常规比赛。 

（一） 体能测试 

    1、运动员按实际参赛时的场上位置分别参加场员和投手体

能指标测试，参加投手体能测试者赛时可兼场员位置，但参加场

员体能测试者赛时不可兼投手位置。 

因任何原因未参加任何体能项测试者，按赛时场上位置排到

该位置该体能项最后一名。 

未报满 18 名运动员的队伍，欠缺人数各项体能均按未参加

测试的场员处理，并列最后一名。 

2、测试内容： 

基础体能（全体队员）6 项：立定跳远、反手曲臂悬垂、背肌

耐力、腹肌耐力、5-10-5 灵敏性测试、3000 米跑 

专项体能（全体队员）1 项:二垒跑 

专项体能（场员）2 项：立柱打远、上手掷远  

专项体能（投手）2 项：球速、下手掷远 

3、体能测试成绩确定办法： 

各项体能指标测试结果均从优到差排序。全体队员均参加

测试的体能指标和仅场员参加测试的体能指标，测试结果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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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该项指标排序分值；仅投手参加测试的体能指标，测试结

果排序对应的排序分值，根据报名参加比赛的总队数(N)和投手

总人数(M)确定：第一名为 1，级差为(18N-M)/M(用四舍五入法

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每名运动员各项体能指标排序分值之和为该名运动员的个

人体能排序分。 

每队全部运动员的个人体能排序分之和，为该队体能排序

总分。 

各队体能排序总分数值从小到大顺序排列(数值越小，体能

成绩越好)，即为队伍体能成绩排名。 

4、体能测试实施细则详见附件。 

（二）常规比赛 

1、采用最新国际垒球竞赛规则。 

2、比赛用球采用国产“完美九人牌”12 英寸比赛垒球。 

3、比赛用球棒应为正规厂家出品，标识清晰并符合世界棒垒

球联合会相关规定，其认证机构可以为“ISF”、“ASA”、“SCA”、

“JSA”或中国垒球协会。凡出现变形、断裂、漆面磨损严重以及

陈旧等问题的球棒，不允许在比赛中使用。对违规球棒的处理按

竞赛规则相关规定执行。 

4、赛制及编排 

根据报名队数确定比赛办法。 

排序根据 2019 年全国青年女垒锦标赛名次，未参加该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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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按报名先后列后。  

 （三）积分和名次确定办法： 

1、循环赛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0 分，积分多者列前； 

2、循环赛中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下列办法决定

名次： 

A、如两队积分相等，则依据相互间胜负决定名次，胜者名次

列前； 

B、如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据相互间失分多少决定名次，

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失分多少决定名

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残垒数决定

名次，残垒数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3、比赛中如因天气等特殊情况，不能按规定赛程将所有比赛

打完时，委会有权根据天气和比赛进程等情况变更后续比赛方法

和名次产生办法。 

八、摄像 

为确保赛区竞赛组织工作顺利进行，为各运动队提供公平竞

赛环境，特对赛区摄像问题规定如下： 

（一）各运动队比赛期间使用摄像必须放置在大会指定摄像

区域，摄像区域只允许架设机器，比赛中严禁人员进入摄像区域

（换电池和录像带只能在攻守交换期间进行）。大会仲裁摄像除

外。 

（二）运动队在赛区训练期间，未经本队同意，其他队伍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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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摄像。 

（三）如发生上述违规情况，各运动队应及时向赛区组委会反

映问题，由赛区组委会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四）以垒球比赛场地中心线为中间点，在外场挡网外两侧各

15 米宽范围内，设立禁区，禁止任何人员和机器设备进入。 

（五）凡违反上述规定人员，赛区组委会将给予警告、禁止进

入赛场区域等相关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全国通报。 

九、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 

1、裁判员由中国垒球协会统一选派。 

2、已选派的裁判员因故不能参加赛区工作，须提前 15 天书

面向协会报告。 

（二）竞赛设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比赛前三名队伍颁发奖杯和奖牌，所有参赛队伍均颁发

成绩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三）设单项技术奖 

1、优秀投手奖 3 名  

2、本垒打奖 2 名 

3、安打奖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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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佳教练员奖 1 名  

（四）参考各位置队员的技术统计数据，评选出本次比赛最佳

阵容。 

（五）体能测试每项录取奖励第一名。 

（六）“阎芳垒球基金”将对获得个人单项奖、最佳阵容和体

能各项测试第一名的运动员予以奖励。 

十一、报名和报到 

1、各队应将加盖省（市）体育局主管部门公章及医务部门体

检合格章的报名表，于 9 月 25 日前将报名表原件拍照或扫描，与

电子版报名表一并发至中国垒球协会邮箱：csa@sport.org.cn，

逾期报名不予接受，视为放弃参赛资格。 

2、报到和离会：运动队需于 10 月 11 日报到，20 日离会。 

十三、经费 

参赛各队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医药费等费用自理。裁判

员、工作人员费用由赛区负担。 

十四、未尽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垒球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