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二、承办单位 

日照安泰网球公园（山东日照） 

三、竞赛日期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7 日 

体能测试：10 月 7 日至 8 日 

比赛日期：10 月 10 日至 17 日 

四、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为参赛单位。 

五、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两场单打、一场双打）。 

六、报名办法 

（一）运动员资格与审核 

1.参赛运动员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或永久性居民和台湾省居民。资格审核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为准； 

2.参赛运动员不受是否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和注册单位限

制； 

3.参赛运动员可以跨单位组合，对跨单位组合的人数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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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参赛运动员在跨单位组合时，其交流的参

赛单位应与注册单位达成书面协议，如未达成书面协议的运动员

将不得代表除其注册单位以外的任何参赛单位参赛； 

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参赛单位限报男女各 2 个

代表队； 

5.各网球俱乐部、网球院校代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

放军参赛，需经过所代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体育主

管部门同意，由主管部门统一报名，并占用所辖省市名额。 

（二）报名人数 

每个代表队可报 5 名运动员（不得少于 3 人），其中至少有 1

名 18 岁以下（含 18 岁）运动员（即 2002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每个参赛单位限报 1 名领队，每个代表队限报 2 名教练员。 

（三）报名日期 

1.各参赛单位必须于 9月 28日之前登录中国网球协会官方网

站查询该赛事的报名通知，下载报名通知附件的报名表。按报名

表要求填写表内各项内容，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发至指定电

子邮箱(zhz@tennis.org.cn)； 

2.参赛单位取消或变更报名名单截止日期为 9 月 30 日。在截

止日期后，如因伤病原因取消报名或变更报名，须将退出比赛证

明以及医疗证明等材料传至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及赛

区，并在比赛第一阶段抽签前 24 小时将变更名单书面告知赛事监

督或裁判长。 

（四）报到日期及要求 

mailto:zhz@tenn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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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赛单位因防疫需要，需于赛前五天到赛区报到并进行核

酸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练习。各参赛单位领队或教练员代

表务必在抽签仪式前进行现场签到。参赛单位报到时需向赛事组

委会缴纳报名费（每个团体 2000 元人民币）。 

（五）参赛单位名称及冠名要求 

1.各参赛单位、运动员的冠名、广告行为要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出现烟草、烈性

酒的冠名或产品广告以及其它不符合运动项目健康形象和不宜进

行公众宣传的广告内容； 

2.参赛单位冠名格式统一为“参赛单位+冠名单位+队”，其中

冠名单位名称不得多于 6 个汉字或 12 个英文字母； 

3.运动员领奖服上不得出现服装品牌商标以外的其它广告标

识。每件服装品牌商标不得超过 1 处，大小不得超过 20 平方厘米； 

4.运动员的热身、比赛服装，器材等广告行为，按照中国网

球协会相关规定和《网球竞赛规则》执行； 

5.对参赛代表单位和运动员的冠名、广告等标识进行认真检

查，发现有违规行为，应及时通知其撤销、更换、遮挡不符合规

定的冠名及广告标识； 

6.各参赛单位及运动员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

述规定，积极配合组委会的检查工作，有违规行为应坚决按照组

委会的要求进行整改。拒不接受整改的，将视其行为给予相应处

罚。 

七、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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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个团体比赛由二个单打和一个双打组成。出场顺序

为：第一单打、第二单打、双打。每个团体比赛至少有三人以上

参加，两个单打必须由两名队员出场参赛，并只允许两个单打参

赛者的其中一人兼任双打比赛。每个团体比赛，运动员出场顺序

采取任意排名的方法，按规定填写组委会提供的统一出场顺序表，

一式两份，并由领队或教练员签字。双方领队或教练员应在组委

会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该表交给指定人员。经审查合格后，将双

方出场顺序表同时互换给对方。出场顺序表一经交换，除第二场

单打比赛结束十分钟内，可向裁判长提出并递交更换双打名单外，

一律不准更改。 

申报的领队和教练员可以上场在规定的位置按照网球竞赛规

则对本队的运动员进行临场指导。 

临场指导人员名单须在交换运动员名单时一并填写在比赛出

场表中每场比赛运动员名单后，出场顺序表一经交换，除第二场

单打比赛结束十分钟内，可更换双打指导人员外，单打比赛中一

律不予更改。 

（二）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第二

阶段采用体能测试结合单淘汰赛。第一阶段每个团体比赛必须打

满三场，第二阶段比赛中，通过第一阶段比赛入围的代表队通过

体能测试成绩确定进入前八的资格队伍，在随后进行的淘汰赛中，

如前两场单打已决出该团体比赛胜负后，双打不再进行。 

（三）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中必须有至少 1 名 18 岁（含）以

下运动员出场参赛；第二阶段比赛若进行三场比赛决出胜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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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名 18 岁（含）以下运动员参加至少一场比赛（单打或双

打）。 

（四）排列顺序根据报名截止日（9 月 28 日）所在周公布的

中国网球国家积分排名。各代表队的所有运动员，按照积分序列，

将三个最高单打积分和三个最高双打积分之和相加，排出全部顺

序。如合计积分相同的代表队以抽签方法决定排序。 

（五）循环赛的名次按各队获胜次数多少决定名次。如两队

获胜次数相等，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如三队或

三队以上获胜次数相等，则按以下逐条顺序判断名次： 

1.以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获胜场数； 

2.以在本组循环赛中获胜次数相同的团体之间的比赛获胜盘

数百分比； 

3.以在本组循环赛中获胜次数相同的团体之间的比赛获胜局

数百分比； 

获胜场（盘、局）数百分比=胜数 /（胜数+负数）×100% 

4.抽签； 

5.判断在同一轮次的名次中，还剩两个队仍然相同的情况下，

按照两队之间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 

6.双打平盘决胜局（抢 10）在计算获胜盘数百分比时按一盘

计；双打平盘决胜局（抢 10）在计算获胜局数百分比时按一局计。 

（六）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十四运竞赛改革的总体工作要

求，基础体能测试成绩将作为竞技项目比赛过程中晋级淘汰某一

环节的唯一依据。网球项目的基础体能测试项目参照国家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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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试内容和标准（见附件），第一阶段取得出线资格的 16 支代

表队通过体能测试成绩排出前八支队伍，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

各代表队体能测试成绩取各队第一阶段出场运动员测试数据的平

均值。如第一阶段参赛队伍不足 16 支（含 16 支），则直接进行体

侧，依据所有报名运动员测试数据的平均值确定前八的资格队伍。

如各代表队体能测试成绩出现相等的情况，按运动员测试的单项

成绩最低值及个数的高低顺序排出最后的名次。 

八、抽签方法 

（一）参赛代表队不足 16 个时（含 16 个），直接通过各队体

能测试成绩确定前八的资格队伍。 

第二阶段 8 个位置单淘汰赛： 

决出 1-2 名、第 3 名并列、第 5 名并列。 

（1）代表队积分前两名分别进入 1 号位和 8 号位，第三、四

名进行抽签，第三名先抽签，进入 3 号位或 6 号位，另一队自动

进入另外的位置； 

（2）代表队积分五至八名的队伍抽签进入剩余 1/4 区的相应

位置。 

（二）参赛代表队为 24 个以下时，分为四个小组进行第一阶

段比赛。 

1.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赛： 

（1）前四个种子队，依排序分别进入 A、B、C、D 组的一号

位置； 

（2）其它各队根据排序（没有排名或积分的队先抽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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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每批四个队的原则，抽签分别进入四个组的其它位置（各批进

组的位置号，按 2、3、4、5、6 依次排列）； 

（3）当参赛队为非 4 的整倍数时，按照种子有利的原则，其

余队按 B、C、D 组倒序依次抽签进入 D、C、B 各组； 

（4）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各小组参赛队循环比赛轮次采用

蛇形排列法旋转进行。当每小组参赛队为单数时，其位置顺序为：

“1”号位固定在左上角的位置，“0”、“2”、“3”……等位按逆时

针旋转排列；当每小组参赛队为双数时，其位置顺序为：“1”号

位固定在左上角的位置，“2”、“3”……等位按逆时针旋转排列；

并均按逆时针轮转排序进行比赛轮次安排。 

轮次图表如下： 

单数时：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1 vs 5 1 vs 4 1 vs 3 1 vs 2 1 vs 0 

0 vs 4 5 vs 3 4 vs 2 3 vs 0 2 vs 5 

2 vs 3 0 vs 2 5 vs 0 4 vs 5 3 vs 4 

双数时：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1 vs 6 1 vs 5 1 vs 4 1 vs 3 1 vs 2 

2 vs 5 6 vs 4 5 vs 3 4 vs 2 3 vs 6 

3 vs 4 2 vs 3 6 vs 2 5 vs 6 4 vs 5 

2.第二阶段 8 个位置单淘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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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出 1-2 名、第 3 名并列、第 5 名并列。 

（1）第一阶段各小组前 4 名的代表队进入第二阶段，16 支

队伍通过体能测试成绩确定八支队伍进入第二阶段单淘汰赛； 

（2）代表队积分前两名分别进入 1 号位和 8 号位，第三、四

名进行抽签，第三名先抽签，进入 3 号位或 6 号位，另一队自动

进入另外的位置； 

（3）代表队积分五至八名的队伍抽签进入剩余 1/4 区的相应

位置。 

（三）参赛代表队多于 24 队时（含 24 个），分为八个小组进

行第一阶段比赛。 

1.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赛： 

（1）前八个种子队，依排序分别进入 A/B/C/D/E/F/G/H 组的

一号位置； 

（2）其它各队根据排列顺序，按每批八个队的原则，抽签分

别进入八个组的其它位置（各批进组的位置号，按 2、3、4、5…

依次排列）； 

（3）当参赛队为非 8 的整倍数时，按照种子有利的原则，其

余队按倒序依次抽签进入 H/G/F/E/D/C/B 各组最后的位置； 

（4）第一阶段小组赛循环方法同于参赛代表队为 24 个以下

的方法。 

2.第二阶段 8 个位置单淘汰赛： 

决出 1-2 名、第 3 名并列、第 5 名并列。 

（1）第一阶段各小组前 2 名的代表队进入第二阶段，16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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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通过体能测试成绩确定八支队伍进入第二阶段单淘汰赛； 

（2）代表队积分的前两名分别进入 1 号位和 8 号位，第三、

四名进行抽签，第三名先抽签，进入 3 号位或 6 号位，另一队自

动进入另外的位置； 

（3）代表队积分五至八名的队伍抽签进入剩余 1/4 区的相应

位置。 

（四）在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抽签时，对同一注册单位或俱

乐部的两个以上的代表队分组回避，并采用先进组后按积分排序

入位，必要时可采取人为控制的方法；第二阶段比赛抽签时，对

同一注册单位或俱乐部的代表队不进行分区回避。 

（五）赛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比赛均采用单打 3 盘 2 胜、

平局决胜制；双打 3 盘 2 胜、平局决胜和无占先计分法、决胜盘

为 10 分平盘决胜局制。在特殊情况下，为使比赛顺利进行，组委

会根据相关规定有临时更改赛制的权利。 

（六）未进入第二阶段淘汰赛比赛的各队按体能测试及在第

一阶段小组循环赛中的成绩排出名次： 

1.参赛代表队为 16 个以下时（含 16 个）：并列第九名； 

2.参赛代表队为 24 个以下时：进入第二阶段但未进入淘汰赛

的代表队并列第 9 名、小组第五名并列第 17 名、、、依次类推排出

名次）； 

3.参赛代表队多于 24 个时（含 24 个）：进入第二阶段但未进

入淘汰赛的代表队并列第 9 名、各小组第三名并列第 17 名、小组

第四名并列 25 名、、、依次类推排出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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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赛事监督、裁判长、裁判员 

（一）赛事监督代表中国网球协会对比赛实行全面监督。其

主要职责： 

1.担任终审仲裁人员，运用竞赛手册、规程和中国网球协会

审定的最新版竞赛规则，指导、督促、协调赛区工作，确保比赛

顺利进行； 

2.每站比赛结束后，赛事监督须将比赛秩序册、成绩册、承

办单位和裁判员评估表等比赛资料汇总后交中国网球协会； 

3.没有委派赛事监督时，由裁判长行使监督职权。 

（二）正副裁判长由中国网球协会选派。其主要职责是： 

1.检查和确保比赛设施符合标准、器材的完备； 

2.组织裁判员赛前理论学习和实习等各项工作； 

3.为改善比赛中裁判工作，有权撤换临场裁判员； 

4.解释处理比赛现场发生的各项事宜； 

5.主持抽签工作； 

6.在赛场和指定住宿地的明显处安置公告栏，及时告知运动

员有关比赛信息。在第一阶段比赛开始的前一天公布参赛运动员

名单、运动员积分、代表队排序等，以及每日比赛结束后公布当

日成绩和次日比赛秩序表； 

7.若无赛事监督同意，裁判长不能上场担任临场裁判员； 

8.比赛结束后，填写裁判工作评估表等与比赛相关的表格，

提交竞赛工作总结至赛事监督，并由赛事监督上报中国网球协会。 

（三）裁判员： 



11 

 

1.主裁判由中国网球协会选派； 

2.司线员由承办单位和各省市推荐，由中国网球协会审定； 

3.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比赛使用司线员，由裁判长依情而定；

半决赛与决赛每场比赛至少有 3 名司线员。 

十、奖励 

（一）男女代表队 1-8 名奖励《中国网球协会获奖证书》；1-3

名奖励《全国网球竞赛奖章》； 

（二）冠、亚军各设奖杯一座（由承办单位制作）。 

十一、对运动员、教练员、领队以及随队人员、观众等违反

行为准则的处罚 

（一）各参赛单位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领队、裁判员、

工作人员及随队人员、观众等应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

一步规范体育赛场行为的若干意见》、《中国网球协会竞赛纪律规

定和处罚办法》、《中国网球协会竞赛工作纪律》等文件要求。 

（二）运动员在比赛中或在赛区违反运动员行为准则，被取

消比赛资格后，在此次赛事中将不得再代表其队参加后面的任何

比赛。 

（三）每场比赛中，各队可指派一名教练员或领队坐于场内

指定的位置上，在运动员休息时进行指导（包括在运动员去卫生

间或更衣时）。在场上的领队或教练员不得对临场裁判员的判罚提

出任何质疑，裁判员只与比赛中的运动员对话，若领队或教练员

违反此规定，该场比赛的运动员将对该领队或教练员的行为负责，

裁判员将按比赛的运动员违反“指导”的行为准则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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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上的领队或教练员要体现职业操守，不得有穿拖鞋、赤

背、吃零食、吸烟等不文明的行为。 

（四）领队或教练员在非指导时间内进行指导或干扰比赛，

以及其他非指定教练员或运动员等相关人员使用指导性语言与手

势指导，则按三级处罚制（1.警告；2.罚分；3.责令场上领队或

教练员离场，取消临场指导的资格后不允许其他人员替换）处理。 

（五）进入比赛场地内的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均不得携

带和使用任何通讯设备(用于统计运动员技术数据且不具备通讯

功能的平板电脑除外)。否则，将按三级处罚制的有关规定进行处

罚。 

（六）非伤病原因在比赛期间拒绝继续比赛者（队）视为罢

赛。凡罢赛者（队）将取消其已取得的所有成绩。 

（七）拒绝参加颁奖仪式和拒绝佩戴奖牌者（队），将取消该

代表队已取得的所有成绩。 

（八）凡罢赛、拒绝参加颁奖仪式和拒绝佩戴奖牌者（队），

将视情节采取警告、通报批评、停赛、禁赛等处罚。 

（九）要文明观赛、理性助威，严禁在比赛中起哄、乱叫、

向赛场内投掷水瓶（杂物等）、鼓倒掌、喝倒彩等违背体育精神的

行为，严禁侮辱谩骂、围攻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

严禁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严禁以任何形式干扰比赛秩序。 

（十）运动员、教练员、领队、裁判员、工作人员及随队人

员、观众等有下列行为的，将视情节采取警告、取消比赛成绩、

通报批评、停赛、禁赛、禁止参赛和从事与网球项目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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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处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由公安机

关处以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 

1.虚假比赛行为。如在运动员参赛资格（包括运动员年龄）

上弄虚作假、为操纵比赛结果而实施的消极比赛行为； 

2.强行进入比赛场内的； 

3.违反规定，在比赛场内、观众席燃放爆竹或者其它物品的； 

4.展示侮辱性标语、条幅等物品的； 

5.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 

6.向场内投掷水瓶（杂物等），不听制止的； 

7.扰乱比赛秩序的其他行为。 

十二、竞赛规则 

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版网球竞赛规则。其中 2020 年

更新部分明确以下几点： 

（一）分与分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25 秒，既上一分结束后至下

一分球被打出的间隔不得超过 25 秒； 

（二）“1-5-1”开始比赛规则，既从最后一名运动员到达其

座椅后开始计算时间，1 分钟内须进行挑边；结束挑边后立刻进

行热身，时限为 5 分钟；热身结束后须在 1 分钟内开始比赛的第

一分。如违反以上时限，临场裁判员将对该运动员给予违反热身

时间规则行为的处罚，既同场比赛第一次违反时给予警告处罚，

连续违反时给予罚分处罚。 

（三）单打与双打之间连场休息时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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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打比赛在 60 分钟内结束，可休息 30 分钟； 

单打比赛在 60 分钟到 90 分钟内（含）结束，可休息 60 分钟； 

单打比赛超过 90 分钟，可休息 90 分钟。 

十三、比赛用球 

比赛用球 Head Tour；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淘汰

赛每场比赛至少使用 3 只新球，9/11 局换球。 

十四、场地、器材、设施 

（一）比赛用场地应符合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版网球竞

赛规则规定标准；为参赛运动员提供训练场地； 

（二）比赛场地上为运动员提供休息椅和遮阳伞等； 

（三）承办单位准备足够的对讲机，提供给赛事监督、裁判

长、裁判员、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使用； 

（四）比赛场地主裁判座椅高度应符合规则标准； 

（五）在赛场旁设裁判长办公室，并配有基本办公设备（复

印机、打印机、传真电话、电脑和网络、挂钟等），并在距离比赛

场地较近处设裁判员、司线员、运动员休息室、更衣室、卫生间

和淋浴间等设施； 

（六）任何时候赛事服务台均应有工作人员值班。 

十五、运动员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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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双打同一方运动员服装底色应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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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参赛队应有统一的出场服。在开幕式、颁奖仪式中，

各参赛队应着统一服装入场； 

（四）运动员上场比赛和赛前练习可以穿着印有国内、外赞

助厂商广告标志的服装。除按规则规定的服装品牌广告外，可以

在比赛服装背后印有 25×10（平方厘米）的赞助厂商名称（文字）；

右前胸印有 10×5（平方厘米）的赞助厂商标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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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经费 

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的一切费用由各代表队自行解决。 

十七、弃权 

抽签后或出场名单确定后弃权将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因伤病弃权： 

经组委会指定医生诊断并确诊（或赛区当地独立医疗机构的

诊断证明）的，因伤（病）不能继续比赛者，此名运动员的成绩

按如下种情况处理： 

1.凡因伤病弃权，须有赛事组委会指定医生证明； 

2.赛前因伤病弃权：则本场比赛成绩为 0-6，0-6； 

3.赛中因伤病弃权：单打比赛中已结束的完整盘数成绩有效，

不完整的盘数按到 6 计算，（例如：第一盘 6-3，第二盘 2-4 弃权，

则第二盘成绩算做 2-6，第三盘成绩算做 0-6）；双打比赛中已结

束的完整盘数成绩有效，不完整的第 1、2 盘按到 6 计算，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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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3 盘按到 10 计算（例如：第一盘 6-3，第二盘 2-4 弃权，则

第二盘成绩算做 2-6，第三盘成绩算做 0-10），依此类推； 

4.需恢复比赛时，应有赛事组委会指定医生的允许恢复比赛

证明，并需得到裁判长或赛事监督批准。该运动员方可继续参加

本轮次的双打比赛和其后轮次单、双打比赛。 

（二）无故弃权： 

1.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场者及其他不按规定参加比赛者，均按

无故弃权处理； 

2.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凡无故弃权者，除本场成绩为负，

还将取消该名运动员代表其队的参赛资格，并按运动员行为准则

进行处罚，同时其代表队不得替补运动员； 

3.第二阶段比赛，凡无故弃权者，除本场成绩为负，不得参

加本轮次的双打比赛，并按运动员行为准则进行处罚。 

（三）特殊情况下退出比赛者，须经组委会研究，决定是否

按弃权处理。 

十八、医疗 

（一）承办单位必须选派 2 名有经验的医生，并在比赛场地

就近设医疗站。每天比赛，医生须自始至终在医疗站，负责处理

治疗运动员比赛期间的伤病，并提出处理意见，以供裁判长参考； 

（二）赛前热身或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可以通过主裁判要求组

委会医生在下一次交换场地时或两盘比赛之间对其进行检查。只有

在发生急性身体状况，需要立即停止比赛时，运动员才可以通过主

裁判要求医护人员立即对其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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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生检查的目的是判断运动员是否出现了可处置的医疗状

况，以及在出现了这种状况时，如何进行医疗处置。检查时间的长

短应合理，需要综合考虑运动员的安全和比赛的连贯性。必要时可

在场外进行； 

2.如果医生确定运动员的身体状况是不需医疗处置的，将告知

运动员不进行医疗处置； 

3.如果医生对运动员进行检查后确定需要额外的医疗处置时

间，裁判长或主裁判可以叫“医疗暂停”。除非医生认为运动员出

现急性医疗状况，需要立即进行医疗处置，否则应在交换场地时或

两盘比赛之间进行； 

4.原则上医疗处置时限为3分钟。特殊情况下，裁判长可以延

长处置时间； 

5.每一次明显的可处置的医疗状况，运动员可以得到一次医疗

暂停。所有中暑和抽筋的临床表现均被视为一次可处置的医疗状

况。所有可处置的肌肉骨骼损伤，如果是动力学链体的组成部分，

也被视为一次可处置的医疗状况； 

6.特殊情况下，如果医生认为运动员至少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急

性的可处置医疗状况，可以由裁判长决定使用最多连续的两次医疗

暂停。具体为：运动员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急性肌肉骨骼损

伤或相关联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医生可以在一次检查中对两个或

两个以上可处置的医疗状况进行医学检查，然后做出是否需要连续

两次医疗暂停的决定； 

7.运动员可以在交换场地时或在两盘比赛之间现场接受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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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处置。作为一个指导原则，每个可处置医疗状况的医疗处置

应限于两次交换场地或两盘比赛之间，在医疗暂停之前或之后进

行，而且不必是连续的。运动员不得因为不可处置的医疗状况而接

受医疗处置； 

医疗暂停或医疗处置之后，恢复比赛中的任何延误行为都将受

到延误比赛处罚； 

8.违反本医疗规则的运动员将依据行为准则中非体育行为的

规定受到处罚。 

（三）比赛中，如果出现紧急医疗状况而运动员没有能力请求

医生帮助，主裁判应立即停止比赛，叫医生对运动员提供帮助； 

（四）比赛前或比赛中，如果一名运动员被认为身体不具备比

赛的能力，医生应通知裁判长，并建议将该运动员裁定为不能参加

即将进行的比赛，或从正在进行的比赛中弃权； 

（五）裁判长采取行动前应非常慎重，他的决定应以运动员的

最大利益为基础，并将所有医学建议和其他信息考虑在内； 

（六）如果组委会指定医生认为该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

改善，能够在比赛中安全地发挥恰当的水平（无论当天还是以后），

由医生出具恢复比赛证明后，该运动员则可以参加后面进行的该赛

事另一个项目的比赛。 

十九、交通服务 

比赛场地距离组委会指定的运动员入住酒店超过1公里，组委

会有义务免费为参赛运动员和教练提供穿梭于赛场和驻地的班车。

班车间隔时间应根据比赛进程和每日比赛场次秩序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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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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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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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报名并参加赛事的运动员及其支持团队成员，都必

须遵守赛事规则和规程政策中的规定并接受其约束； 

（四）作为一个报名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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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和继承人将放弃一切针对国家

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和承办单位等比赛授权单位的索赔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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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十二、本规程的解释权属中国网球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