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体字〔2016〕280 号 

 

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关于印发 2016 年中国桌式足球公开赛

暨全国青少年桌式足球赛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社体中心（群

体处、体总秘书处），各有关院校，各桌式足球俱乐部： 

    为进一步落实全民健身计划，丰富阳光体育活动内容，促进

桌式足球运动的发展，中国桌式足球公开赛暨全国青少年桌式足

球赛定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行。本

次比赛同时也是国际桌式足球联合会（ITSF）积分系列赛中国站。

比赛成绩将作为 2017 年在德国举办的桌式足球世界杯中国队选

拔依据。 

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体育总局社体中心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中国桌式足球公开赛（ITSF 国际积分赛） 

暨全国青少年桌式足球赛 

竞 赛 规 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承办单位：江苏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张家港市体育局 

支持单位：国际桌式足球联合会（ITSF） 

二、时间与地点 

2016年 11月 11—13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福前实验小学举办。 

    三、比赛器材 

国际桌式足球联合会赛事认证球台。 

四、竞赛项目 

（一）成人组：公开单打、公开双打、分级别单打、分级别

双打、抽签双打。公开赛成绩纳入 ITSF 积分系列赛。 

（二）青少年组（1997 年 11 月 11 日以后出生）公开单打、

公开双打、团体赛。公开赛成绩纳入 ITSF 积分系列赛。 

    五、比赛规则 

（一）成人组采用 ITSF 最新竞赛规则。 

（二）青少年组采用 ITSF 青少年简易规则（详见附件 1）。 

六、竞赛方法 

（一）成人组：分为预赛和复赛两个阶段；根据 ITSF 最新世

界排名设立种子选手，种子选手直接进入复赛；其他选手首先进

行预赛排位赛，并根据预赛排名进入相应组别进行复赛；复赛均



采用淘汰赛制。 

    （二）青少年组：分为预赛、复赛两个阶段进行（具体竞赛

安排见附件 2）。 

    （三）视各组别报名人数组委会如对赛制进行调整，将于赛

前技术会议公布并进行抽签。 

七、报名与报到 

（一）请填写《2016 年中国桌式足球公开赛报名表》，并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发送邮件至：345334456@qq.com，联系人：

方赟，电话：18952442197。 

    （二）参赛服务费 

成人组：200 元/人，青少年组：100 元/人。按组别缴纳报名

费后，可参加该组别所有比赛项目。 

（三）请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到张家港市华芳金陵国际酒店

报到，并一次性交纳食宿费用和参赛服务费。当晚 19 时在福前实

验小学体育馆召开赛前技术会议，请各参赛队准时参加（具体报

到地点、联系方式、交通路线见附件 3）。 

八、裁判与仲裁 

    组委会设立仲裁委员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会条

例》开展工作。仲裁委员会成员、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 

    九、名次录取与奖励 

各组别录取前 8 名并给予奖励（不足 8 队减 1 录取），前 3

名颁发奖牌、奖杯、证书，4—8 名颁发证书。 

中国公开赛（ITSF 积分赛）成人组总奖金额 50000 元人民币。 

十、本规程由主办单位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 

 

国际桌式足球比赛基本礼仪与规则 

青少年组简易版（Junior Rules） 

 

    一、基本礼仪  

    01. 注意球场礼仪，赛前与赛后均需双方握手，尊重对手，不可叫嚣或

有不礼貌之言语、行为，并保持良好运动员精神与态度。  

    02. 刻意摇动及冲撞球台、对球吹气或以言语挑衅、漫骂均属犯规，情

节严重者判技术犯规或出局。 

    ※违反上述规定者(01、02)，裁判将进行警告，警告两次后，第三次起

将依序判罚如下：失去球权、输掉一盘、输掉比赛。同时情节重大者，得

经裁判组审议后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二、选边与发球  

    03. 用猜硬币(正反面)、猜桌式足球(在左右手)或猜拳方式，赢者可先

选择选边或发球权，若赢者选边则输者先发球。  

    三、发球规定  

    04. 发球时请将球直接置放于五人握把中央两小人之间(不可从球洞发

球)，发球时必须示意等对方回应其已准备好(国际赛规定：发球者需说

"Ready？"或"OK？")才可以开始踢球。  

    05. 中场发球时必须先将球横向传给 5 人杆的另一个人偶，当触及此

人偶的 1 秒钟后将开始计时，也才可以传球或攻击，否则算违例改由对方

发球。上述等候一秒钟的规定，并未要求把球停住，球是可以持续移动的。  

    ※违反上述规定者(04、05)，将判发球犯规，第一次警告并由原发球方

重新发球，第二次违反本项规定时，将判由对方中场重新发球。  



    06. 进球后由被进球方重新发球，下局开始的发球权由前局最后的被进

球方发球(负方)。  

    07. 除了五人杆之间的死球由原发球方重发外，其它死球一律由最接近

球的后卫发球。  

    08. 因攻击或传球使球飞离球桌，由对方后排发球(防守方)。  

    09. 比赛中，球飞撞球台外围围栏立即掉回台面时比赛持续进行，但如

果球在外围围栏上”滚行”时则视为球飞离球桌。  

    四、犯规规定  

    10. 击球前或击球后，旋转球杆超过 360 度以上犯规(击球前和击球后

的度数须分开计算)，但若旋转球杆并没有将球击出或没有碰到球，则不构

成旋转球杆犯规。  

    ※违反击球规定者，将判由对方中场重新发球。 

    11. 比赛途中不可与队友或非参赛人员讨论战术（包括语言和动作），

否则视为犯规。  

    ※违反击球规定者，得判为干扰比赛，第一次违规时，如裁判判定此

一行为无危害性，得警告一次，若进攻方因干扰比赛获利而进球，裁判有

权决定得分不算，并由对方中场重新发球。第二次违反本项规定时，将判

由对方中场重新发球。  

    五、其他规定  

    12. 球进洞再反弹出来，视同进球。但若是打到门框弹出来，则不算进

球，比赛继续进行。  

    13. 三战两胜或五战三胜制，局与局之间换场时间为 90 秒。  

    六、传球规定 

    14. 中排 5 人杆运球撞墙壁只能撞 2 次，第三次撞墙壁时必须是攻击

出去或传出去，不得继续运球。球被对方阻挡弹回后则重新计算次数。  



    ※未符合本项规定者，将判由对方中场重新发球。  

    ※因青少年比赛仍属倡导阶段。除争夺冠亚季军的赛事时严格执行外，

其他阶段的比赛皆以警告提醒、传球犯规方重新发球，单场警告超过两次，

第三次犯规时才开始执行罚则，由对方中场重新发球。  

    七、暂停规定 

    15. 球停止时控球方可以喊暂停；若是重发球时则双方都可喊暂停。每

局每队最多二次，每次 30 秒。暂停结束后不可直接射门，必须盘球再攻。  

    ※暂停时，选手可饮水及讨论战术。  

    16. 特殊情况下可申请医疗暂停(参赛者不适或受伤)或官方暂停(具争

议或质疑情况下)。  

    17. 双打比赛，在得分后、暂停时、技术犯规时，两队皆可要求前后排

互换。若两队同时要求时，应由控球方先决定位置，非控球方可视对手的

位置后再行决定己方位置。  

    八、检录和取消资格 

    18.开赛前半小时检录，未检录者，将取消参赛资格。  

    19. 赛事进行前 20 分钟，将公告赛程表，如完成检录手续却未在赛程

表中看到选手名字时，须于开赛前 15 分钟向赛事组提出修正，逾时将不得

修改赛程。  

20. 赛事进行中，如叫到参赛选手时，须于 2 分钟内抵达比赛桌，并

进行比赛。逾时 2 分钟将持续唱名，超过 5 分钟仍未出现时，该场赛事将

视为主观放弃，直接判负。 

 

注：有关比赛规则和技术疑问可咨询组委会竞赛部 

联系人：单作栋 

电话：13609318381 



附件 2 

 

全国青少年桌式足球赛 

赛制说明 

 

    一、单项（单打、双打）赛 

    预赛阶段： 

１.每位选手将按照 ITSF 竞赛办法分配进行 7 场（每局 7 分）

比赛。 

２.根据比赛结果进行排名。 

３.依据名次，将参加复赛选手分为： 

       A 精英组（1~16 名） 

       B 高级组（17~32 名） 

       C 中级组（33~48 名） 

       D 普通组（49~  名） 

    复赛阶段：采用单淘汰赛制；精英／高级组采用每场三局两

胜，每局５分；中级／普通组采用一局 7 分。 

    二、团体赛 

    采用双淘汰赛制；每场 3 局 2 胜、每局 9 分制。 

    第一局：循环双打 

    第二局：循环单打 

    第三局：循环双打 

    三、循环赛赛制说明 

    （一）循环单打 

    第一步：由教练员确定每队 6 名主力选手，按照出场顺序排



列为 1-6 号。 

    第二步：双方按照 1-6 号的选手顺序出场。 

    第三步：双方先由 1 号选手出场，进行比赛；进球一方获得 1

分。 

    第四步：进球方 1 号选手离场，进球方 2 号选手上场；没进

球的一方不得换人，仍由原来选手进行比赛。 

    第五步：1 号选手接到 6 号选手之后，完成循环；以此类推，

直到一方获得第 9 分，取得胜利。 

    （二）循环双打 

    第一步：由教练员确定每队 6 名主力选手，按照出场顺序排

列为 1-6 号。 

    第二步：双方按照 1-6 号的选手顺序出场。 

    第三步：双方先由 1 号、2 号选手出场，进行比赛；1 号选手

操控前场（3 人杆、5 人杆），2 号选手操控后场（2 人杆、守门

员杆）进球一方获得 1 分。 

    第四步：进球方 1 号选手离场，进球方 2 号选手前移操控前

场；进球方 3 号选手出场操控后场，没进球的一方不得换人换位，

仍由原来选手进行比赛。 

    第五步：1 号选手接到 6 号选手之后，完成循环；以此类推，

直到一方获得第 9 分，取得胜利。 

 

 

 

 

 



附件 3 

报到及食宿事项说明 

 

    一、食宿安排 

请各参赛队统一住宿组委会官方酒店：华芳金陵国际酒店，费用标准：

160 元/人/天（标准间、三餐）。自行安排住宿者比赛期间交通和用餐自理。 

    地址：张家港市长安中路 388 号   

    联系电话：0512—58811888 

二、交通路线 

1、从上海浦东机场乘大巴（行车时间：约 3 小时，票价：115 元） 

    地点：连接 T1 和 T2 航站楼的中步行道近磁浮站西侧 100 米  

咨询电话：021—68345743 

发车时刻：11:40/12:50/14:40/15:40/17:40/19:40 

2、从上海虹桥机场乘大巴（行车时间：约 2 小时，票价：88 元） 

    地点：虹桥机场候机楼右侧停车场（虹桥机场－张家港）  

    发车时刻：09:40—21:00（约每 1 小时 1 班）  

3、从上海火车站乘客车（行车时间：约 2 小时，票价：52 元） 

地点：火车站旁 50 米上海长途客运总站 

发车时刻：06:20—18:50（每 15 分钟 1 班） 

 



附件 4 

 

2016 年中国桌式足球公开赛暨 ITSF 国际积分赛 

报 名 表 

 

单位名称 

Team Name 
 

联系人 Contact Name：  

联系电话 Tel：  

E-mail：  

领队 Leader：            主教练 Coath：          助理教练 Trainer： 

 

姓名 Name：                     国籍 Nationality: 

性別 sex ：    □男 M   □女 F         年龄 Age: 

等级 Level： □专业 Pro       □半专业 Semi Pro       □新手 Amateur  

赛 事  Event 

单打 Singles 双打 Doubles 

□公开单打 Open Singles   

 

 

□专业单打 Pro Singles   

 

 

□半专业单打 SemiPro Singles  

 

 

□新手单打 Amateur Singles 

 

□抽签双打 DYP Doubles      

 

□公开双打 Open Doubles       

  搭档姓名：Partner Name 

 

□专业双打 Pro Doubles         

  搭档姓名：Partner Name 

 

□半专业双打 Semi Pro Doubles  

  搭档姓名：Partner Name 

 

□新手双打 Amateur Doubles     

  搭档姓名：Partner Name 

 

 

 



2016 年全国青少年桌式足球赛  

报 名 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领队：                  主教练：              助理教练： 

注： 

1.团体赛报名要求：以学校（或俱乐部）为单位，每队运动员 6～8 人、教练员 1-2 名、领队 1 名，

每单位可报 1-2 支队伍。 

2.比赛时须统一着装。 

3.报名时每人交一张 2 寸近照。 

4.团体赛每支队伍不得少于 6 人。 

 

编

号 
姓  名 英文（拼音） 性別 年龄 年级/科系 参加赛事 双打搭档 

1   □男 

□女 

  □单打  □双打 

□团体赛 

 

2   □男 

□女 

  □单打  □双打 

□团体赛 

 

3   □男 

□女 

  □单打  □双打 

□团体赛 

 

4   □男 

□女 

  □单打  □双打 

□团体赛 

 

5   □男 

□女 

  □单打  □双打 

□团体赛 

 

6   □男 

□女 

  □单打  □双打 

□团体赛 

 

7   □男 

□女 

  □单打  □双打 

□团体赛 

 

8   □男 

□女 

  □单打  □双打 

□团体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