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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桥牌竞赛规则 

第一章 桥牌竞赛 

第 1 条 器材 

一、牌 

比赛用牌的基本尺寸为长 87-88 毫米，宽 57-58 毫米。

牌的背面图案对称，并且有均匀的白边。牌面不得有污

损、划痕。同一副牌的背面图案、颜色、白度一致。 

二、牌套 

牌套上标明牌号、与规则规定相一致的开叫人和局

况。使用发牌机预发牌时，牌套上有发牌机可以识别的牌

号。 

三、叫牌工具 

（一）叫牌卡 

用于表述叫牌进程和内容的专用卡片。每桌配备 4 套，

每套叫牌卡包括实质叫牌卡（各 1 张，共 35 张）、不叫卡

（6 张）、加倍卡（4 张）、再加倍卡（2 张）、提醒卡（1

张）、停止叫牌卡（1 张，用于未使用屏幕的情况），均装

在叫牌盒中。 

（二） 叫牌纸 

在未使用叫牌卡的情况下，采用叫牌纸书写叫牌。叫

牌纸上标明牌号、开叫人和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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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桌 

    比赛牌桌为边长 90-100厘米、高 73-75厘米的正方形牌

桌，每桌配备 4 把椅子、2 个茶几。 

五、屏幕 

    （一）在牌桌上方沿对角线设置屏幕，北家和东家在同

一侧，南家和西家在另一侧。屏幕中央下方设置由南家和

西家一侧开闭的窗口。在牌桌下方沿对角线设置挡板。 

    （二）屏幕长至少超出桌面对角线 40 厘米（即每边至

少超出 20厘米），高 80厘米。窗口长 60厘米，高 20厘米，

下方留有 2-3 厘米高的空隙。 

六、推盘 

推盘中央为牌套放置区（与牌套配套），四周为叫牌卡

放置区，并且标注方位。推盘的颜色不得采用红色、绿色

或者蓝色。 

七、使用规定 

对上述器材的规格和使用，主办单位可以另行规定。 

第 2 条 其他设备 

一、标识 

    赛场背景板、赛场标识、工作室标识、指路标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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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二、比赛表格 

    比赛时间表、比赛成绩表、比赛安排表、轮次表、比

赛分换算表、记分表、出场表、罚分通知单、申诉表。 

三、比赛辅助设备 

    发牌机、电子信息采集设备、转播录入台、记分夹

板、询问及解释用纸、文具用品。 

四、电子办公设备 

    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耗材、电源、网络设施。 

五、显示设备 

    投影仪、平板电视、倒计时钟或标准时钟。 

六、音响设备 

    固定音响、便携音响。 

第 3 条 场地要求 

一、赛场 

    每张牌桌使用面积不少于 9 平方米；采用相同牌型的比

赛，每张牌桌使用面积不少于 12 平方米；赛场主要通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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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少于 1 米。赛场有充足、均匀的灯光照明，在使用屏幕

时桌面不出现阴影。赛场设饮水区。赛场疏散通道和安全

出口畅通。 

二、转播赛场 

    单独转播赛场时，每张牌桌使用面积不少于 20 平方

米。转播桌与其他牌桌在同一场地时，应加以隔档，确保

计算机屏幕不被转播员以外人员看到。 

三、转播厅 

    至少设置 3 个投影屏幕（或大屏幕电视）和 100 个观众

座位。观众座位与投影屏幕间保持不少于 5 米的间隔。转播

厅可以设在场外大厅。转播厅与赛场必须隔音。 

四、场外大厅 

    面积相当于赛场总面积的 1/4，用于赛会信息公告、出

场名单公布、结分、比赛成绩公布和人员疏散。场外大厅

有充足的照明，与赛场隔音。 

五、办公用房 

    2-3 间，每间面积不少于 20 平方米，位于赛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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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卫生间 

卫生间位于赛场附近，团体赛开、闭室分别配有卫生

间。 

第 4 条 场地布置 

    一、赛场内可以设比赛主体会标或背景板。 

    二、赛场内设倒计时钟或标准时钟。 

    三、赛场各区域有各种比赛所需标识。 

    四、场外大厅设置成绩公布区和公告区。 

    五、每张牌桌上标明方位。打同场牌时，相邻牌桌调

整方位，减少运动员无意间看到其他方位牌情的机会（如图

示）。 

第 5 条 竞赛形式 

一、团体赛 

由 4-6 名运动员作为一个队参加的比赛，每场比赛开、

闭室各 1 桌进行，每队上场 4 名运动员。特殊的团体赛，可

以由更多运动员组成一个队，每场比赛分更多牌桌进行。 

二、双人赛 

由 2 名运动员组成一对搭档作为一个参赛者参加的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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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赛 

由 1 名运动员作为一个参赛者参加的比赛。 

四、男子赛 

男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女运动员可以参加男子赛。主

办单位可以规定女运动员不得参加男子赛。 

五、女子赛 

女运动员参加的比赛。男运动员不可以参加女子赛。 

六、混合赛 

由男、女运动员组成搭档参加的比赛。上场搭档必须

由 1 名男运动员和 1 名女运动员组成。女运动员坐东家和南

家，男运动员做西家和北家。 

第 6 条 叫牌体系 

一、叫牌体系分类和标识颜色  

（一） 绿色——自然体系。 

（二） 蓝色——强梅花/强方块体系。开叫 1 梅花或者

1 方块总是表示强牌。 

（三） 红色——人为体系：包括除黄色体系和蓝色体

系以外的所有人为体系。
1
 

（四） 黄色——高度非常用体系，指符合下列任何一

                                                        
1
 例如：(1)某体系的 1 梅花开叫表示三种类型——梅花套，特定范围的均型牌，或者强

梅花开叫。(2)某体系的基本方法（不包括无将范围）按照位置、局况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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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体系： 

1. 在开叫位置的不叫，表示至少有通常一阶开叫牌

力，即使其中可能包括弱牌。弱牌指大牌点低于平均牌力

的一手牌。 

2. 一阶开叫可以比不叫更弱。 

3. 一阶开叫可以低于平均牌力一个 K。平均牌力指有

10 大牌点并且没有牌型价值的一手牌。 

4．一阶开叫表示某个特定花色是长套或者短套。长套

指三张或者更多，短套指两张或者更少。 

5. 一阶开叫表示某个特定花色或者另外一个花色是长

套。 

二、棕色约定叫 

（一）下列约定叫为棕色约定叫： 

1. 任何 2梅花至 3黑桃的开叫，表示可能为弱牌，并且

弱牌时不明确指定某个已知花色至少 4 张。
2
但是下列开叫

不属于棕色约定叫： 

一个二阶低花开叫，表示任意高花的弱二开叫，无论

是否有强牌选项（16 大牌点或者更多）。但是，对手可以在

比赛中查阅书面准备的防守措施。 

2. 对自然一阶单套开叫的争叫，不明确指定某个已知

                                                        
2  一个 2 梅花至 3 黑桃的开叫，它的所有弱牌情况表示一个已知花色至少 4 张，强牌情

况显示比平均牌力至少多一个 K，则不是棕色约定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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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色至少四张。但是下列争叫不属于棕色约定叫： 

（1）自然无将争叫。 

（2）扣叫显示强牌。强牌指大牌点高于平均牌力至少

一个 K 的一手牌。 

（3）针对对方已知花色的跳扣叫，要求同伴在该花色

有止张时叫 3NT。 

3. 任何二阶或者三阶弱两套牌叫牌，可以在其中一个

花色中只有 3 张或者更少。 

4. 体系保护或者体系要求的心理叫。发生的频率足够

使作出叫牌者的同伴知道可能存在重大歪曲的叫牌，为基

于同伴间协议的叫牌，不属于心理叫。 

（二）使用棕色约定叫的运动员必须在体系分类栏中注

明棕色。 

（三）对抗逼叫性人为开叫、棕色或者黄色体系的约定

性争叫，不属于棕色约定叫。 

（四）不得采用可能低于 8 大牌点，并且没有进一步描

述的开叫。 

三、对抗黄色体系和棕色约定叫的防守措施 

（一）使用黄色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的运动员，必须提交

清晰明确的针对自己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的防守措施。 

（二）为对抗黄色体系，使用绿色、蓝色、红色体系的



 13 

运动员可以改变他们的体系（包括开叫），但是使用黄色体

系的运动员不可以改变他们的开叫。 

（三）使用黄色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的运动员，必须书面

告知对方，本方针对防守措施的反措施，其中不得改变他

们体系中高度人为的部分。 

（四）对抗黄色体系和棕色约定叫的运动员可以书面准

备防守措施。该防守措施应该按照规定时间提交。 

（五）防守措施的查阅 

1. 使用黄色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的运动员为对方提供的

防守措施和针对防守措施的反措施仅供对方查阅。 

2. 为对抗黄色体系或棕色约定叫而设计的防守措施，

双方均可查阅。 

（六）提交时间 

1. 黄色体系和棕色约定叫以及为对方准备的防守措

施，于报名时向主办单位提交清晰明确的电子版文档。主

办单位予以公布或者分发给各相关参赛队。 

2．对抗黄色体系和棕色约定叫的防守措施，于报到时

向主办单位提交书面文档。使用黄色体系和棕色约定叫的

参赛队可以向主办单位查询。 

3. 针对黄色体系和棕色约定叫的防守措施的反措施，

于当场比赛开始前书面提交给对方。 

四、叫牌体系使用规定 

（一）主办单位可以规定比赛是否允许使用某类叫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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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二）两队直接对抗 16 副及 16 副以下的比赛不得使用

黄色体系和棕色约定叫。 

五、心理叫 

（一）心理叫指蓄意作出的对大牌牌力或者花色长度有

重大歪曲的叫牌。 

（二）只有叫牌者的同伴与对手同样无法预期的情况

下，心理叫才允许使用。 

（三）主办单位可以对心理叫的使用做出限制。 

第 7 条 防守信号 

一、运动员自行设计的，在防守时通过打出牌张的花

色、大小、次序等方式传递自己持牌信息的方法，为防守

信号。 

二、防守信号必须充分公开。运动员不得采用只有防

守方自己了解的信号。 

第 8 条 约定卡 

一、约定卡用于运动员公布所用叫牌体系和防守信

号。 约定卡的样式由主办单位规定。 

二、运动员应该按照主办单位要求在比赛前提交约定

卡。每位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约定卡。约定卡用中文填

写，其中可以有桥牌专用英文符号。 

三、运动员必须完全公开对方需要防守准备的约定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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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叫牌处理方法。约定叫应该填在约定卡中，如果内容较

多应该在附页中给出解释和完整的发展。没有填写在约定

卡中的约定叫不得使用。使用黄色体系或者棕色约定叫的

运动员特别有责任提供他们的叫牌和后续发展的完整描

述。 

四、运动员在叫牌打牌期间不得查阅己方的约定卡、

笔记和一切可以帮助记忆的工具（如叫牌卡上的得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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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竞赛组织 

第 9 条 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应该遵守本规则，负责制定比赛规程、规

定，确定场地器材，排定赛事日程，接受报名，选派裁

判、仲裁委员和工作人员，公布成绩，奖励优胜等与比赛

相关的各项工作。 

二、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负责落实场地器材，选派辅助人员，保证赛

事安全和后勤保障。承办单位还负责其他相关赛事组织工

作。 

三、组织委员会 

比赛期间，组委会行使主办单位的部分权力。 

第 10 条 参赛者 

一、报名 

（一）参赛者应该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报名手续，否则

不得参加比赛。 

（二）除另有规定外，团体赛由 4 至 6 名运动员组成一

队报名参赛；双人赛由 2 人为 1 个参赛者报名参赛；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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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为参赛者报名参赛。 

（三）一个人不得在同一级别比赛中兼任其他队的领

队、教练员或运动员。 

（四）已报名者不得无故不参加比赛。 

二、领队 

（一）各参赛队应该设领队或者指定一人行使领队职

责。 

（二）领队的职责 

  1. 作为参赛队的正式代表，是参赛队的责任人。 

2. 监督竞赛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进行。 

3. 督促本队成员维护社会公德、加强公共意识、注重

桥牌礼仪、遵守主办单位的各项规定。 

4. 按时参加领队会，并且将领队会的内容准确、详尽

的告知本队成员。 

三、教练员 

协助领队做好本队各项参赛工作。 

四、运动员 

1. 运动员应该符合竞赛规程对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规

定。 

2. 未经裁判特别许可，一节比赛中不得更换运动员；

双人赛中不得由 3 名或者 3 名以上运动员组成一对搭档参加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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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队 

（一）相关队的判定标准由主办单位规定。 

（二）相关队按照不相遇、早相遇的原则编排。 

（三）双人赛和个人赛，来自同一单位的选手按照不相

遇、早相遇的原则编排。 

第 11 条 竞赛工作人员 

一、技术代表 

    主办单位的正式代表。负责监督并确保比赛按照规

程、规则和相关规定正常举行，负责所有竞赛工作人员的

管理、工作调整和工作衔接，是竞赛方面所有技术问题的

最后决定者。未设技术代表时，由裁判长负责其职责。技

术代表由主办单位选派。 

二、裁判 

    （一）裁判长负责整个赛事的比赛组织，协调副裁判长

和裁判员的工作。 

    （二）副裁判长和裁判员是裁判长的助手，具体负责某

项比赛、某个赛场或某个区域的比赛组织。 

    （三）编排长负责比赛编排。未设编排长时，由裁判长

负责其职责。 

    （四）裁判由主办单位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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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国桥牌协会主办的全国性竞赛裁判长、编排长

和副裁判长由国家级裁判员担任，裁判员由国家级或者一

级裁判员担任。 

三、记录长 

    负责比赛的成绩收集、统计和公布比赛结果，收集并

检查比赛记录，对违例的纠正和处罚进行记录。按照裁判

长的指令, 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对比赛成绩进行更正。 

四、电子系统主管 

    负责比赛中计算机网络的保障，电子信息采集设备系

统运用，使用计算机进行编排和成绩管理，比赛转播系统

运用。 

五、发牌主管  

    负责比赛用牌的预发和管理工作。发牌主管由主办单

位选派。 

六、竞赛辅助人员 

    （一）传牌员：负责比赛用牌的分发、传递、回收，记

分表的发放、收集，协助进行赛场管理。接受裁判指导和

管理。 

    （二）发牌员：负责预发比赛用牌。接受发牌主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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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 

    （三）转播录入员：负责转播录入。接受计算机主管指

导和管理。 

第 12 条 裁判的职责和权力 

一、遵守比赛规程，执行规则和相关规定。 

二、对场地、器材、设施等进行指导和检查。 

三、竞赛编排。 

四、维护赛场秩序，保证竞赛正常进行。 

五、发现并解决争议。 

六、收集、整理和公布成绩。 

七、接受申诉并且送交仲裁委员会。 

八、撰写和提交竞赛报告。 

九、主办单位授权裁判行使的其他职责和权力。 

十、主办单位或技术代表可以将部分裁判职责和权力

交由其他人员负责。 

第 13 条 裁判执场指南 

一、宣布比赛开始、结束，提醒比赛时间。 

二、宣布比赛特别要求和注意事项。 

三、对比赛的场地分配、座位安排、器材准备进行赛

前核实检查。 

四、收集参赛队出场人员名单，核对上场人员。 

五、执场时，随身携带规程、规则和相关规定。 

六、出现争议时，全面调查事实情况，完整告知规则

选项，公正、准确做出裁决，适时宣布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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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根据非违规方的请求，可以允许非违规方放弃纠

正权。 

八、对可能存在争议的裁决，告知申诉权，并说明申

诉的程序和时限。 

九、接受所有符合程序要求的申诉，及时送交仲裁委

员会处理。 

十、在规则规定的时限内，对以任何方式察觉的错误

或违规加以纠正。 

十一、扣罚比赛分数时，在规定的时间内告知参赛者

并取得确认。 

十二、遇有突发事件时，保持冷静，及时稳定赛场秩

序。需要组织离场时，保证安全有序。 

第 14 条 确定比赛办法 

一、裁判根据比赛规程确定具体比赛办法、编排办

法、种子队和相关队。 

二、将比赛办法、编排办法、种子队和相关队公告参

赛者。 

三、抽签决定各参赛者的分组与序号。 

第 15 条 淘汰赛的编排 

一、单败淘汰赛 

（一）单败淘汰赛的组织方法 

1．确定比赛的轮数及每轮比赛牌数。 

2．抽签确定各参赛队的比赛号码、比赛位置。 

3．按照单败淘汰赛编排表组织比赛。各对阵区域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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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之和相等；有轮空时，从 1 号队开始依次安排轮空。 

（二）种子队 

1. 确定原则：强队设为种子队，种子队数一般为 2 的

整数幂。 

2. 号码位置：最强的种子队列为 1 号，次强的队列为 2

号，依此类推。 

二、双败淘汰赛 

（一）标准编排：败区比胜区多进行一轮比赛，使败区

保留的队数与新进入败区的队数相等。败区每轮中，全部

为败区胜队之间的比赛，或者全部为败区胜队与新进入败

区队之间的比赛。 

（二）紧凑编排：不要求败区保留的队数与新进入败区

的队数相等。败区每轮中可能有败区胜队之间的比赛和败

区胜队与新进入败区队之间的比赛。新进入败区的队各轮

交替从上或从下安排对手。 

三、分区淘汰赛 

分阶段进行的比赛，根据上一阶段比赛成绩将进入淘

汰赛的队进行分区，不同分区内的队分别进行单败、双败

或多败淘汰赛。 

四、淘汰赛对手的选择 

    分阶段进行的比赛，可以规定上一阶段名次列前的

队，有权在相应范围内优先选择淘汰赛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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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 循环赛的编排 

一、抽签前应该公布比赛轮次表。 

二、双循环或多循环赛中，各队在前一循环后的排名

为后一循环的队号。 

三、根据前期成绩确定循环队号的编排中，有相关队

须提前相遇时，先按相关队中排名最靠前的队号确定其他

相关队的队号，再依次排列其他不相关队的队号。 

第 17 条 积分编排赛 

一、积分编排赛 

以积分的相同或者相近为原则决定比赛编排的比赛。

两队之间不重复相遇，按最后积分确定名次。  

二、特殊积分编排赛 

参赛队数为 2
n
个以内，进行 n轮比赛。第二轮起分别按

胜区和败区编排，当胜区为单数队时，败区成绩最好的队

进入胜区，各区内按积分编排对阵。胜区最后一支胜队获

得冠军，以后名次则按最后积分确定。 

三、第 1 轮对阵，安排强队对弱队。 

四、分阶段进行的积分编排赛 

（一）下一阶段不带分进行 

按前一阶段比赛名次，蛇形编排第 1 轮对阵。 

（二）下一阶段带分进行 

按积分高分对高分编排第 1 轮对阵。 

（三）同一阶段内，两队之间不重复相遇。 

五、编排中遇积分相等的情况 

（一）区分同分队的排名（如采用计算机进行编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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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编排； 

（二）无法及时区分同分队排名时，单数轮从小号队排

序到大号队（小号队排在前），双数轮时从大号队排序到小

号队。 

六、单数队积分编排赛，每轮积分最少的队轮空，一

个队只能轮空一次，轮空队该轮得分为平局时的 1.2 倍。 

七、积分编排赛最后一轮之前，有参赛队一定获得阶

段第一名时，不安排该队参加本阶段剩余的比赛。该队本

阶段剩余比赛的得分为其之前所有场次的平均得分。 

八、已经编定下一轮比赛编排后，发现此前比赛中有

需要更正成绩的情况，在一个阶段比赛最后两轮前出现，

比赛按原编排继续进行；在最后两轮出现，按更正后的成

绩重新编排，进行比赛。 

第 18 条 主客队 

一、主客队确定 

（一）循环赛 

比赛轮次表中，队号在前的队为主队。双循环赛，第

二循环对阵双方在第一循环中为客队的队在第二循环中为

主队。 

（二）积分编排赛 

比赛对阵表中，队号在前的队为主队。一般安排单数

轮对阵双方中的小号队为主队，双数轮大号队为主队。 

（三）淘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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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抽签决定各节主客队。 

    2. 偶数节淘汰赛 

    先由抽中签的队挑选其中的 1 节为主队，再由未抽中签

的队在剩余的各节中挑选 1 节为主队；如此交替选择，直至

选完。 

    3. 奇数节淘汰赛 

    先由抽中签的队选择最后 1 节为主队或客队，其他各节

按偶数节淘汰赛的办法依次选定。 

    （四）加赛 

    抽签决定主客队。抽中签的队选择为主队或客队。 

二、座位 

主队在开室坐南北，在闭室坐东西。客队在开室坐东

西，在闭室坐南北。 

三、座位选择权 

（一）循环赛 

1. 单循环赛：双方均无座位选择权。 

2. 双循环赛：主队有座位选择权。 

3. 三循环赛：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按照双循环赛方式

确定，第三循环双方均无座位选择权。 

（二）积分编排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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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均无座位选择权。 

（三）淘汰赛 

1. 偶数节淘汰赛，主队有座位选择权。 

2. 奇数节淘汰赛，最后一节双方均无座位选择权，其

他各节主队有座位选择权。 

（四）加赛 

双方均无座位选择权。 

（五）有使用黄色体系或棕色约定叫搭档的队无座位选

择权，对方队（没有使用黄色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的搭档）有

座位选择权。对阵双方均有使用黄色体系或棕色约定叫搭

档时，按照本款（一）至（三）确定座位选择权。 

第 19 条 公布出场名单 

一、公布次序 

（一）双方均无座位选择权时，同时公布出场名单。 

（二）一方有座位选择权时，无座位选择权的队先公布

出场名单，有座位选择权的队后公布出场名单。 

二、公布方式 

（一）直接入座 

（二）填写出场表 

（三）网络公布出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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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布时间 

（一）直接入座 

1.比赛开始前 5 分钟，运动员同时入座。 

2.如果对阵双方均等待对方先入座，则及时召请裁判，

采用同时独立填写出场表的方式确定出场名单。 

（二）填写出场表 

1. 双方均无座位选择权时，比赛开始前 10 分钟，双方

同时独立填写出场表公布出场名单。 

2. 一方有座位选择权时，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无座位

选择权的队公布出场名单；其后直至比赛开始前 5 分钟，有

座位选择权的队公布出场名单。 

（三）网络公布出场名单 

参照填写出场表方式确定公布时间。公布时间同时为

系统对外显示时间。主办单位可另行规定公布时间。 

（四）参赛者公布了出场名单或者运动员已入座后，如

果一方要更改出场名单，对方拥有座位选择权。 

第 20 条 比赛用时 

一、比赛时限 

8 副牌——1 小时 10 分钟 

12 副牌——1 小时 40 分钟 

16 副牌——2 小时 15 分钟 

20 副牌——2 小时 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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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比赛副数的打牌时限，按照使用屏幕时每副牌用

时 8.5 分钟，未使用屏幕时每副牌用时 7.5 分钟计算。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每次移位增加 1 分钟移位时间。 

三、需要复制比赛用牌时，按照每复制一副牌 1 分钟的

时间增加相应的比赛用时。 

四、主办单位可以对打牌过快做出限制，规定运动员

比赛用时不得少于比赛时限的三分之二，对于比赛过快的

情况参照比赛超时相关规定处罚。 

第 21 条 迟到 

一、团体赛 

（一）计 VP 的比赛 

迟到 0 —5 分钟：扣 0.5VP； 

迟到 5 —10 分钟：扣 1VP； 

迟到 10 —15 分钟：扣 2VP； 

迟到 15 —20 分钟：扣 3VP； 

迟到 20 分钟以上：以弃权论。 

（二）计 IMP 的比赛 

迟到 0 —5 分钟：扣 1IMP； 

迟到 5 —20 分钟：每 1 分钟加扣 1IMP（未满 1 分钟按

1 分钟计）； 

迟到 20 分钟以上：以弃权论。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 

（一）比赛分制 

迟到 0
—5 分钟：扣 1 副牌顶分的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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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 5
—10 分钟：扣 1 副牌顶分的 10%，酌情扣打 1

副牌，该副牌违规方得平均负分，非违规方得平均正分； 

迟到 10 分钟以上：每 5 分钟加扣 1 副牌顶分的 10% ，

不足 5 分钟按 5 分钟计算，酌情扣打相应牌副，每副牌违规

方得平均负分，非违规方得平均正分； 

迟到一轮：判违规方弃权一轮； 

迟到两轮：取消比赛资格。 

（二）IMP 制 

迟到 0
—5 分钟：扣 1IMP； 

迟到 5
—10 分钟：扣罚 3IMP，酌情扣打 1 副牌，该副

牌违规方得-3IMP，非违规方得 3IMP； 

迟到 10 分钟以上：每 5 分钟加扣 3IMP，不足 5 分钟按

5 分钟计算，酌情扣打相应牌副，每副牌违规方得-3IMP，

非违规方得 3IMP； 

迟到一轮：判违规方弃权一轮； 

迟到两轮：取消比赛资格。 

三、可能知道牌情的牌 

使用转播或者成绩显示系统的情况下，运动员迟到

时，可能有部分牌情通过网络或现场显示已经公布，则： 

（一）团体赛 

安排一定副数的替换牌，替换相应牌副。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 

取消相应牌副。每副牌违规方得平均负分，非违规方

得平均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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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条 超时 

一、团体赛 

（一）计 VP 的比赛 

超时 0 —5 分钟：扣 1VP； 

超时 5 —10 分钟：扣 1.5VP； 

超时 10 —15 分钟：扣 2VP； 

超时 15 —20 分钟：扣 2.5VP； 

超时 20 分钟以上：停止比赛，未开始打的牌取消。 

（二）计 IMP 的比赛 

超时 0 —20 分钟：每超时 1 分钟扣罚责任方 1IMP（未

满 1 分钟按 1 分钟计）； 

超时 20 分钟以上：停止比赛，未开始打的牌取消。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 

（一）比赛分制 

超时 0 —2 分钟：扣一副牌顶分的 5%； 

超时 2 —5 分钟：扣罚一副牌顶分的 10%； 

超时 5 —10 分钟：扣罚一副牌顶分的 20%； 

超时 10 分钟以上：停止比赛，扣罚一副牌顶分的

20%，责任方未开始打的每副牌得平均负分，无责任方未开

始打的每副牌得平均正分。 

（二）IMP 制 

超时 0 —2 分钟：扣罚 1IMP； 

超时 2 —5 分钟：扣罚 3IMP； 

超时 5 —10 分钟：扣罚 6IMP； 

超时 10 分钟以上：停止比赛，扣罚 6IMP，责任方未开

始打的每副牌得 -3IMP，无责任方未开始打的每副牌得

3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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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比赛需要，裁判可以减少允许超时的时间，

但是必须提前 30 分钟公布。 

四、需要停止比赛时，已经开始打的牌，必须打完。 

五、超时扣分为双方扣分的和，按各方应负责任比例

分别处罚。一方运动员认为对方拖延比赛时间，应该立即

向裁判报告，裁判或者仲裁委员通过观察决定双方应负责

任比例。淘汰赛也按此方式处罚。 

六、主办单位对打牌过快作出限制时，参照比赛超时

相关规定处罚，各扣规定分数的 1/2。 

第 23 条 弃权及其处理 

一、团体赛 

（一）连续弃权两场或间断弃权三场的队取消比赛资

格。分节的比赛中，弃权一节即为弃权一场。 

    （二）淘汰赛弃权 

1. 完成当场比赛三分之二节次，按照正常弃权处理。 

2. 未完成当场比赛三分之二节次，按照无故弃权处

理。 

（三）循环赛，取消比赛资格的队参赛场数如未达到当

前阶段比赛总场数的一半，所有与其比赛过的成绩予以取

消；如已达到当前阶段比赛总场数的一半，所有与其比赛

过的成绩予以保留，其他队的按第 26 条计分。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 

连续弃权两轮或者间断弃权三轮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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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阶段比赛 

分阶段的比赛，已经进入下一阶段的参赛者弃权，不

从上一阶段未出线的参赛者中递补。 

四、无故弃权 

（一）弃权必须经裁判长同意，未经裁判长同意的弃权

为无故弃权。 

（二）无故弃权者名次降为该项比赛最后一名，并且可

能给予弃权者进一步处罚。 

第 24 条 弃权后的计分 

一、团体赛 

    （一）计 VP 的比赛 

    1. 弃权方当场的 VP、IMP、TP 均为 0 分。 

    2. 非弃权方当场的 VP 按下述方法中最高的一项计分： 

    （1）非弃权方当前阶段以前几场比赛的平均 VP 数； 

    （2）用 20 减去弃权队当前阶段前几场比赛的平均 VP

数（本项以采用 20:0VP制为例，其他VP制需做相应调整）； 

    （3）平局时 VP 得分的 1.2 倍，一般为 12VP。 

    3. 非弃权方当场的 IMP 按与所得 VP 最接近的 IMP 值

计。 

    （二）一副一比比赛 

     1. 弃权方当场的比赛分、TP 均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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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非弃权方当场的比赛分按每副牌 2 比赛分（以 1、

0.5、0计分时，则为 1分）计；TP按每副牌得 10基本分计。 

    （三）场分制比赛 

    1. 弃权方当场的场分、VP、IMP 均为 0 分； 

    2. 非弃权方当场的场分为 2 分；其它的后续得分为： 

    （1）以 VP 换算的场分制中，按本款（一）2 执行。 

    （2）以 IMP 换算的场分制中，IMP 按 2 场分对应 IMP

的最小值计。 

二、双人赛和个人赛 

    （一）比赛分制 

    每副牌弃权方得平均负分；非弃权方得平均正分。 

    （二）IMP 制 

    每副牌弃权方得-3IMP；非弃权方得 3IMP。 

    （三）场分制 

    1. 弃权方当节（轮）的场分及其它的后续得分均计为 0

分。 

    2. 非弃权方的场分为一节（轮）平局时的 1.5 倍；其它

的后续得分分别按本款（一）或（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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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条 中途退出比赛的计分 

一、中途退出比赛 

    一场比赛期间，因运动员特殊原因不能完成比赛，或

者因纪律性处罚使一方不能完成比赛，均按本条计分。如

果为淘汰赛，中途退出比赛方判负。 

二、构成复式牌的计分 

    按实际结果计分。 

三、未构成复式牌的计分 

    （一）中途退出比赛方 

    1. 在 IMP 双人赛中，按每副牌得-3IMP 计算； 

    2. 在其它比赛中，每副牌均得 0 分。 

    （二）非中途退出比赛方 

    1．团体赛 

    （1）循环赛、积分编排赛 

    每副牌按第 24 条一（一）3 款所得 IMP 除以当节总副

数计算。 

    （2）一副一比比赛 

    每副牌得 2 比赛分(按 1、0.5、0 计分时，则为 1 分)。 

    2. 双人赛和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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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赛分制比赛 

    每副牌得平均正分。 

    （2）IMP 制比赛 

    每副牌得 3IMP。 

第 26 条 免予处罚 

    由于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因素，不能按时参加比赛者，

经主办单位同意，不按迟到、弃权处理。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应安排补打或部分补打所缺比赛。不能安排补打时，

缺赛者按平局计分，其对手的得分按第 24 条计分。 

第 27 条 不能构成复式的牌 

    团体赛中，由于运动员坐错方位造成不能构成复式的

牌时，则： 

一、比赛中发现 

    （一）时间允许，调整座位重新开始。 

    （二）时间不足，酌情减少部分牌副，并且给予双方程

序性判罚。重打牌数不得少于当场（节）一半的比赛牌副，

否则按本条二款处理。 

二、当场（节）比赛结束后发现 

    （一）时间允许，至少重打当场（节）一半的比赛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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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打全），并且给予双方程序性判罚。 

    （二）时间不允许，双方按平局计分，并且给予双方程

序性判罚。 

第 28 条 发牌管理 

    一、发牌室位于赛场附近，不设明显标识，单独管

理，发牌室的钥匙由发牌主管掌握。 

    二、发牌室不得接入网线，屏蔽无线网络。 

    三、比赛牌型不得保留在发牌计算机上。 

    四、比赛用牌应标明使用牌桌。每节比赛结束后，比

赛用牌保留 30 分钟备查。 

    五、比赛期间，发牌室工作人员不得与参赛队有私下

接触。 

第 29 条 电子信息采集设备 

一、电子信息采集设备指用于记录并传输比赛牌桌基础

信息的设备。 

二、比赛中使用电子信息采集设备，需要录入相关信息

时，由南北方负责录入，东西方负责核对。 

三、一轮（节）比赛结束时，双方运动员应该在离开赛

桌前对本桌整轮（节）比赛结果进行核对。如果发现错误，

必须立即报告裁判进行更正。离桌后，再发现错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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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比分，团体淘汰赛除外。 

四、比赛中使用电子信息采集设备，需要录入其他辅

助信息时，相关运动员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正确录入。 

第 30 条 比赛着装 

一、参赛队着装 

参赛队参加比赛，应该遵守主办单位的着装规定。主

办单位没有明确规定的，按第三类着装规定执行。 

（一）第一类着装规定 

1. 运动员上场比赛时穿着统一的、有参赛队标识的服

装。 

2. 参赛队出席开闭幕式、颁奖仪式及正式活动时，穿

着正装或者统一的、有参赛队标识的正式服装。 

（二）第二类着装规定 

1. 运动员上场比赛时着装整洁、得体，不过分暴露。 

2. 参赛队出席开闭幕式、颁奖仪式时，穿着正装或者

统一的、有参赛队标识的正式服装。 

（三）第三类着装规定 

1. 运动员上场比赛时着装整洁、得体，不过分暴露。 

2. 参赛队出席开闭幕式、颁奖仪式时，穿着正式服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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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判着装 

（一）第一类着装规定 

裁判执裁时穿着统一的裁判服装，佩有明显的专用标

识。 

（二）第二类着装规定 

裁判执裁时佩有明显的专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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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牌桌上的程序 

第 31 条 牌和牌套的管理 

一、牌套由北家负责保管和拿取。 

二、正在比赛的一副牌，在打牌结束之前，牌套放置

在牌桌的中心位置。 

三、牌桌上的运动员对于所打牌的牌号、方位、牌张

数目等均负有责任。 

第 32 条 叫牌卡的使用 

一、运动员的第一张叫牌卡应该接触到推盘上自己叫

牌栏的最左端，之后由左到右地放置以后的叫牌卡。叫牌

卡横向保持间距相等，纵向接触到自己叫牌栏的上端。 

二、运动员拿取叫牌卡方式应当保持一致。 

三、运动员拿取和收回叫牌卡时应当轻拿轻放。 

四、比赛结束时，运动员应该把自己的叫牌卡片收回

到自己的叫牌盒中再离开赛桌。 

第 33 条 书写叫牌 

一、书写叫牌的符号 

（一）阶数：用阿拉伯数字 1、2、3、4、5、6、7 表

示。 

（二）叫牌符号：NT（无将）、S（黑桃）、H（红心）、

D（方块）、C（梅花）；X（加倍）、XX（再加倍）、/（不

叫）、∥（最终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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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书写叫牌时，运动员的每一次叫牌应该顺序

书写在叫牌纸上规定的范围内，字体和字的大小前后一

致，书写速度和力度保持均匀。 

第 34 条 提醒3 

一、应该提醒 

下列各类叫牌应该提醒： 

（一）约定性叫牌； 

（二）有特殊含义或者基于同伴间特殊协议的叫牌； 

（三）对于同伴开叫或者争叫的跳叫新花色不逼叫； 

（四）对于一阶花色开叫，未作过叫牌的应叫人应叫新

花色不逼叫。 

二、不得提醒 

未使用屏幕时，下列叫牌不得提醒：  

（一）所有的加倍、再加倍； 

（二）表示均型或者半均型，或者建议打无将定约的任

何无将叫牌； 

（三）四阶或者四阶以上的任何叫牌（第一轮叫牌中的

约定性叫牌除外）。 

                                                        
3 运动员不确定是否需要作出提醒时，则作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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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醒方式 

（一）使用屏幕的情况 

需要提醒时，运动员必须立即向屏幕同侧的对手作出

提醒，当推盘到达另一侧时他的同伴也必须向屏幕同侧的

对手作出提醒。提醒者把提醒卡放置在推盘上屏幕同侧对

手的叫牌栏中他的最后一个叫牌卡的上面；被提醒者以把

提醒卡归还给对手的方式来告知已收到提醒。提醒者不得

采用其它方式或越过屏幕作出提醒。 

（二）未使用屏幕的情况 

由叫出约定叫者的同伴立即作出提醒，提醒者必须将

提醒卡放置在该约定叫上（如未使用叫牌卡则以轻敲桌面的

方式）提醒对方注意。 

（三）未按照规定的方式作出提醒，如果对方表示未得

到提醒的，则视为未作出提醒。 

（四）在使用非正常约定时，使用者应该特别作出提醒

（可能的情况下应该使用“特别提醒卡”）。 

第 35 条 询问和解释 

一、使用屏幕的情况 

（一）所有询问与解释必须以书写方式进行。 

（二）在竞叫期间的任何时候，运动员可以要求屏幕同

侧的对手解释他们的叫牌。 

（三）从竞叫开始到打牌完成期间，运动员只能从屏幕

同侧的对手处得到解释信息。打牌阶段的询问和解释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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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屏幕进行。 

二、未使用屏幕的情况 

（一）询问与解释建议使用书写方式进行。 

（二）在最终不叫之前的竞叫阶段，运动员仅在轮到他

叫牌时，可以要求对方解释所作出的叫牌。被询问的叫

牌，应该由叫牌者的搭档解释。提问者的搭档，在轮到他

叫牌或者打牌前，不得对该提问进行补充提问。 

（三）在最终不叫之后和整个打牌阶段，防家在轮到他

打牌时，可以要求对方充分地解释所作出叫牌的含义。在

轮到庄家或者明手打牌时，庄家可以要求防家对他们的叫

牌或者打牌协议作出解释。运动员的叫牌或者打牌协议被

要求解释时，应该由他的搭档作出解释。 

第 36 条 屏幕的使用 

一、基本要求 

（一）北家负责牌套的拿取，西家负责屏幕窗口的开

闭，北家和南家负责推盘。 

（二）运动员把叫牌卡放置在推盘上并且放开手，视为

作出了叫牌。 

（三）全部 4 位运动员都已经审视所有已经叫出的叫牌

卡之后，运动员才可以把叫牌卡放回叫牌盒中。 

二、使用屏幕时的相关规定 

（一）违例传递过屏幕后 

1. 不能成立的叫牌（不允许的加倍或者再加倍、最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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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之后的叫牌等）必须更正。 

2. 运动员无意识的违例，被屏幕同侧的对手传递过了

屏幕，在规则允许下家接受它的情况下，视为下家已经接

受了这个行动。如果运动员有意识的违例，可能给予调整

分。 

（二）违例尚未传递过屏幕 

违例者或者他屏幕同侧的对手应当指出违例并且召请

裁判。违例的叫牌不应当被接受，应当改正，没有其它判

罚；任何其它违例应当受到判罚。除规则要求以外，屏幕

另一侧的运动员不应当被告知所发生的事情。 

（三）屏幕同侧的两位运动员应该阻止越序首攻。如果

屏幕没有开启，任何越序首攻应当取消，没有其它的判

罚。否则： 

1. 当屏幕被定约方无过错地开启，并且另一位防家没

有作出牌面向上的攻牌，按照牌面向上的越序首攻处理。 

2. 当屏幕被定约方有过错地开启，并且另一位防家没

有作出牌面向上的攻牌，这个攻牌被接受。理论上的庄家

成为实际庄家。如果违例者可能意识到越序首攻会给对方

造成损害，可以给予调整分。 

3．有两张翻明的首攻，那张错误的攻牌成为重罚张。 

（四）即使运动员叫牌使用的时间比正常时间多，他的

迟疑并不违规。与他屏幕同侧的对手不得指出这个迟疑。 

（五）运动员认为屏幕另一侧存在迟疑并且有可能存在

非法信息，他可以在做出首攻并且屏幕开启之前召请裁

判。 

（六）未能按照上面（五）的规定去做。裁判将裁定不

存在任何非法信息。在推移推盘过程中一个不超过 20 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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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不被认为足以传递非法信息。 

（七）如果一位防家暴露了一张牌张，由于使用屏幕导

致庄家没有看见该牌张，明手可以指出这个违例。 

第 37 条 指出违例 

一、规则禁止的除外，在竞叫阶段，运动员无论是否

轮到他叫牌，都可以指出违例。 

二、规则禁止的除外，在打牌阶段，庄家或者防家可

以指出违例。 

三、在打牌阶段，明手不得指出违例，但是可以在该

副牌打牌结束之后指出。 

第 38 条 召请裁判  

一、指出违例后，应该立即召请裁判。运动员（包括明

手）均可以召请裁判。 

二、在裁判未说明所有与纠正相关事宜之前，运动员

不应当采取任何行动。 

三、指出违例之后，下列情况必须立即召请裁判： 

（一）运动员不解释叫牌或者打牌的含义； 

（二）对手改正他或者同伴已经给出的信息； 

（三）关于一个叫牌或者打牌的含义，存在着相互矛盾

的信息； 

（四）不足叫牌； 

（五）越序叫牌、攻牌或者打牌； 

（六）防家暴露了牌张； 

（七）对声称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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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听到他人谈论或讨论可能要打的牌； 

（九）存在其他任何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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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赛场管理 

第 39 条 赛场注意事项 

一、讲究文明礼貌，进入赛场须衣冠整洁并且佩戴有效

证件。 

二、赛场内应该保持安静，赛场周边不得大声喧哗。 

三、赛场内不得开启移动通讯工具。 

四、赛场及赛场周边规定区域内禁止吸烟。 

五、饮酒后不得进入赛场，不得在赛场饮用含酒精的

饮料。 

六、比赛期间赛场内不得使用闪光灯。 

七、进入封闭赛场须经裁判同意。 

八、赛场内以普通话作为交流的语言。 

第 40 条 开室和闭室 

一、设置 

团体赛赛场分别设置开室和闭室。比赛期间只有经过允

许的人员可以进入闭室。 

二、闭室的管理 

（一）下列人员可以进入闭室：在闭室比赛的运动员、

主办单位官员、裁判、仲裁（非运动员）、闭室竞赛辅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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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二）下列人员经裁判同意可以进入闭室：贵宾、组委

会成员（非运动员）、媒体记者等。 

（三）参赛队领队或者他授权一人（非运动员）可以进

入闭室观看本队比赛，并且只能坐在本队运动员身后。必

须于比赛开始前进入闭室，中途离开后不得返回闭室。 

（四）转播赛场不得观看比赛。 

第 41 条 对运动员的要求 

一、遵守规程、规则和相关规定。 

二、尊重对手，尊重同伴，尊重裁判。 

三、在分发、复制比赛用牌和抄写牌型卡期间，不得

离开座位。 

四、除非规则另有规定，不得翻阅己方的约定卡或叫

牌笔记。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可查阅对方的约定卡。 

五、比赛中如果需要离开座位，必须征得裁判同意，

并且与对方运动员（或者裁判指定的人员）结伴而行。 

六、本桌比赛结束之后，迅速退场，不得在其它牌桌

旁停留，不得进入另一室。 

七、比赛中不得与任何人谈论已经打过的牌局。 

第 42 条 对观众的要求 

一、讲究文明礼貌，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管理。 

二、不得以任何方式与运动员进行交流。 

三、不得与任何人说话、谈论牌情（除回答裁判询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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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四、不得指出任何违规和错误，不得就任何涉及事实

或者规则的问题发表言论（除回答裁判询问时外）。 

五、不得干扰裁判的执裁工作。 

六、不得走动看牌。观看使用屏幕的比赛时，不得在

能看到屏幕两侧情况的位置上看牌。 

七、未上场运动员不得观看本队的比赛。 

八、领队或者他授权人员进入闭室按照观众管理。 

九、与参赛队相关的观众违反规定，可能作出对相关

队不利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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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比赛成绩 

第 43 条 记分表 

一、记分表填写 

（一）填写记分表必须字迹工整、栏目齐全。 

（二）记分表应当逐副完整填写。 

（三）正式记分表由南家负责填写，东西方负责核签。 

（四）记分表不得随意更改，如果有误写，应该及时请

裁判签字认定。 

二、团体赛记分表 

（一）南家记录一式三份，第一联结分后交记录台，第

二联自己留存，第三联在离开赛桌前交给裁判。 

（二）东西方记录一份自己留存。 

（三）本桌打牌结束，离开赛桌前双方运动员核对记分

表，更改错误，签名确认，上交第三联。双方核签后记分

结果原则上不得更改，得分不得增加。 

（四）比赛结束之后，双方到结分区结分并且对结分结

果进行核签。胜队将开闭室南家记录的记分表各一张交到

记录台；双方打平，主队交记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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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人赛和个人赛记分表 

（一）逐轮记分表 

每轮比赛结束记分表由裁判收取。 

（二）随牌记分表 

一副牌结束之后将打牌结果记录在记分表上随牌传

递。 

四、使用电子信息采集设备记分 

使用电子信息采集设备记分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 44 条 VP 换算表 

一、使用世界桥牌联合会公布的 VP 换算表。（见附表） 

二、VP 换算表包括小数 VP 换算表和整数 VP 换算表。

中国桥牌协会主办的全国桥牌竞赛，使用小数 VP 换算表。 

三、主办单位可以另行规定使用的 VP 换算表，但必须

于赛前公布。 

第 45 条 更正时限 

一、下列错误在一节（轮）比赛结束，运动员离开赛桌

之前指出，可以更正；否则，原则上不予更正，不得增加

得分，团体赛淘汰赛除外。 

（一）记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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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信息采集设备录入错误。 

二、下列错误在一节比赛规定结束时间后 30 分钟之内

指出，可以更正；超过时限，原则上不予更正，不得增加

得分。 

（一）团体赛淘汰赛记分错误； 

（二）团体赛结分错误； 

（三）双人赛和个人赛录入错误； 

（四）对声称或者承认的异议；  

    （五）指出没有构成复式的牌。 

三、下列错误在下节比赛开始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节

比赛时，该时限为该节比赛规定结束时间后 30 分钟之内）

指出，可以更正；超过时限，原则上不予更正，不得增加

得分。 

（一）公布成绩有错误； 

（二）裁判以任何方式察觉的错误或者违例。 

四、成绩公布明显有误，在第二天比赛开始前（一个阶

段的比赛当天结束时，该时限为该阶段最后一节比赛规定

结束时间后 30 分钟之内）指出，可以更正；超过时限，原

则上不予更正，不得增加得分。 

五、主办单位或者裁判长可以另行规定更短的更正时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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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条 团体赛同分名次的确定 

一、循环赛 

（一）两队 VP 积分相同时，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 两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 率，高者名次列前； 

 

 

 

2. 两队相互间比赛的 VP 值，多者名次列前； 

3. 两队相互间比赛的 IMP 值，多者名次列前； 

4. 两队相互比赛的基本分总和（TP），多者名次列前； 

5. 两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TP 率，高者名次列前； 

TP 率= 
TP 总胜分 

TP 总负分 

6. 加赛 1 副牌，至决定出胜者。 

（二）三队 VP 积分相同时，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 三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 率，高者名次列前； 

2. 如果其中一队在与之对比的两队的比赛中比每一队

都获得更多的 VP，这个队是胜者，剩下的两队按前述“两队

VP 积分相同时”解决，下面类同； 

3. 如果其中一队和另一队在两者之间的比赛中打平，

并且在与之对比的剩下的一队的比赛中获得更多的 VP，这

IMP 率= 
IMP 总胜分 

IMP 总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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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队是胜者； 

4. 如果其中一个队负于与之对比的另两个队，这个队

将排在第 3 位； 

5. 其他情况下，顺序比较以下几条： 

（1）有关队净胜 IMP； 

（2）有关队净胜基本分； 

（3）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TP 率； 

（4）加赛 1 副牌，至决定出胜者。 

（三）4 个队或更多队 VP 积分相同时，按下列顺序决

定名次： 

1. 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 率； 

2. 如果其中一队在与之对比的其他各队的比赛中获得

更多的 VP，或者该队是唯一的只平一场并且战胜其他有关

队的队，则该队是胜者，剩下的 3 队可按“三队同分时”解

决，下面类同； 

3. 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TP 率； 

4. 加赛 1 副牌，至决定出胜者。 

二、淘汰赛 

按下列顺序决定胜负： 

（一）比较两队的基本分总和（TP），多者获胜； 

（二）比较获胜牌副数（包括胜 10 基本分的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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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获胜； 

（三）加赛 8 副牌或 4 副牌； 

（四）加赛 1 副牌，至决定出胜者。 

三、积分编排赛 

（一）两队 VP 积分相同时，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  相互间比赛的 VP 值、IMP 值，多者名次列前； 

2．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 率，高者名次列前； 

3. 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获胜轮数（VP 打平不计），多

者名次列前； 

4. 有关队的平均对手分（某队所遇过的所有对手的累积

VP 除以该队实打比赛轮数），多者名次列前； 

5. 如仍相同，抽签决定。 

（二）三队或三队以上 VP 积分相同时，按下列顺序决

定名次： 

1．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的 IMP 率，高者名次列前。 

2. 有关队在全部比赛中获胜轮数（VP 打平不计），多

者名次列前； 

3. 有关队的平均对手分，多者名次列前； 

4. 如仍相同，抽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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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副一比团体赛 

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一）依次比较同分队在相互比赛中的比赛分、获胜牌

数、基本分，多者名次列前； 

（二）在共同打过的牌中，获胜牌数最多者名次列前； 

（三）在共同打过的牌中，净得基本分总和最多者名次

列前； 

（四）加赛 1 副牌，至决出胜者。 

第 47 条 双人赛和个人赛同分名次的确定 

一、比赛分制 

（一）在多节的比赛中，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 比较有关运动员在本阶段各自最好一节比赛的得分

（MP 或得分率），高者名次列前； 

2. 比较有关运动员在本阶段各自次好一节比赛的得

分，高者名次列前； 

3. 比较有关运动员在本阶段与共同对抗过的本次比赛

成绩最好的运动员相对抗的比赛中所得 MP 的多少，多者名

次列前； 

4. 比较有关运动员在本阶段与共同对抗过的本次比赛

成绩排在第 2 位的运动员相对抗的比赛中所得 MP 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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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直到平分被打破。 

（二）在不分节的比赛中，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 逐副比较有关运动员在每副牌中所得基本分的多

少，在一副牌上得基本分多的计 1 分，而平分或所得基本分

少的则不计分，最后得分多者名次列前； 

2. 比较每副牌的比赛分，高于平均分的计 2 分，等于

平均分的计 1 分，低于平均分则不计分，多者名次列前； 

3. 如仍相同，抽签决定名次。 

二、IMP 制 

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一）依次比较同分运动员在相互比赛中的 IMP 值、TP

值，高者名次列前； 

（二）如仍相同，比较在相关运动员共同打过的牌的净

胜 TP 值，高者名次列前； 

（三）如仍相同，则抽签决定。 

第 48 条 其它比赛的同分名次确定 

在其它形式的比赛中，同分名次的确定办法参照以上

规定确定。主办单位可以另作规定。 



 

 57 

第 49 条 带分及其计算 

主办单位在比赛之前确定比赛是否带分和带分方法。

计算带分时，遇不能整除时，按四舍五入标准计算（保留到

第 2 位小数）。 

第 50 条 团体赛带分方法 

一、淘汰赛 

两队在前一阶段比赛中相遇过，胜队带分。胜队在前

一阶段名次在前，带净胜 IMP 的 1/2；否则，带净胜 IMP 的

1/3；所带 IMP 最多不得超过本场淘汰赛（或附加赛）比赛

牌数的 1/4。 

二、循环赛 

公式 1： 

带分 S＝ 
S1-So 

XY 
Σ（Si－So） 

式中：S 为某队在本阶段应带 VP 数； 

S1 为该队在前一阶段比赛中所得 VP 总分； 

So 为本阶段本组各队中在前一阶段比赛排名最后的队

所得 VP 总分； 

Σ（Si－So）为本阶段本组各队前一阶段比赛各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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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 分别与 So 之差的总和； 

X 为本阶段比赛该队应比赛的场数； 

Y 为本阶段本组的参赛队数。 

循环赛的带分要求小组中前一阶段的最后一名带 0 VP,

最高带分不超过 2X VP。如有超过，则按照下面的公式 2 计

算各队的带分。 

公式 2： 

带分 S＝ 
S1-So 

2X 
Sx-So 

式中：Sx 为带分最多的队在前一阶段比赛中所得 VP总

分。 

第 51 条 双人赛的带分方法 

双人赛的带分计算公式： 

带分＝ 
MQ²AB 

 
ES 

式中：M 为该对赛员在前一阶段所得 MP 总数； 

Q 为本阶段的参赛对数； 

A 为本阶段每副牌的平均分； 

B 为前一阶段比赛所打牌的总副数； 

E 为前一阶段的参赛对数； 

S 为本阶段所有参赛对在前一阶段的得分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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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程序性判罚和纪律性判罚 

第 52 条 对违反程序规定和比赛纪律的处理办法 

一、裁判有权对比赛中违反比赛程序和比赛纪律的情

况给予处罚。 

二、同一比赛中的判罚标准必须统一。裁判视违规是

否初犯、情节及后果的严重性，决定处罚。不同类型比赛

罚分的基本换算标准为： 0.5VP，等于 3IMP，等于

10%MP。 

三、所有的罚分，在阶段比赛的总得分中扣除，不计

入当场（节）比赛成绩。 

第 53 条 判罚尺度分类 

    以下判罚尺度，应用于程序性判罚和纪律性判罚。主办

单位可以规定对某项违规执行较高或较低类别的判罚。裁

判可以通过全场提醒，完成对某项违规的全场警告程序，

对第一次违规直接按第二次违规进行判罚。 

    第一类判罚尺度：扣罚 2VP，或 12IMP，或 40%MP。 

    第二类判罚尺度：扣罚 1VP，或 6IMP，或 20%MP。 

    第三类判罚尺度：第一次违规警告、第二次违规扣

0.5VP、再犯扣 1VP。 

    第四类判罚尺度：第一次违规警告、再犯扣 0.5VP。 



 

 61 

第 54 条 程序性判罚 

    一、未按规定参加赛前领队会：视情况扣罚 2VP。 

    二、运动员不在比赛队参赛名单内：取消当场比赛成

绩。 

    三、未按时公布出场名单：按第三类判罚尺度判罚。 

    四、未按出场名单入座：按第二类判罚尺度判罚。 

    五、混合比赛男、女运动员就座方位违反规定：按第

二类判罚尺度判罚。 

    六、未按着装规定参加比赛：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

罚。 

    七、使用电子信息采集设备时，未按规定录入相关信

息：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 

    八、未按时提交约定卡、未按规定公布叫牌体系：第

一次违规警告，再犯扣罚 1VP。 

    九、未带约定卡上场比赛：按第三类判罚尺度判罚。 

    十、使用了不允许使用的约定：扣罚 0.5VP，如直接导

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十一、使用了未填入约定卡的约定：按第四类判罚尺

度判罚。 

    十二、使用黄色体系或棕色约定叫的运动员未按规定

提供防守措施：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如直接导致对方

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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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未经裁判许可，叫牌和打牌期间查阅己方约定

卡、笔记或可能帮助记忆的工具：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

罚，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十四、复制比赛用牌时，牌型未抄完整、抄错或以“×”

代表小牌：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如影响到该牌作废则

按第二类判罚尺度判罚。 

    十五、未正确核对牌型卡的方位或牌张数目即看牌：

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如影响到该牌作废则按第二类判

罚尺度判罚并对该牌给予人为调整分。 

    十六、打牌后未认真检查核对，致使牌张数目或方位

出现错误：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如影响到该牌作废则

按第二类判罚尺度判罚；如果作废牌为违规方明显失分的

牌，则加扣 3VP。 

    十七、牌型卡未装入牌套、丢失或放错方位：按第四

类判罚尺度判罚，如影响到该牌作废则按第二类判罚尺度

判罚。 

    十八、抽看正在进行牌局的牌型卡或记录：按第四类

判罚尺度判罚。 

    十九、利用叫牌的方式或节奏、推动推盘的速度或力

度、询问或采取其它类似方式，所得到的信息：按第三类

判罚尺度判罚，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二十、对约定性叫牌未及时做出提醒、或未按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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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做出提醒，或解释不准确或不完整：按第四类判罚尺

度判罚，如导致对方可能的部分损失则扣违规方 3IMP，如

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二十一、对叫牌的含义未按规定的方式进行询问或解

释：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如导致对方可能的部分损失

则扣违规方 3IMP，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二十二、未使用屏幕时，对方未询问而主动做出解

释：按第三类判罚尺度判罚。 

    二十三、屏幕两侧解释不一致：视情况扣 0.5VP，如直

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二十四、违反使用心理叫规定，扣罚 0.5VP，如直接导

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二十五、打牌时，过早地由手中取出牌张，表示有取

得或失去该牌墩的意图；或过迟地打牌，借以迷惑对方：

按第三类判罚尺度判罚，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

整分。 

    二十六、乱抛牌张，不按规定摆放自己已打过的牌

张：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 

    二十七、庄家、明手交换看牌：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

罚。 

    二十八、明手参与或暗示庄家打牌：按第四类判罚尺

度判罚，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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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打牌阶段，提醒同伴已赢得或输掉的牌墩数

额：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

予调整分。 

    三十、对防守信号的解释不准确或不完整：按第四类

判罚尺度判罚，如导致对方可能的部分损失则扣违规方

3IMP，如直接导致对方的损失将给予调整分。 

    三十一、触摸或拿取其他运动员的牌张（庄家拿取明手

的牌张除外）：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 

    三十二、比赛中，故意注视对方运动员使其感到困

窘、厌烦；观察他人从手中取牌的位置或企图窥看对方牌

情：按第三类判罚尺度判罚。 

    三十三、未按规定填写记分表：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

罚。 

    三十四、双人赛中，未按裁判的指令入座、移位或无

故离开座位：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 

    三十五、团体赛中，运动员坐错方位造成不能构成复

式的牌 

    （一）重打全部或者部分比赛牌数的情况，双方各扣罚

1VP。 

    （二）未重打比赛的情况，双方各扣罚 3VP。 

    三十六、打完牌的运动员未按裁判的要求及时退场：

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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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一节比赛结束后，将比赛用具带离赛场；未

将牌张装入牌套；叫牌卡未放入叫牌盒：按第四类判罚尺

度判罚。 

    三十八、团体赛胜队或主队未按时交记分表（一般为比

赛规定结束时间 30 分钟后）的责任队每次扣罚 3VP。 

第 55 条 纪律性判罚 

    一、进入赛场未佩戴有效证件：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

罚。 

    二、赛场内大声喧哗：按第四类判罚尺度判罚。 

    三、比赛中有不礼貌的语言或行为：按第三类判罚尺

度判罚；极其严重者，取消当场比赛参赛资格；并上报主

办单位，可能给予进一步处罚。 

    四、比赛中未关闭移动通讯工具：对于未接听或未观

看者，按第一类判罚尺度判罚；对于已接听或已观看者，

取消其该场（节）比赛资格。多次或严重违反的，上报主办

单位，可能给予进一步处罚。 

    五、在赛场及赛场周边禁止吸烟区域内吸烟，按第一

类判罚尺度判罚。多次或严重违反的，上报主办单位，可

能给予进一步处罚。 

    六、饮酒后进入赛场，或在赛场内饮用含酒精的饮

料：按第一类判罚尺度判罚。多次或严重违反的，上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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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单位，可能给予进一步处罚。 

    七、比赛中，擅自离开座位、观看其他参赛者比赛：

按第三类判罚尺度判罚。 

    八、比赛未结束即与他人比较得分：按第三类判罚尺

度判罚。 

    九、比赛中，与他人讨论已打过的牌局：按第三类判

罚尺度判罚，造成其他桌比赛牌作废时，按第一类判罚尺

度判罚。 

    十、未上场的运动员观看本队的比赛：按第三类判罚

尺度判罚。 

    十一、与参赛者有关的观众违反了赛场纪律：按第三

类判罚尺度处罚相关队。 

    十二、团体赛，未经许可擅自进入闭室观看比赛：按

第二类判罚尺度判罚。 

    十三、团体赛，闭室运动员打完牌后至开室观看比

赛：按第三类判罚尺度判罚。 

    十四、有意篡改比赛成绩或比赛记录：取消违规者当

场比赛成绩；并上报主办单位，可能给予进一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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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申诉及仲裁 

第 56 条 申诉程序 

一、参赛者可以对裁判在他的赛桌上所做出的任何裁

决提出申诉。团体赛必须经领队同意，双人赛必须两名运

动员均同意方可提出申诉。 

二、所有申诉必须在当节比赛规定结束时间后 30 分钟

内向裁判提出，并且向裁判提交正式书面申诉报告，缴纳申

诉费，由裁判转交仲裁委员会。主办单位或者裁判长可以另

行规定申诉时限。 

三、申诉费标准 300 元，主办单位可以另行规定申诉费

标准。仲裁委员会认定为合理申诉时，申诉费退回；否

则，申诉费不退回，由主办单位负责捐给慈善机构。 

第 57 条 仲裁委员会 

一、仲裁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负责处理

各类申诉判例。仲裁委员由主办单位选派。 

二、仲裁委员会在处理申诉判例时，应该遵照规程、

规则和相关规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准确行使赋予

的权力。仲裁委员会以简单多数形成裁决决定。 

三、未设置仲裁委员会时，主办单位应该规定申诉解

决程序，否则由裁判长履行仲裁程序，受理申诉，认真听

取各方意见之后做出最终裁决。 

四、因为处理申诉判例需要，仲裁委员会可以向主办

单位提出推迟比赛时间的建议。 

五、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不得更改。申诉方



 

 68 

如果仍有异议，有权进一步向上级主管单位提出申诉，申诉

结果不得改变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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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 58 条 

本规则所附的中文版世界桥牌联合会《复式桥牌规则》

是本规则的组成部分，其中如有与本规则不一致的，按本

规则执行。 

第 59 条  

    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中国桥牌协会。 

第 60 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中国桥牌协会 1999 年审定

的《中国桥牌竞赛规则》和 2006 年公布的《中国桥牌协会

复式定约桥牌裁判法（试行）》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