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梅赛德斯杯区域决赛赛事规程 

活动管理： 

2021 梅赛德斯杯区域决赛将在梅赛德斯-奔驰及竞赛裁判组的共同管理和运营下进行，以

下简称“赛事组委会”或“组委会”。 

  

关于赛事： 

比赛面向全部 18 周岁及以上中国国籍男女业余高尔夫选手开放。 

专业教练、职业球员、高尔夫从业教球人员、以及曾经有过专业教练、职业球员身份者都

不符合竞赛选手参赛条件。 

  

参赛资格： 

所有的竞赛选手必须为梅赛德斯-奔驰的车主本人 

从经销商资格赛晋级的选手 

由经销商邀请的嘉宾选手 

曾代表“中国队”参加德国世界杯决赛者没有晋级资格，只能以嘉宾身份参赛 

  

比赛规则： 

比赛采用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审定的，The R&A 规则有限公司及美国高尔夫球协会联合颁

布的 2019 年版《高尔夫球规则》，以及竞赛委员会所制定的当地规则和竞赛规程补充条

款。任何问题或者疑议都由赛事现场的裁判组处理，他们的决定将是最终决定。 

  

比赛形式： 

竞赛选手：个人定分赛，按照净杆定分式（分为 A 组、B 组、C 组）分别排名。 

嘉宾选手：个人定分赛，按照总杆及净杆定分式分别排名。 

  

总杆（仅嘉宾选手）： 

单场 18 洞个人比杆赛逐洞杆数成绩之和。 

  

净杆定分式及差点分组： 



净杆成绩根据一天单场 18 洞定分式计算，计算本次比赛净杆成绩的竞赛选手将根据差点

排序后按总人数平均分为三个组，每组获胜者将为定分式获得分数最高的选手。 

*例如参赛总竞赛选手人数 60 人，按照“区域赛本场差点”从低到高排序后，前 20 人分

为 A 组，中间 20 人分为 B 组，最后 20 人分为 C 组。 

*如存在多名选手差点值相同，并且跨越了两个组别，那将按照划入 C>B>A 的优先原则；

举例：竞赛组参赛总人数 60 人，按本场差点进行排序后，第 19,20,21,22 名选手的区域赛

本场差点都为 12.22，跨越了两个组别，根据 B>A 原则，这四名选手全都归入 B 组。 

*如竞赛选手人数无法平均分配时，那将按照 C>B>A 的优先原则；举例：竞赛组选手人数

59 人，按照 C>B>A 的优先原则，各组人数分配应为 A 组 19 人、B 组 20 人、C 组 20 人。 

*嘉宾选手的净杆得分成绩不分组，获胜者将为定分式获得分数最高的选手。 

  

差点： 

比赛日当天以“WHS 本场差点微分”（“WHS”全称 World Handicap System，即世界差点

系统）作为计算选手差点的依据，并且将使用“H36”计算一个调节差点。球员的区域赛本

场差点将是“WHS 本场差点”及“H36”这两个差点的平均数，比赛规定男子及女子最高差

点均为 36。 

  

平局处理： 

比赛中如果两名或者多名选手成绩/得分相同，则平局的情况依据以下方式解决： 

竞赛选手： 

如果净杆成绩的定分式得分相同，则获得较低差点的选手成绩排列优于较高选手。 

如果两名或者多名选手所获得的差点相同，则将依次比较记分卡上的选手 18 洞总杆成

绩，后 9 洞的总杆成绩，后 6 洞的总杆成绩，后 3 洞的总杆成绩，第 18 洞，第 17

洞，...，第 1 洞的成绩来评定获胜者，杆数低者名次列前。如果依然无法判定，则将采取

抽签的方式决定名次。 

* 因比赛是 18 洞同时开球，最后 9 洞，最后 6 洞，最后 3 洞指的是“10-18 洞”，“13-18

洞”，“16-18 洞”。 

  

嘉宾选手： 

如果总杆相同，则获得较高差点的选手成绩优先于较低选手。 

如果净杆成绩的定分式得分相同，则获得较低差点的选手成绩排列优于较高选手。 



如果两名或者多名选手所获得的差点相同，则将依次比较记分卡上的选手 18 洞总杆成

绩，后 9 洞的总杆成绩，后 6 洞的总杆成绩，后 3 洞的总杆成绩，第 18 洞，第 17

洞，...，第 1 洞的成绩来评定获胜者，杆数低者名次列前。如果依然无法判定，则将采取

抽签的方式决定名次。 

* 因比赛是 18 洞同时开球，最后 9 洞，最后 6 洞，最后 3 洞指的，是“10-18 洞”，“13-

18 洞”，“16-18 洞”。 

  

晋级中国总决赛资格： 

比赛中竞赛选手净杆各组（A 组、B 组、C 组）前五名自动晋级到 2021 梅赛德斯杯中国总

决赛，中国总决赛的日期稍后公布。 

到场时间： 

所有选手必须在日程规定开球时间至少 30 分钟抵达赛事签到处签到，活动日程及开球时

间将于公告板公布。选手有责任了解自己的分组及开球时间，赛事组委会有取消迟到选手

参赛资格的权力。 

开球区： 

男子选手在每洞靠后的带有梅赛德斯杯标识的发球台开球。 

女子选手在每洞靠前的带有梅赛德斯杯标识的发球台开球。 

  

奖项设置： 

除了单项奖之外，每名选手只有一个获得奖项的资格。 

退赛或被取消资格的选手将不具备任何获奖资格。 

专业教练、职业球员、高尔夫从业教球人员、以及曾经有过专业教练、职业球员身份者都

不具备任何 

获奖资格。 

竞赛选手： 

净杆 A 组前三、净杆 B 组前三 、净杆 C 组前三   

嘉宾选手： 

总杆前三 、净杆前三 

单项奖： 



一杆进洞奖：比赛将设置一个一杆进洞奖项（仅提供给竞赛选手），在此次比赛过程中，

以第一个击出一杆进洞的球手为唯一获奖人，有关于一杆进洞奖项的相关费用需全部由获

奖选手承担。 

距洞最近奖：在奖项设置洞，第一杆将球放上果岭并且距离洞杯位置最近者获得该奖项。

竞赛组与嘉宾组分开评奖。（若都没有将球放上果岭，则距洞最近奖取消） 

最远距离奖：在奖项设置洞，第一杆将球开出距离最远者获得该奖项，球的停点要求必须

在该洞的球道上，进入障碍区或长草区则无效，男子、女子距离测算都从靠后的带有梅赛

德斯杯标识的发球台到球停止的位置。竞赛组与嘉宾组分开评奖。 

  

选手分组： 

赛事组委会将为全部参赛选手进行分组，除非经过赛事总监的同意和赛事组委会的认可，

任何私自更换分组组合的要求都是不被组委会接受。 

  

赛事组委会决定： 

赛事组委会为本次赛事的最终裁决机构，并作出有关于比赛或争议的判决都是最终决策，

赛事组委会保留为比赛过程中发生的不可预计情况的而进行修改相应赛事规定的权利。 

  

裁判决定： 

由赛事组委会指定的裁判组做出的关于规则争议的处置视为最终决定。 

  

恶劣天气： 

如遇极端恶劣天气（比如持续雷暴）或情况导致比赛终止并无法完成，则赛事组委会有权

决定如何选取晋级者。例如，组委会将根据球手在签到时确认的个人差点由低到高排出 A

组、B 组、C 组，并进行依次抽签的方式抽出各组前 5 名，晋级中国总决赛。赛事组委会

的决定将是最终决定。 

  

选手责任： 

选手在参加比赛时有责任对比赛信息和规则有充分的了解，如因选手未对上述规则清晰了

解导致失误，则选手们有可能面临处罚或被取消比赛资格。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选手的手机需处于关机或静音状态。 

根据规则 1.3，球员有职责自觉执行规则，并不得协商违规。 



根据规则 3.3c，球员必须在比赛中击球入洞，方为一洞比赛结束。但当出现本段条款（I）

的情况时例外。 

根据规则 4.1a，球员使用的球杆必须符合相关说明及规定。 

根据规则 4.1b，球员在比赛中最多可携带不多于 14 支球杆参与比赛。 

根据规则 3.3b，选手必须在记分卡上记录实际打球杆数。完成比赛后，选手应该检查记分

卡内容，如有疑问，应与赛事组委会一起解释。选手需要在记分卡上签名，并确认自己的

记分员在记分卡上签名。在完成比赛后，选手应立即将记分卡提交到计分处。 

根据规则 4.3a，比赛允许使用电子测距仪（不能使用测量距离以外的功能）。 

比赛过程中，建议竞赛选手自己标定球位及放置球。 

当球员单洞成绩达到 10 杆时，球员可以结束当洞比赛，捡球进入下一洞，该洞杆数记为

10 杆。 

  

选手影像： 

赛事组委会有权采集并使用所有选手的照片、视频、音频素材等信息用于赛事必要的宣传

推广，所有赛事的官方照片仅限活动内使用。 

  

关于总杆和净杆的选择指导： 

当决出总杆和净杆各组（定分式）的冠军之后，剩下的选手总杆成绩最好的和净杆定分式

得分最高的为总杆亚军及净杆各组亚军的获得者，所有选手只能获得一个奖项获奖资格，

遵循就高颁奖原则，相同名次总杆优于净杆。 

  

结果公布：赛事组委会将在赛后将比赛官方成绩公示在赛事信息公告板及手机端的赛事信

息公告中。 

附：赛事差点系统说明 

• “WHS 本场差点”及“H36”： 

比赛程式依据个人比杆赛，为了最大化减小争议，维持比赛的公平公正，在比赛完成后，

球手的区域赛本场差点将用“WHS 本场差点”及“H36”进行平均计算得出。 

• “WHS 本场差点”： 

WHS 本场差点微分（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 1 位） = （本场总杆–球场难度值）/球场坡度

值 * 113 

WHS 本场差点（去尾保留 1 位小数） =  WHS 本场差点微分 * 0.96 



• “H36”： 

根据球手的每洞实际杆数，分别计算为对应分数后，用 36 减去 18 洞分数的积分总和，所

得到的数字即为球手的“H36”本场差点，即： 

“H36”本场差点 = 36 –（18 洞每洞得分之和）  

H36 的每洞计分算法如下： 

标准杆或低于标准杆：     计 2 分 

高于标准杆 1 杆：      计 1 分 

高于标准杆 2 杆或以上：     计 0 分 

*例如：球手甲在每洞均打出标准杆的成绩，则每洞获得 2 分，球手甲的总分数为：

2*18=36 分，用 36-36=0，则球手甲的“H36”本场差点为 0。 

• “区域赛本场差点”： 

区域赛本场差点 =（“H36”本场差点 + WHS 本场差点）/2 

*竞赛选手将按区域赛本场差点的顺序(从低到高)进行 A，B，C 分组，具体分组细则请参考

本竞赛规程前述细节。 

*区域赛本场差点在用定分式计算让杆时，将四舍五入取整数（但在需要进行差点比较

时，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值）。例如：球手甲的区域赛本场差点为 5.42，其本场让杆应

记为 5。球手乙的区域赛本场差点为 19.51，其本场让杆应记为 20。两位球手在本场各洞

的净杆计算如下示意： 

• “定分式得分”系统说明： 

“定分式得分”系统会将球手在每洞的净杆成绩换算为积分。完成 18 洞之后，把每洞的所

得积分加和，就得到选手的积分总成绩。具体每洞净杆成绩对应的分值计算方式如下： 

净杆成绩 = 标准杆+2 或以上：      0 分 

净杆成绩 = 标准杆+1            1 分 

净杆成绩 = 标准杆        2 分 

净杆成绩 = 标准杆-1        3 分 

净杆成绩 = 标准杆-2        4 分 

净杆成绩 = 标准杆-3        5 分 

因“定分式得分”系统基于选手的净杆成绩计算（例如，根据 “WHS 本场差点”及

“H36”本场差点计算出选手的“区域赛本场差点”为 5.42，“本场让杆”即为 5。），

那么选手将在球场让杆优先值（INDEX）第 1 至第 5 的球洞各得到一杆让杆。 



例如，该选手在某四杆洞［此洞的 INDEX 为 3］打出的总杆成绩是 5 杆，他的本洞净杆成

绩是 4，所得到的“定分制积分”是 2 分；若该选手在某五杆洞［此洞的 INDEX 为 8］打

出的总杆成绩是 7 杆，他的本洞净杆成绩是 7，所得到的“定分制积分”是 0 分。 

*每个球洞的让杆优先值（INDEX）以赛事记分卡上的各洞 INDEX 为准。在球场的 18 洞当

中，INDEX 为 1 的球洞是最难的，而 INDEX 为 18 的球洞是最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