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章程
比赛日期

暂定2016年6月1日起

比赛时间

初赛: 逢周三 或 周一(部分地区) 晚上 8:00

联赛工作人员

Ken Yam (电话 : 13570066466)，Calvin Chan (电话 : 18820101368)

参加资格

·SUPER 2 每队注册费为人民币 300 元
·每队最少 2 名队员，每队首循环上限 3 人，有增无减，不设转队
·次循环开始前一周可增加队员至4人，但有Rating限制，而于次循环开始后不可再增加队员
·增加的新队员在加入队伍后，必须经过一个比赛日方可进行比赛
·参赛者需持有效DARTSLIVE CARD(无 RATING 限制)，必须有最少十五次任何01及
STANDARD CRICKET游戏的对战记录

·每位参赛选手只可参加一队 SUPER 2 的队伍
等级限制
Rating限制

最高2名队员 RATING 总和不能大于 14

如参赛者有参加 SUPER LEAGUE/SUPER 2/或其他DARTSLIVE所举办的联赛，参赛者必
须提供SUPER LEAGUE终身会员编号报名，如发现有任何欺诈行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及褫夺所有奖项。
如参赛者有参加SUPER LEAGUE/SUPER 2/或其他DARTSLIVE所举办的联赛，参赛者必
需以SUPER LEAGUE联赛卡进行报名，大会可参考SUPER LEAGUE当时比赛等级或当时
自身等级，以两者较为高的等级用作登记(大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报名详情
报名日期

由2016年5月9日起至2016年5月27日

报名方法

A) 填写报名表格后，请电邮到 info@g-darts.com
B) 如需工作人员前往主场领取表格及报名费，须于 截止日期前至少3个工作日联络
工作人员，否则将不予接受报名
C) 如报名表资料不全及未付报名费，报名将不获受理
D) 支付报名费，请联络工作人员 Mico(手机:135-5616-8606)或联络主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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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及奖项 : 总值超过人民币 40,000 元
2016 广东SUPER 2 赛区: 广州, 佛山, 清远, 东莞, 中山, 珠海
地区冠军

奖金人民币
¥3,000

冠军奖杯一座，奖牌四块
及该地区代表队资格参加全国总决赛

地区亚军

奖金人民币
¥1,500

亚军奖杯一座，奖牌四块

地区季军

奖金人民币
¥800

季军奖杯一座，奖牌四块

*每赛区以16队为标准队数，如少于16队开赛，该组别全数奖金将降至8成；如少于12队开赛，该组别全数奖金将降至
7成，如此类推(大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2016 广东SUPER 2 总冠军将另外获得人民币¥8,000上海总决赛赞助及
2016 SUPER 广东代表队队服

2016 SUPER 2 National 全国总决赛
全国冠军

奖金人民币
¥6,000

全国总冠军奖杯一座，奖牌四块

全国亚军

奖金人民币
¥3,000

全国亚军奖杯一座，奖牌四块

全国季军

奖金人民币
¥2,000

全国季军奖杯一座，奖牌四块

地区个人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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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Level C 最佳男新人王

▲

各得奖者将获奖杯一座

Level C 最佳女新人王

▲

各得奖者将获奖杯一座

SUPER 2 National 全国个人奖项

备注

SUPER 2 National MVP

人民币 ¥2,000 加 奖杯一座，MVP徽章

▲

SUPER 2 National 最佳进步男镖手

★

人民币 ¥1,000 加 奖杯一座

SUPER 2 National 最佳进步女镖手

★

人民币 ¥1,000 加 奖杯一座

▲

各地区全季比赛中，男子选手及女子选手每场平均得分及出场次数最高之选手为之胜出。(平均分计算方法：如选手总得分为
28分，队伍比赛场数为14场，则会以28除14，即平均分为2分) 但选手到场比赛日数必须达8成以上，如多于一名选手同分，
则以全季失分较少者胜出；如有相同，则以全季比赛中之PPR及MPR值较高者胜出。Level C 新人王只计算CC5或以下选手。

▲
★

各地区全季比赛中每场平均得分及出场次数最高的选手均有机会受邀参加 SUPER 2National 全国MVP选拔赛，详情容后公布。

注:

PPR是指01项目平均每回合之分数，MPR是指CRICKET项目平均每回合之MARK数。

全季赛事中RATING升幅最高之选手胜出，但选手到场比赛日数必须达8成以上，如多于一名选手同分，则以全季出场次数较多
者胜出，而季中加入的选手将不列入考核 (以联赛Rating实际升幅计划)。

赛制/计分方法
地区初赛

首先参赛队伍以抽签形式进行双循环小组赛事，每组首名及次名队伍将出线进入地区决赛，如
多于4队一组有可能增加出线队数。
小组会以双循环主客制进行，每次赛事必须完成全部赛事，每局均为1 leg比赛，每胜一局得
一分。(如该地区比赛队伍小于8队将不设地区决赛)

地区决赛

初赛出线队伍将以单循环小组型式进行准决赛，而决赛对战将以准决赛胜出队伍以单淘汰型
式进行，详情请参阅地区决赛通告。

广东地区
总决赛

地区胜出队伍将以单循环小组型式进行广东地区总决赛,而胜出之代表队将获得人民币¥8,000
上海总决赛比赛讚助, 详情请参阅广东地区总决赛通告。

全国总决赛

地区代表队暂定将于年底到上海进行2016 SUPER 2 National 全国总决赛，比赛资讯将容后于
DARTSLIVE官方网站公布。（http://www.dartslive.com/cn/）

比赛详情
1. 比赛形式

备注
PART 1
第1局

Singles

301 (OI/OO)

第2局

Singles

301 (OI/OO)

第3局

Doubles

STANDARD CRICKET

第4局

Doubles

COUNT UP

第5局

Doubles

501 (OI/OO)

第6局

Singles

STANDARD CRICKET

第7局

Singles

STANDARD CRICKET

第8局

Doubles

SHOOT OUT

第9局

Doubles

STANDARD CRICKET

第10局

Doubles

501 (OI/OO)

BULL 25/50

第11局

Singles

501 (OI/OO)

自动让分

第12局

Singles

HALF-IT

Doubles

FREEZE 501 (OI/OO)

PART 2

PART 3

PART 4
第13局

# 每Part赛事每名队员只可出场3次，而Singles Game只能出场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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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详情
2. 比赛守则

2.1

联赛队伍于设置店内比赛时，主客每队最低消费为人民币100元。 (消费包括饮品或
食品， 但不包括香烟。)

2.2

开赛前各队伍必须按每队人数购买啤酒，如场地没提供支装啤酒则按选手人数按杯计
算(每人1杯)，而首3支购买之所有啤酒或威士忌亦需购买指定赞助商之啤酒和威士忌
(假如指定赞助商之首3支啤酒价格有差异，请即通知主办单位跟进)。

2.3

同一主场在同一比赛日，每两台飞镖机最多可接受1队报名(如场地设置8台飞镖机，
即最多可接受4队报名)，主场地点由队伍向大会申请，再由大会协调并安排主场。

2.4

参赛者必须持有有效DARTSLIVE CARD，有效DARTSLIVE CARD需要有3个月之内最
少须有15次任何01及15次STANDARD CRICKET游戏的对战记录成绩。

2.5

所有比赛RATING小数点后亦计算在内。

2.6

所有赛事不得迟于晚上8 时 00分开始 (以中国气象局时间计) 。

2.7

每场赛事最少要有2名队员方可开赛，第一及第二局参赛者必须于开赛前15分钟前到
场，否则该局作弃权论，之后每场之参赛者必须于开赛前到场，否则该局作弃权论。

2.8

每次联赛赛事开赛前双方队长 需列出PART 1的比赛名单；PART 1比赛完成后，双方
队长需列出PART 2 的比赛名单，PART 2比赛完成后，双方队长需列出PART 3 的比赛
名单(如此类推)双方公佈名单后不能作任何更改。

2.9

比赛途中，如有参赛者不能按照名单出赛，该局将会判作弃权(Bye Game)。

2.10 如参赛队伍于小组赛事首循环中退出赛事，其队伍之所有比赛成绩将一律视为无效。
2.11 如参赛队伍于小组赛事次循环中退出赛事，其队伍比赛之次循环所有成绩将一律视为
无效，而首循环之所有成绩会继续生效。
2.12 除第10局501赛事外，所有01游戏的红黑心均为50分 (SINGLE BULL)，STANDARD
CRICKET游戏时红黑心为25/50分 (DOUBLE BULL) 。
2.13 比赛选手应站在投镖线上，但不能超越投镖线前端蓝色部份，如非比赛选手应站在投
镖区外的后方，如比赛选手投镖时位置超越投镖线，将会被警告，再犯者将会被取消
该局比赛资格。
2.14 各选手在每局比赛前均有六镖练习。
2.15 每场比赛开赛前双方各自支付比赛费用 : 比赛费用为每队每场人民币70元。
2.16 比赛开始前，双方选手需插入有效之DARTSLIVE CARD。
2.17 双方需确认比赛机已选择正确的比赛项目。
2.18 第一局比赛均由电脑抽签决定由哪一方先行“ BULL START“，最近正黑心者先行开
始该局比赛，第二至最后一局均由上一局负方先行, 但如出现最后一局为决胜局情况
(2队平分)，那该局均由电脑抽签决定由哪一方先行“ BULL START“，最近正黑心者
先行开始最后一局比赛。
2.19 决胜镖出现后，该局马上结束。决胜镖已经插在靶上而飞镖机没有记下分数，也判作
胜出，由双方队长以人手调整分数。但如果因为出现机械故障令到决胜镖出现，应
马上停止比赛，不可移动任何飞镖，由双方队长进行更正分数。
2.20 每局赛事中假如出现同分局面，将会以BULL START红心分胜负，主队先行。
2.21 计分纸应由主场队伍在比赛后一天的下午六点前电邮至 : info@g-darts.com。
2.22 比赛选手需各自负责检示萤幕上显示是否正确的参赛者，若在未显示下投出的飞镖将
视为无效，不能调整分数及再投。
2.23 参赛者于每局完成后，Rating不得升过 (GSR) 0.3 (即0.31已属违规)，如升超过GSR 0.3，
该选手该局将被判作技术犯规，判对方获胜，该选手有可能在往后赛事被判罚停赛(大会
保留最终解释权)。如双方都升超过0.3 (即0.31已属违规) 该局为原本胜方得1分。
2.24 如于联赛途中大会接获任何投诉指选手Rating作假或对该队伍Rating有任何疑问，大会
有权抽出该选手或队伍的所有比赛纪录之PPR/MPR和选手报名之RATING以Sandbagging
系统作对比，如发现比赛成绩或比赛RATING升幅有作假情况出现，该选手将被判作技术
犯规，该选手/队伍有可能在往后赛事被判罚停赛, 请各选手如实申报Rating参赛 (大会保
留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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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详情
2. 比赛守则(续)

2.25 比赛以总分决定名次；如有相同，双方会以胜负场数再决定名次；如胜负场数相同，
双方则以对赛成绩计算决定名次。
2.26 每队联赛队伍名称及主场地点于同一季不得更换，否则该队之参赛资格将会被取消
(酒吧结业除外)。
2.27 参赛选手不得同时参与另一队同一地区的SUPER 2飞镖队伍，如有发现该名
选手将会被罚终身停赛，不得参与DARTSLIVE CHINA所举办的所有比赛。
2.28 所有获升班的队伍均不得拒绝晋升至较高组别。任何拒绝升班至较高组别的队伍及
其队员，除非得主办单位同意，否则可能被取消参加来季SUPER 2联赛的参赛资格。
2.29 SUPER 2是为所有飞镖爱好者而设立的，敬请各参赛者自律及对自己行为负责，尊重
体育精神。

3. 遗失
DARSLIVE
CARD

3.1

参赛选手如忘记DARTSLIVE CARD号码或登入密码而导致不能转移会员卡资料 :
3.1a 如在初赛/准决赛首循环发生, 该选手在初赛/准决赛首循环不可出赛直至首循环
结束；
3.1b 如在初赛/准决赛次循环发生，该选手在初赛/准决赛次循环不可出赛直至次循
环结束。

3.2 参赛选手之DARTSLIVE CARD如有更改或遗失必须要在比赛前通知主办单位(比赛当日
晚上7:00前可转移会员卡资料)。
4.1

联赛所有成绩必须计算所有对赛赛事，所有整日对赛赛事不设弃权。但每局设有 Bye
Game，胜方将得1分(胜一局)。

4.2

当出现Bye Game的情况，双方仍需于计分纸上填上出赛的队员，被Bye Game的队伍
及队员均会获得分。队伍必须保留分纸；如有需要，主办单位会要求队伍提供该场次
的分纸作参考(若未能于全季比赛完结前提供分纸证明，大会有权取消其个人奖项的
资格)。

4.3

如比赛当日人数不足，只要保持该名缺席成员之联赛卡，该成员仍可被编排出赛，当
轮到该名成员之回合时，需按红色制略过回合。(以上条例只适用于双人赛)

4.4

不论任何理由，均严禁顶包或代打赛事，如有发现，当晚所有分数将全归对手所有，
而顶包者有可能被罚停赛，而严重顶包者或队伍有可能被禁止参与本公司举办的所有
赛事。

5. 转队及新增
队员

5.1

联赛不设转队，不可减队员，但可增添队员，如要加队员,可于开季后增加人数，必须
要在比赛日开始前48小时以电邮(info@g-darts.com)通知主办单位。

6. 更改比赛日
期及开赛时间
须知

6.1

最后一个比赛日/场次不可作任何更改，否则该队将会被取消参赛及得奖资格。

6.2

如因天气 (如暴雨或台风)，网路问题而导致比赛中止，主办单位有权即时作出重赛日
期或场地变动，所有参赛者不得异议。
如因天气问题请联络主办单位查询或留意 www.dartslive.com/cn 公布。

6.3

飞镖队伍如果未能于比赛日出席比赛，需于不少于两个工作日通知主办单位及对方
队长，并安排进行补赛，否则当作”临时缺席”。而少于两个工作天之延期申请，
将不会接受申请。

6.4

如有任何一队需更改比赛日期，请依以下程序进行：
a: 通知对方队长其协议定出更改之比赛日期及Email通知主办方(info@g-darts.com)；
b: 当主办方通过后，通知比赛场地并协议更改之比赛日期(由主队通知)

6.5

每队联赛队伍于整季赛事中有三次改期机会（包括要求改期或被要求的改期），分
别为初赛二次及准决赛一次改期，且初赛补赛时间不得迟于初赛最后一场比赛的日
期，而准决赛补赛时间不得迟于准决赛最后一场比赛的日期，否则该队伍将可能被
取消参赛及得奖资格。
补赛可在双方队长同意下修改比赛时间，但不可把比赛改期至联赛最后一场的比赛
日期后。

4. 弃权及比赛
人数不足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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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赛双方仍未能就重新安排补赛日期，则由联赛主任决定有关比赛日期，所有参赛
者不得异议。

比赛详情
6. 更改比赛日
期及开赛时间
须知

6.8

补赛时，主队队长 (或副队长) 必须在计分表上写明原订的比赛日期。

6.9

任何一队未能出席比赛日之赛事均当作”临时缺席”，缺席一方需于比赛日当天五时
前通知主办单位及必须赔偿人民币￥200元车马费给对方及必须赔偿人民币￥250 给场
地单位。第二次临时缺席需赔偿人民币￥500元车马费给对方及接受警告，及必须赔偿
人民币￥250给场地单位；第三次临时缺席将会被取消参赛及得奖资格，其队伍比赛之
所有成绩，一律视为无效。其队伍及队员将终身禁止参与本公司举办之所有飞镖赛事。
(拒绝作赔偿之队伍及其队员将终身禁止参与本公司举办之所有飞镖赛事)

6.10 若队伍临时缺席当日比赛的对赛队伍会被判胜出 10分
7. 其他注意事项

7.1

所有参赛队员之DARTSLIVE CARD内的显示名字及 AWARDS 字句均不得含有色情，侮
辱，歧视，猥亵，淫秽等的同音或同义词字句，否则将会立即取消比赛资格及禁止参
与本公司 举办之所有飞镖赛事。

7.2

参赛者在比赛期间必须保持君子行为，在对方投镖时，不可以以说话或动作骚扰对
方，否则将会被警告。警告无效者将会取消该参赛者比赛资格，参赛者不得异议。

7.3

所有飞镖队成员，不得穿著有其它飞镖机公司商标的衣物进行比赛及出席颁奖礼，
否则将会被取消参赛及得奖资格。

7.4

除主办单位同意外，否则未能依照主办单位所订下之时间地点出席颁奖礼者，其得
奖资格将会被取消。

7.5 本比赛设有”技术裁判小组”，由多名飞镖界资深及有名望的委员组成。以公平，公
正，公开的方式为比赛中的技术问题作裁决。此小组拥有一切比赛最终决定权，所有
参赛者不 得异议。
7.6

所有投诉将经”技术裁判小组”进行聆讯，所有委员将以一人一票进行裁决。假若裁
决有关投诉为技术犯规，参赛者将有被可能判罚停赛，严重者更可能终身禁止参与
本公司举办之所有飞镖赛事。

7.7

如发现参赛者的RATING评级与事实不符，可将有关资料传真至
”技术裁判小组” (e-mail: info@g-darts.com) 进行投诉。

7.8

比赛成绩会以DARTSLIVE 2飞镖机显示作准。

7.9

若发现飞镖机不正常运作或记分有差异时，应马上停止比赛，不可移动任何飞镖，
由双方队长决定是否可更正分数或需要重新作赛。若投出的飞镖插在靶上而没有显
示分数，可以通知双方队长以人手处理调整正确分数。

7.10 如因为出现机械故障或停电等而导致比赛中止，比赛需要再开始时，需得到双方选
手的同意下将赛事复原。
7.11 如因为出现机械故障，停电，网路问题等而导致比赛中止，主办单位有权即时更改比
赛项目，日期，所有参加者不得异议。
7.12 为免因为出现机械故障，停电，网路问题等而导致比赛中止，各队伍应用计分纸记
录比赛过程，例如 : 胜负，HAT TRICK，WHITE HORSE，平均分等等资讯。
8. 紧急联络人

8.1

如飞镖机发生技术问题，请致电 Ken Yam (电话 : 13570066466)，
Calvin Chan (电话 : 18820101368)，我们会尽快安排维修。

8.2

如设置店有任何不当行为，请致电Ken Yam (电话 : 13570066466)，
Calvin Chan (电话 : 18820101368，我们会对事件作出调查。

8.3

如有任何争议，本公司有最终解释权及裁决权。

* 所有出席者均知悉及同意，在比赛期间大会将会进行摄录，并享有所有相片及录影的版权。
* 所有出席者均知悉及同意，主办单位有最终修正赛制权利，参赛者不得异议 ，比赛开始后不会退回
已付费用。
* 主办单位保留一切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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