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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R大师认证同NCACE L5五级等同。

PTR基础认证同NCACE L1一级等同。

* 在接受任何L5五级培训之前学员必须以“P”级最终成绩通过之前项目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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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R大师认证体系

（结业后的教练针对教学对象为 10 岁及以下，已于 2012 年落地中国推广）

JD U10 L1 认证班着重强调建立一个能让 10 岁以下青少年快速学习的环境。课程分为两个
部分：一个为 4 小时的 60 页教学导论预习和一个为期 3 天的培训班。培训班为参与者在 3
门认证考试而做准备。考试都将在球场上举行 - 技能考试、教学考试和笔试。
认证培训班主要内容
* 教练的组织和交流技能
* 网球课程的内容和结构
*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红、橙、绿球的进阶原则
* 场地的划分和有效利用
* 青少年的技能和比赛发展
* 尽可能快的发球，对拉和得分
* 适合不同年龄的比赛
* 与家长们积极合作的信息

PTR 大师级网球课程旨在进一步提高教练员的综合知识和素养。参与课程的教练员必须在之前的 L1 或 L3 课程

中获得专业级的综合评定方可参与学习。每一门大师级课程均有 200 个小时的在场、课堂、在线和两门课程实施

项目。 教练员有 2 年的时间来完成学业，并通过 18 门不同领域的考核项目持续不断的对于教练员能力进行评估。

本课程发展教练员针对各年龄段青少年的俱乐部课程体系的计划和实施能力。教会年轻球员的发展方向和进阶体

系，同时设计具有创造性的教学系统，最终让更多的青少年留在网球运动中。

本课程教会教练员在球员从青少年专业队发展到大学奖学金系统和 ITF/WTA/ATP 职业球员的综合课程设计和

执行能力。教练员需要领会在不同阶段球员发展的不同领域的重要性，最终塑造其在比赛竞技中的终极表现。

本课程教会教练员如何在俱乐部环境中开展各类课程的设计和执行，包括心率网球，速成网球和不同比赛对抗计

划等都有包括。如何照看好每位成人学员的身体发展及社交发展的需要也是课程的重要内容。

PTR基础认证体系

JD U10 L1 青少年发展认证课程一级

（结业后的教练针对所有年龄段，同时可以更自如的应付所有认证班中的技能认证考核，已于
2014 年落地中国推广。）

PTR 中国 2014 年 9 月开始向全国业余网球爱好者，普及型网球教练员和工作者所开发的
针对提高网球综合技术的提高认证班课程。主要针对 21 项基本网球技术在场展开实战演练，
使用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在多球和活球的场景下进行多次重复性练习，从而达到提高自我
技术动作提高改良的目的。
认证培训班主要内容：
* 大陆式握拍和喂球技巧，作为球员和教练的最重要握拍方式的各
  种情景演练
* 五种不同的球感，尤其是放小球和切小球的技巧
* 截击，使用正确的握拍，步法移动和重心转移的技巧
* 所有不同握拍的使用要领
* 开放式站位和关闭式站位的使用环境
* 单反和双反的优缺点
* 平击发球、侧旋、上旋的要领

SD L1 网球技能提高班一级

（结业后的教练针对所有年龄段的网球专业运动员、为了提高其在网球竞技中的体能表现的
网球爱好者而开设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于 2015 年底落地中国推广。）

PTR 中国 2016 年 3 月开始向全国网球教练，有兴趣从事网球体能训练的健身教练和体能
教练，有兴趣了解体能训练内容并从中提高自我体能表现的网球运动爱好者开设了
Performance Trainer（简称 PT）L1 的认证培训课程。

认证培训班主要内容：

* 了解不同比赛风格和击球类型球员所需体能训练要求

* 制定网球体能训练方案时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 网球相关各项体能素质测试的标准操作流程

*20 余种网球专项力量训练的练习技巧和进，退阶原则

* 如何制定速度，敏捷及反应训练计划以提高网球专项移动能力

* 学会制定关于青少年，中老年或女性的训练计划

PT L1网球体能训练师

（结业后的教练针对教学对象为 10 岁 -16 岁专业或准专业年轻运动员，参与校队以及参与
国内 U12, U14, U16, U18 比赛的青少年选手，已于 2012 年落地中国推广）

PERF 认证课程为有培养潜质的网球青少年选手训练的教练们而准备。这个课程分为两个部
分：一个为 4 小时的 60 页教学导论预习（其中包括网上 25 道题的预考，预考分数将计入最
终成绩）和一个为期 3 天的培训班。培训班为参与者在 3 门认证考试而做准备。技能考试、教
学考试和书面考试。
认证培训班主要内容
* 学习如何打造同网球比赛中实时场景相吻合的训练环境
* 如何制定战术，同时学会在开放比分的场景中运用战术
* 设计能满足所有选手有发展潜力的俱乐部课程
* 组织和交流技能
* 基本的高水平技能和比赛技能发展
*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红、橙、绿球的进阶原则
* 场地的划分和有效利用
* 青少年的技能和比赛发展
* 尽可能快的发球，对拉和得分
* 适合不同年龄的比赛
* 与家长们积极合作的信息

PERF L1 高水平发展训练认证课程一级

（已于 2013 年落地中国推广）

本课程主要针对如何为年轻的球员创造一个舒适安全的学习环境，能让他们更多的享受网球
的乐趣。课程内容包括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沟通组织技巧，面对一对一的私人课程或是一对多
的团体课程。本教学课程还讲述如何建立课程结构和内容，如何教会年轻学员领导力、指导夏
令营活动和开展不同年龄段的比赛等。PTR 目前是唯一在此类年龄段开设认证课程的国际组
织。 

JD U11-U17岁业余青少年认证L1一级

（结业后的教练针对教学对象 18 岁以上成人，已于 2001 年开始落地中国推广）

PTR 认证课程的传统项目，教会教练员如何开展针对 4 名以上成人初学者的团体培训课程。
共有包括笔试、技能、纠错、送多球和团体教学的 5 项考试。课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认证培训班主要内容

* 速成网球课程

* 循序渐进的教学理念，包括球场大小、握拍方式和挥拍方式的循序渐进方式

* 正反手、发球的 50 多做常见错误和纠正方式

* 针对 4 名或以上学生的正手、反手、发球的 30 分钟团体教学课程

* 针对 5 名以上学员的双底线、随上截击、双截击送多球技巧

AD L1 成人认证课程一级

JD U10 L3青少年发展认证课程三级

（结业后的教练针对教学对象为 10 岁及以下，已于 2013 年落地中国推广）

JD U10 L3 认证班着重强调在 L1 课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让 10 岁以下青少年快速学习的
环境，并利用教学原则和学员在不同年龄段发展的特点灵活编制课程计划，创造性的实施课程
内容。课程时间总共为 4 天，考试都将在球场上举行 – 技能考试、教学考试和笔试。

PERF L3高水平发展训练认证课程三级

（结业后的教练针对教学对象为 10 岁 -16 岁专业和准专业高水平年轻运动员，以及参与校
队或国内 U12,U14,U16,U18 比赛的青少年选手，计划 2014 年落地中国推广）

PERF 认证课程为有培养潜质的网球青少年选手训练的教练们而准备。这个课程为期 4 天，
主要是在 L1 课程的基础上教会教练员如何根据不同战术、技术和体能训练的理论，灵活的制
定和实施教学方案，达到培养高水平球员提高比赛竞技能力的目的。主要内容考试都将在球
场上举行 – 技能考试、教学考试和笔试。

PTR 大师级网球课程 L5五级
（计划 2015-2017 年落地中国推广，目前只在美国开课）

PTR青少年发展大师L5五级
（计划 2015 年落地中国推广）

PTR 高水平L5五级
（计划 2016 年落地中国推广，目前只在美国开课）

PTR 成人发展L5五级
（计划 2017 年落地中国推广，目前只在美国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