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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赛季将是姚明
当选篮协主席后的首个赛季。
在联赛开战之前，中国篮协进
行了一系列改革。

1 .CBA公司获得联赛竞赛权
未来五年CBA在赛制、外

援制度等环节均有调整，单赛
季每支球队常规赛比赛场次
将由38场增加到56场，赛季时
间和长度也随之拉长。

2 .季后赛名额增加到10支
季后赛从此前3个阶段变

成了4个阶段，获得第7名-第
10名的球队将捉对厮杀，以3
战2胜制产生2支优胜队，与常
规赛前6名球队展开8强淘汰
赛，1/4决赛、半决赛和总决赛
赛制维持不变。

3 .每周6天有比赛
此前CBA比赛日是每逢

周三、周五、周日，新赛季从周
二到周日，每周有 6 天都安排
比赛。CBA 也将引入联赛休
赛窗口期，为男篮世界杯预选
赛做准备。这两个窗口期分别
是：今年 11 月 20 日-28 日和
明年 2 月 19 日-27 日。

4 .推出CBA预备队联赛
20支球队都可以派队参

赛，但这一赛事是赛会制，每
队每阶段将至少要打 8 场比
赛，第一阶段比赛从 2017 年
12 月上旬开始。

5 .新赛季体测改为抽检
体测不再要求全队参加，

而是通过抽签方式，每队选出
两名球员参加新赛季体测。

6 .选秀大会创历史新高
共有50名球员报名参加

了选秀，其中包括 17 名大学
生球员，最终有 11 名球员被
10 家俱乐部选中。参选人数、
被选人数均创造 CBA 纪录。

7 .对纪律处罚规定进行完善
今年的纪律处罚规定改

为《纪律准则》，在竞赛工作和
商务工作中对违规行为的处
罚力度有所调整，其中对教练
员、运动员的技术犯规，违反
体育道德犯规，取消比赛资格
犯规累计处罚规定也提高了
标准要求。

8 .设立CBA视频回放中心
今年CBA引入了全新的

技术统计系统，设立了视频回
放中心，并为比赛中的裁判员
配备 PTS(精确计时系统)。

9 .优化裁判选派办法
新赛季的裁判员安排采

取人工智能编排，增加对联赛
裁判员临场执裁能力的考评。
据悉，本赛季 CBA 裁判员将
分为 5 档，并引入绩效工资，
改善裁判员收入。

10 .三俱乐部更换主场
稠州银行从义乌搬至杭

州，江苏肯帝亚搬到苏州，江
苏同曦主场搬到南京。此外，
还有多个俱乐部更改了分赛
场城市。 记者 李康培

姚明治下CBA
有了十大变化□记者 李康培

2017-2018赛季CBA即将拉
开大幕，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即
将呈现在球迷面前。在丁彦雨
航回归以及莫泰尤纳斯、劳森
等多位强援加盟的情况下，山
东男篮更是被外界广泛看好。
那么，新赛季山东男篮有哪些
值得期待的地方，最终球队又
会取得怎样的结果呢？

很多球迷认为，今年的山东男篮阵
容齐整，拥有夺冠的条件，不该再定位
于季后赛。可是赛季漫长，强敌如林，不
是有实力就可以获得总冠军。

新赛季CBA更改了季后赛规则，将
有10支球队可以晋级，竞争将会更加激
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之前第十名
左右的球队都会摩拳擦掌，希望可以冲
击一下更好名次。如此一来，新赛季球
队面临的硬仗将会更多，球队间的差距
不再是那么明显。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全运会比赛。在
本届天津全运会之前，山东男篮一直是
全运会上的常客，甚至是冠军的有力争
夺者。拥有雄厚的篮球人才基础，国内
球员的实力完全可以和辽宁、新疆一较
高下。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阵容

的 山 东 男 篮
竟然无缘最终
决赛圈，爆出一
大冷门。

另外一个不
得不提的原因是场外
因素。上赛季球队在外援、伤病等方面
出现问题，几乎整个赛季的阵容都不算
完整。所以，原本看起来势不可挡的山
东男篮，最终依靠王汝恒的罚球绝杀才
打进季后赛。再加上不请自来的篮协罚
单，山东男篮上赛季差点输在了场外因
素上。比如上赛季陶汉林作为球队主力
内线，被禁赛之前一直是重要得分
点，场均得到超过10分。可是禁赛
复出后，“小鲨鱼”状态受到影响，
场均得分骤降。

应该说如今的山东男篮，丁彦雨航
是毫无疑问的核心球员。就像主帅凯撒
说的那样，就算外援也要明白小丁的核
心地位。上赛季，困难重重的山东男篮
逼出了一个最强丁彦雨航，在常规赛呼
风唤雨，成为得分王。在球队经常单外
援出战的情况下，小丁扛起了球队进攻
大旗，最终惊险带队打进季后赛。

不过因为实力上的差距，山东男篮
季后赛首轮便遭落败。赛后更衣室里，
小丁留下了遗憾的泪水。之后没几天，
小丁就踏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开始在
洛杉矶进行特训。好在命运没有辜负这
位勤奋的年轻人，达拉斯小牛的夏季联
赛邀请发到他的手中。面对这样的机
会，一直抱着NBA梦的小丁岂能放弃。
在两站夏季联赛中，小丁发挥出色，在

不擅长的四号位上依然是可
圈可点。尽管小牛队最终发
来了双向合同，但是小丁经
过考虑后还是选择继续在
CBA打一个赛季。

尽管目前球队中有
劳森、莫泰尤纳斯加盟，
但是小丁的核心地位不
会变。从几场季前赛
的 比 赛 也 能 看
出，劳森和莫
泰尤纳斯已经
深知这一点，
比赛中对于小
丁的支持力度
非常大。

作为1993年出生的球员，
小丁只有24岁，远远还没到职
业生涯的巅峰期。或许在新
赛季中，球迷们能看到一个
更为强大的丁彦雨航。

在外援选择问题上，山东男篮今
年夏天可谓是下手非常晚。好在没有错
过好球员，将莫泰尤纳斯和劳森正式签
下。作为NBA当打之年的球员，劳森和
莫泰尤纳斯都有着不俗的实力，也深受
广大中国球迷喜欢。对于这样一对组
合，山东球迷可谓是充满了期待。

除了自身实力以外，外援被追捧
还来自于上赛季的外援问题。去年，山
东男篮也曾签下NBA总冠军球员科
尔，并引进了国王大前锋汤普森。谁知
不被看好的汤普森任劳任怨，一直坚
持到了赛季结束，可是小外援频频更
换，完全打乱了球队的赛季计划。

当然劳森和莫泰尤纳斯也有潜在
问题，比如劳森的酗酒历史以及莫泰
尤纳斯的性格。对此，从教练凯撒到队

员都坚持看好。 队长睢冉
甚至呼吁外 界，不要再
拿 劳 森 酗酒说事了，
现在的 他训练非常刻
苦，而且喜 欢和队友配合。莫
泰尤纳斯在近期的季前赛中虽然表现
不那么亮眼，但作为欧洲球员深受凯
撒器重。或许在新赛季，莫泰尤纳斯能
成为球队的一根大轴，在攻防两端发
挥作用。

一支球队要想走得更远，必须要
有强力外援的支持。上赛季的新疆男
篮夺冠，依靠的不只是李根和周琦这
样的球员，更需要亚当斯和布拉切的
带动。新赛季劳森穿上了曾经功勋外
援杰特的三号球衣，希望他也能像杰
特那样带给球队更多胜利。

球队能否
打进季后赛

小丁能否
获得MVP

外援能否

可以被依靠

新赛季在CBA联赛举
行的同时，将推出CBA俱乐
部预备队比赛，目前有12支

球队报名。
比赛采用赛会制

形式，每队每个阶段
(共4个阶段)将参

加至少8场的比
赛,第一阶段比
赛计划从今年

12月上旬开始。
山东高速男

篮是12支报名队伍
之一。由于CBA预备

队联赛可以采用自主
组队或联合组队的方
式参赛，山东队采用
后一种方式，在队员
人数上初步上报了两
人次。“目前还没有接
到具体通知，参赛队员

是需要一线队还是青年
队，所以具体哪两名队员还
没定下来。”山东男篮相关
负责人表示。 吉刚

山东男篮新赛季
最低票价40元

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2017-2018赛季济南
赛区常规赛球票价格正式确定。本赛季常规

赛分成A、B两类场次，具体场次分配及价格如下：
1 .场次分配
A类场次：新疆、广东、辽宁、广厦、深圳、上

海、北京、山西、青岛、北控；
B类场次：浙江、江苏、同曦、福建、吉林、四

川、天津、八一、广州。
2 .常规赛单场球票价格
A类：贵宾票500元，特级票300元，甲级票150

元，乙级票100元，丙级票50元；
B类：贵宾票400元，特级票200元，甲级票120

元，乙级票80元，丙级票40元。
3 .常规赛套票价格
贵宾套票7900元，特级套票4300元，甲级套票

2400元，乙级套票1600元，丙级套票800元。 综合

山东男篮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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