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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手球竞赛规则

根据国际手球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决定，经

过修改的《沙滩手球竞赛规则》将于2010年3

月1日生效。

为简便起见，在涉及队员、官员、裁判员

和其他人员时，本规则一律使用男性词汇。除

比赛用球规格外（规则3），本规则适用于所有

男女参赛者。

沙滩手球运动的理念建立在“公平竞赛”的

原则基础上，裁判员所有的判罚，都必须遵循

该原则。

“公平竞赛”指：

尊重队员的身心健康，严守道德规范。

尊重良好的体育精神，推崇竞赛理念。

维护比赛的连续性，但绝不允许通过违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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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方式获利。

根据沙滩手球运动理念（双方尽全力，比赛

极有观赏性），任何处罚仅对队员个人而非全

队。

本规则由李刚翻译，涂加乐作图，付全校对 ，

李之文审核。最后由李刚统稿并排版。

中国手球协会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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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

1:11:11:11:1 比赛场地为长方形（图1），长27米，宽12

米，由两个球门区和一个比赛场区组成。

比赛场地表面必须由尽可能水平、均匀的

沙子铺成。沙子里不允许有任何可能会划

伤队员的物体，如石头，贝壳等。

沙层应由高质量、松散的沙粒压紧而成，

厚度至少为40厘米，

比赛中，比赛场地的条件不得以任何方式

改变而使一方从中获利。比赛场区周围应

有3米宽的安全区。

必须确保比赛时的天气状况不会给队员带

来任何受伤的危险。

夜间比赛时，比赛场区上方的照明应达到

1,000至1,500勒克斯（从沙层表面上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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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度测量）。

1:21:21:21:2 比赛场区长15米，宽12米。各界线均宽8厘

米，界线的标识带或绳索应为有色弹性物。

1:31:31:31:3 场上的线均属于他们各自界定的场区的一

部分。

长界线称边线，短界线称外球门线。划在

球门柱之间沙面上的线称为球门线。

球门

1:41:41:41:4 球门（图2a、2b）位于各自外球门线的中

央，必须牢固地固定在沙面下（固定器不

能对队员造成危险），内径高2米，宽3米。

球门立柱由一根横梁相连。球门立柱的后

沿应与球门线的外沿齐平。球门立柱和横

梁的截面为8×8厘米，从场地上能够看到

的三个面必须由对比鲜明的两种颜色漆成

与背景有明显区别的相间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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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门应缚挂一张网，以使掷入球门的球不

会立即弹回。

球门区

1:51:51:51:5 球门区位于球门前面（规则6）。

球门区以球门区线为界，由一条平行于外

球门线，距外球门线6米的线或绳索相隔而

成。

记录台

1:61:61:61:6 记录台应该能容纳3至4名工作人员同时工

作，位于边线中央，但距边线至少3米。

记录台的位置必须确保计时员和记录员能

看到换人区线。

替补区

1:71:71:71:7 场上队员的替补区长15米，宽约3米，位于

比赛场区两侧边线外。场上队员必须从本

方替补区进入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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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1:81:8 a)允许守门员和场上队员在本方替补区一

侧就近离开场地。这就意味着允许场上

队员通过本方替补区一侧的比赛场区和

球门区的边线就近离开场地。

b)守门员必须从本方替补区一侧的本方球

门区边线进入场地（4:13，5:12）。

c)允许替补守门员坐或跪在本方球门线和

球门区线间的边线处随时准备替换入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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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赛开始，比赛时间，结束信号，

暂停和球队暂停

比赛开始

2:12:12:12:1 赛前，由裁判员主持掷币挑边，胜队有权

优先选择场区或替补区的位置。如胜队选

择场区（替补区）的位置，则负队可相应

地选择替补区（场区的位置）的位置。

中场休息时交换场区，但不交换替补区。

2:22:22:22:2 场上裁判鸣哨(2:5)争球（10:1-2）开始每

半时的比赛（包括“金球”比赛）。

2:32:32:32:3 场上队员可以位于比赛场区内的任何位置。

比赛时间

2:42:42:42:4 比赛分上下半时，各10分钟（但须遵守规

则2:6，2:8和4:2），中间休息5分钟。上下

半时分别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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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52:5 场上裁判鸣哨掷争球时，开始计时。

2:62:62:62:6 如果半场比赛结束时比分相等，则通过“金

球”（1分决胜制，突然死亡法，先得分的

队胜）决出胜负（9:7）。“金球”比赛以

争球重新开始（规则10）。

每半时的胜队得局分1分。

2:72:72:72:7 如果上下半时均为同一队获胜，则该队以

2:0获得整场比赛的胜利。

2:82:82:82:8 如果上下半时两队分别获胜，则比赛为1比

1平局。因比赛必须决出胜负，此时需采用

“1对1决胜法”（一名队员对一名守门员，

参见规则9）。

结束信号

2:92:92:92:9 当公开计时钟自动发出结束信号或计时员

发出结束信号时，比赛时间结束。如果到

时没有信号，裁判员应鸣哨示意比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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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17:10，18:1，18:2）。

注释：

如果没有带自动结束信号的公开计时钟，计时

员应使用座钟或秒表并在比赛结束时发出结束

信号（18:2）。

如果使用公开计时钟，为方便观众观看比赛，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使计时钟从 10’-0’

计时(倒计时)。

2:102:102:102:10 在（半场或全场比赛）结束信号发出前或

同时发生的犯规和非体育道德行为均应

判罚，尽管有时因此而判罚的任意球或六

米球要在结束信号后才执行。只有当任意

球（或六米球）得到直接结果后，裁判员

才能结束比赛（规则解释3）。

2:112:112:112:11 如果正在掷任意球或六米球，或球已在空

中飞行时，（半场、全场）结束信号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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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新掷球。只有当任意球（或六米球 ）

得到直接结果后，裁判员才能结束比赛。

2:122:122:122:12 在规则2:10-11描述的情况下掷任意球或

六米球时，队员和官员发生的犯规或非体

育道德行为仍然要判罚。执行这种掷球时

进攻队员发生犯规违例，不再判给对方掷

任意球。

2:132:132:132:13 如果裁判员确认计时员过早发出了（半

场、全场）比赛结束信号，他必须使两队

留在场上，赛完剩余时间。

重新开始比赛时，由过早发出信号时控制

球的队掷球。如果当时比赛已经中断，则

比赛重新开始时需根据当时的情况掷球。

如果比赛正在进行，则根据规则13:4a-b

掷任意球重新开始比赛。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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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142:142:14 由裁判员决定何时停止和重新启动计时钟。

下列情况必须暂停：

a）罚出场、取消比赛资格或开除时；

b）判罚六米球时；

c）一分钟球队暂停时；

d）计时员或技术代表发出信号时；

e）根据规则17:9，裁判员之间有必要进

行协商时。

f）随队官员被罚出场时。

除上述必须暂停的情况外，裁判员还要

考虑其它需要进行暂停的情况。

在比赛进行中，当计时员或技术代表鸣

哨中断比赛时，要同时停止计时钟，无

须等待裁判员的确认信号。

以下是一些非必须但通常应给予暂停的

典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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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运动员有受伤嫌疑时；

b）球队明显延误时间，例如掷球时拖延

时间，或有队员扔球或不放下球，或

当队员在被罚出场后离场太慢；

c）换人违例或“额外队员”无意进入场

地（4:13-14）；

d）外界影响，如必须重新固定场地界线

的带子或绳索时；

注释：

记时员或技术代表发出的哨音信号可有效地中

断比赛。即使裁判员（和运动员）没有及时听

到来自记录台的哨音，在哨音后出现后的所有

技术判罚（如得分、六米球、任意球、边线球、

开球或球门球等）均无效。在确定鸣哨时球所

处的位置及状态后，比赛按记录台鸣哨的原因

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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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记录台发出哨音后出现的所有个人处

罚（如黄牌、罚出场、红牌等）均有效，无论

是何种犯规或处罚有多严重。

2:152:152:152:15 暂停期间违犯规则与比赛进行时违犯规

则同样处理（16:16注释1）。

2:162:162:162:16 暂停时，由裁判员通过三声短哨和手势16

通知计时员。暂停后重新开始比赛时，必

须鸣哨（15:3b），计时员听到哨音重新

开表。

球队暂停

2:172:172:172:17 在正常的比赛时间内，每队每半时可以请

求一次1分钟的球队暂停。

随队官员需要提出球队暂停时，必须走到

边线的中点处，以计时员能明显看到的方

式举起绿牌（绿牌的尺寸建议为30×20厘

米，正反两面都有一个大的 “T”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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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球队控制球时（比赛进行中或比赛中断

时），该队才能申请球队暂停。如果计

时员在该队失去控制球之前有足够的时

间鸣哨（否则不能给予暂停），应立即

给予球队暂停。

然后，计时员鸣哨中断比赛，做出暂停

手势（手势15），伸出手臂指向申请暂

停的队。申请球队暂停的官员把绿牌插

在边线中点外1米处，并保持至该半场比

赛结束。

裁判员暂停比赛，计时员停止计时钟。

裁判员认可球队暂停，此时计时员开动

秒表控制暂停时间，记录员将球队暂停

的时间及相应的半时记到申请队名下。

在球队暂停期间，队员和随队官员可位

于本方替补区或比赛场地上。裁判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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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场地中央，其中一名裁判员可以走近

记录台进行简短交流。

球队暂停期间发生的犯规与在比赛进行

中发生的犯规同样处理。无论犯规队员

是在场内或场外，根据规则8:4，16:1d

和16:2c，非体育道德行为可判罚出场。

当暂停至50秒时，计时员发出声音信号，

示意比赛将在10秒钟后重新开始。

当暂停时间结束时，球队必须做好重新

开始比赛的准备。

比赛根据获准暂停时的相应情况掷球重

新开始。如果是在比赛进行中给予暂停

的，则由申请暂停的队在比赛中断时球

所在的位置掷任意球。

当裁判员鸣哨重新开始比赛时，计时员

开动计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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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控制球”包括比赛须以掷球门球，边线球，任

意球或六米球重新开始的情况。

“球处于比赛状态”是指队员接触球（持球、

射门、传接球）或球队控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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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球

3:13:13:13:1 比赛使用圆形、表面不滑的橡胶球。男子

用球重350至370克，周长54至56厘米；女

子用球重280至300克，周长50至52厘米。

儿童比赛可使用更小的球。

3:23:23:23:2 每场比赛，必须至少提供四个符合标准的

球。其中两个备用球放在两个球门后正中

央的指定区域，第三个备用球放在记录台。

3:33:33:33:3 在球远离比赛场地后，为尽可能减少比赛

中断时间和暂停，在裁判员的示意下，守

门员应尽快取备用球投入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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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球队、换人和装备

球队

4:14:14:14:1 沙滩手球比赛可分男子、女子和男女混合

组队方式。

4:24:24:24:2 原则上，一个队最多由8名队员组成。比赛

开始时，至少有6名队员到场。如果一队队

员减到少于4人，则对方为胜队，比赛不再

继续。

4:34:34:34:3 同时上场的队员人数不得超过4人（3名场

上队员和１名守门员），其他队员为替补

队员，必须位于本方替补区。

4:44:44:44:4 只有在比赛开始时到场，并在记录表上登

记的队员或随队官员才有权参加比赛。

比赛开始后到达比赛场地的队员和随队官

员，必须得到计时员／记录员的同意后方

可参加比赛，并且必须登记在记录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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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一个有权参加比赛的队员，可随

时从本方换人区上场 (但须遵守规则

4:13)。

“球队负责官员”应确保只有获得参赛资

格的队员进场参赛。如有违犯，视为“球

队负责官员”的非体育道德行为，并对其

进行升级处罚。

4:54:54:54:5 场上必须自始至终有1名守门员。被认定为

守门员的队员可以随时成为场上队员。同

样，场上队员也可随时充当守门员(但须遵

守规则4:8)。

4:64:64:64:6 比赛中每队最多允许有4名随队官员，但只

允许其中的两名官员位于本方替补区内。另

外两名官员应位于本方替补区后的安全区

外，但当有本方队员受伤时，在得到裁判员

的许可后（规则4:7），他们可以到受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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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所在地点对其进行护理。

随队官员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更换，并必须指

定一名“球队负责人”。仅允许“球队负

责人”和计时员／记录员讲话，或在必要

时与裁判员讲话（申请球队暂停时例外，

规则2:17）。

在比赛过程中，随队官员通常不允许进入

场地。违反此规则将作为非体育道德行为

进行处罚(规则8:4，16:1d，16:2d和16:6b)。

重新开始比赛时由对方掷任意球 (规则

13:1a-b；但须遵守规则解释8)。

4:74:74:74:7 当有队员受伤，比赛暂停时(手势16)，裁判

员可允许(使用手势)两名有参赛资格的人

员(规则4:4)进入场地，以护理本队受伤的

队员。

在已有两人进场护理的情况下，如再有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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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员进场则视为非法进入场地并给予相

应处罚（额外队员非法进场，依据规则4:14

和16:2a进行处罚；额外官员非法进场，依

据规则4:6,16:2g和16:6j进行处罚）。得

到裁判员允许进场的队员或官员，如不去

护理伤员，而是去给场上队员作技术指导

或走近对方队员或裁判员等，将被视为非

体育道德行为。

装备

4:84:84:84:8 同队的场上队员必须着装统一。两队的服装

颜色和图案必须有明显区别。

沙滩手球男子比赛服包括运动上衣，运动

短裤和可能的附件。沙滩手球女子比赛服

包括运动上衣，三角裤和可能的附件。

为了与海滩上常用的颜色相映衬，队员运

动上衣的颜色应选择明亮的浅色（如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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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色，黄色，绿色，橙色和白色）。

同队所有担任守门员的队员，必须着装统

一（服装款式和号码），其服装颜色必须

与双方场上队员和对方守门员相区别。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随队官员必须统一着装，其着装颜色必须

与本方队员相区别。

4:94:94:94:9 队员号码（男子约12 x 10厘米，女子约8 x

6厘米）必须分别置于男子比赛服上装和女

子上装的前面和后面。号码颜色必须与上

装的服装颜色相区别（也就是说，浅色与

深色相搭配，浅色号码搭配深色服装或深

色号码搭配浅色服装）。

4:104:104:104:10 所有队员均赤脚参赛，允许穿布料制作

的袜子或保护绷带，不得穿运动鞋或其

它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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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114:114:11 禁止佩戴任何可能危及队员的物品，如：

头盔或面罩、手镯、手表、戒指、显露体

环、项圈或项链、耳环、没有固定带子或

带有硬框的眼镜及任何其它危险物品

（17:3）。

队员可以使用经权威认可的下列附件：

帽子（软帽舌或为避免造成伤害将硬帽

舌转到后面），束发带或头巾。

有固定带子的塑胶太阳镜。

治疗膝、肘、脚等用的保护绷带。

队员必须对自己所使用的附件负责，不

符合上述要求的队员，在达到要求前不

得上场参赛。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护鼻：规则规定禁止佩戴头盔或面罩。这里需

要说明是，面罩遮住的是脸的主要部分。而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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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在尺寸上小得多，只是遮住鼻子部分。所以，

规则允许佩戴护鼻。

4:124:124:124:12 发生流血或在身体或服装上沾有血迹的

队员，必须立即通过正常换人自觉地离开

场地，以止血、包扎伤口及清理身上和服

装上的血迹。只有完成上述步骤，该队员

才能返回比赛场地。

凡不遵守裁判员有关指示的队员，将被视

为非体育道德行为(8:4，16:1d和16:2c)。

换人

4:134:134:134:13 只要被替补队员已离开场地，替补队员

即可不通知计时员／记录员随时、重复

地进场参加比赛（违反此规定按规则

16:2a处理）。

参与换人的所有队员都应该在本方换人

区进入场地（16:2a）。此规定也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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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守门员(另参见规则5:12)。

以上换人规定在暂停期间同样适用（球队

暂停除外）。

如因换人违例必须中断比赛，比赛重新开

始时由对方掷任意球（规则13）或六米球

（规则14）。如果换人违例发生在暂停期

间，应该根据比赛中断时的情况重新开始

比赛。

换人违例时，应判罚违例队员出场（规则

16）。如果同一个球队在一次换人过程中

发生多人违例，只处罚第一个违例队员。

4:144:144:144:14 如果额外队员进入场地或一名队员从替

补区处干扰了比赛，应该对违例队员罚出

场，这种情况下，该队场上必须有另一队

员离场。

如果队员在受罚期间进入场地，将被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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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出场（这导致该队员被取消比赛资格），

该队场上应有另一队员离场。

在两种情况下均由对方掷任意球重新开始

比赛(规则13:la-b；但须遵守规则解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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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守门员

守门员

允许守门员：

5:15:15:15:1 在球门区内做防守动作时，用身体任何部

位接触球；

5:25:25:25:2 在球门区内持球活动时不受场上队员规则

的限制(规则7:2-4，7:7)。但不允许拖延掷

球门球的时间(规则6:5，12:2和15:3b)；

5:35:35:35:3 不持球离开球门区并在比赛场区内参加比

赛。离开球门区的守门员，要遵守场上队

员的规则；

当守门员身体的任何部位接触球门区线以

外的地面时，即被认为已经离开了球门区。

5:45:45:45:4 如果未能控制住球，可以随球离开球门区

并在比赛场区继续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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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守门员：

5:55:55:55:5 在防守时危及对方(8:2，8:5)；

5:65:65:65:6 控制球后持球离开球门区（依据规则

13:1a，如果之前裁判员已经鸣哨掷球门

球，则判由对方掷任意球；如果裁判员还

没鸣哨掷球，则纠正后重新掷球门球。)；

5:75:75:75:7 掷球门球后，在球没有触及其他队员之前

再次在球门区外触球。

5:85:85:85:8 站在球门区内触及位于球门区外地面上静

止或滚动的球（13:1a）；

5:95:95:95:9 将球门区外地面上静止或滚动的球拿进球

门区（13:1a）；

5:105:105:105:10 从比 赛 场 区 持 球 重 新 进 入 球 门 区

（13:1a）；

5:115:115:115:11 当球停留在球门区内或正向比赛场区滚

动时，用脚或膝关节以下部位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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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a）；

守门员的替换

5:125:125:125:12 守门员只允许从本方替补区一侧的本方

球门区边线进入场地(1:8, 4:13)。

守门员可以从本方替补区一侧的比赛场

区边线或本方球门区边线离开场地(1:8,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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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球门区

6:16:16:16:1 只允许守门员进入球门区（6:3例外）。球门

区包括球门区线，场上队员身体的任何部位

接触了球门区，就被认为进入了球门区。

6:26:26:26:2 对进入球门区的场上队员应判罚如下：

a）进攻队员持球进入球门区判罚球门球；

b）进攻队员不持球进入球门区但获得利益

时，判罚任意球（13:1a-b，另参见6:2c）；

c）防守队员进入球门区获得利益，并破坏

了一次明显得分机会时，判罚六米球

（14:1a）；

6:36:36:36:3 遇下例情况时，对进入球门区的场上队员

不予判罚：

a）场上队员在球离手后进入球门区，未

给对方造成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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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场上队员徒手进入球门区，未获得利益 ；

c) 防守队员试图进入球门区参与防守，

但未获得利益。

6:46:46:46:4 球在球门区内时，球权归守门员（另参见

6:5）。

6:56:56:56:5 允许队员触及球门区内静止或滚动的球。

不允许场上队员进入球门区内触及球(任

意球)。

允许队员触及在球门区上空的球，但球门

球除外(12:2)。

6:66:66:66:6 守门员应把停在球门区内的球，通过掷球

门球（规则12）将球掷回场内继续比赛。

6:76:76:76:7 如果防守队员在防守动作中触及球，然后

球被守门员接住或停留在球门区内，比赛

应以掷球门球（规则6:6)继续进行。

6:86:86:86:8 如果队员使球进入本方球门区，应按下列



37

规定处理：

a）如果球进入球门，得分；

b）如果球停留在球门区内或守门员触及

了球因而球没有进入球门，判任意球

（13:1a-b）；

c）如果球越过外球门线，判边线球(11:1)；

d）如果球穿过球门区后又返回比赛场区，

且未被守门员触及，比赛继续。

6:96:96:96:9 从球门区弹回到比赛场区的球，仍处于比

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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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触球，消极比赛

接触球

允许队员：

7:17:17:17:1 用手（张开或并拢）、臂、头、躯干、大腿

和膝部去掷球、接球、停球、推球或击球；

允许扑抢地上静止或滚动的球。

7:27:27:27:2 持球不得超过3秒，包括球在地上(13:la)；

球在地面停留超过3秒后，最后触球的队员

不能再次拿球(任意球)。

7:37:37:37:3 持球走不得超过3步(13:la)，下列情况为第

一步：

a）双脚站立，一只脚离地后再落地，或

一只脚从一处移到另一处；

b）一只脚着地，接球后另一只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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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跳起后单脚着地，随后用同一只脚踏

跳或另一只脚落地；

d）跳起后双脚同时落地，然后一只脚离

地再落地，或一只脚从一处移到另一

处。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如果一只脚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另一只脚移至第

一只脚的旁边，应计算为一步。

7:47:47:47:4 当站立或跑动时：

a）拍一次球，然后用单手或双手接球；

b）单手连续拍球（运球）或者单手在地

上连续滚动球，然后将球用单手或双

手接住或捡起；

一旦单手或双手接住球后，就必须在3秒

钟内或3步之内将球掷出（13:1a）。

当队员用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及球并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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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后，即认为已开始拍球或运球。

在球已触及其他队员或球门后，允许队员

再次拍球或运球后再接住。

7:57:57:57:5 将球由一只手递给另一只手。

7:67:67:67:6 跪、坐或躺在地上打球。

不允许队员：

7:77:77:77:7 控制球后，在球触及地面、其他队员或球

门前再次接触球（13:1a）。

“接球不稳”，不判违例。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接球不稳”是指队员在试图接球或停球的过

程中未能控制住球。

在已经控制球的情况下，队员在拍或运球后，

不允许再次触球。

7:87:87:87:8 用脚或膝关节以下部位触球，但对方掷来

的球除外（13: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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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97:97:9 如果球触及场内的裁判员，比赛继续进行。

消极比赛

7:107:107:107:10 不允许在没有任何明显进攻或射门意图

的情况下，保持本队对球的控制（规则解

释4）。这被视为消极比赛，判由对方掷

任意球（13:1a）。

在中断比赛时球所在的地点掷任意球。

7:117:117:117:11 当发现有消极比赛的倾向时，裁判员应出

示预警手势（手势17）。这给控球队改变

进攻方式的机会，以避免丢失球权。如果

在出示预警手势后，进攻队仍没有改变

进攻方式，也没有射门，则应判由对方

掷任意球（规则解释4）。

在特殊情况下，如：当队员故意放弃明

显得分机会时，裁判员可以不做预警手

势而直接判由对方掷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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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犯规与非体育道德行为

允许队员：

8:18:18:18:1 a）用手臂和手去封挡或获得球；

b）用张开的单手从任何方向去轻打对方的球；

c）用躯干阻挡对方持球或不持球的队员；

d）以弯曲的手臂从正面接触对方队员，以

紧盯或跟随对方队员。

不允许队员：

8:28:28:28:2 a）抢夺或打击对方手中的球；

b）用臂、手或腿去阻挡或挤对方；

c）拉或抱（对方队员的身体或衣服）、推 、

跑或跳起来撞对方；

d）以违反规则的方式干扰、阻止或危及对

方持球或不持球的队员。

8:38:38:38:3 当规则8:2中的犯规行为主要或完全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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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而不是球时，将受到“升级”处罚。

升级处罚指，当犯规的程度已经超过正常

争夺球的动作时，不能仅判罚任意球或六

米球。

符合升级处罚定义的犯规都要给予个人处罚。

8:48:48:48:4 与良好体育运动精神相悖的动作或语言均

被视为非体育道德行为（例子见规则解释

5），这适用于场上场下的所有队员和官员 。

升级处罚也适用于出现非体育道德行为的

情况(16:1d，16:2和16:6)。

8:58:58:58:5 攻击并危及对方身体健康的行为应判取消

比赛资格（16:6c）。下列情况必须取消比

赛资格：

a) 从侧面或后面击打或向后拉扯对方正

在传球或射门的投掷臂；

b) 以任何方式击打对方的头部或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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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蓄意用脚、膝部或其它方式打击对方的

身体，包括绊倒对方；

d) 推正在跑动或跳起的对方队员，或以其

他方式使对方失去身体平衡；这同样适

用于守门员离开球门区防守对方快攻

反击的情况；

e) 掷任意球时直接射门，在防守队员没有

移动的情况下，击中防守队员头部；或

在掷六米球时，在守门员没有移动的情

况下，击中守门员头部。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即使是一个力量很小的身体撞击犯规，如果出

现在队员无法自我保护又毫无防备时也会非常

危险，还有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犯

规，不同于一般的、看似较小的普通身体接触

犯规，可考虑取消犯规队员的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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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68:68:6 犯有严重非体育道德行为（例子见规则解释

6）的场上或场下的队员或官员，均应判取

消比赛资格（16:6e）。

8:78:78:78:7 比赛时间内斗殴的队员应予以开除（16:11-

14）。比赛时间外发生的斗殴判取消比赛

资格(16:6f; 16:16b，d)。有斗殴行为的随

队官员判取消比赛资格(16:6g)。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根据本规则精神，斗殴是指故意用暴力手段侵

犯他人身体（队员、裁判员、计时员／记录员、

随队官员，技术代表或观众等）的行为。换言

之，斗殴不只是简单的反射性举动或是由于无

意而过激的方式导致的结果。向他人吐唾沫，

且确实吐中他人，视同为斗殴。

8:88:88:88:8 如果违反规则8:2-7的犯规行为直接或间接

地破坏了对方一次明显的得分机会，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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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方掷六米球（规则14:1）。

其它的犯规判由对方掷任意球（13:1a-b，

还须参见13:2和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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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得分和比赛结果的判定得分和比赛结果的判定得分和比赛结果的判定得分和比赛结果的判定

得分

9:19:19:19:1 射门之前或射门时，在射门队员本人及本队

其他队员没有任何违犯规则的情况下，使整

个球体完全越过球门线而进入球门（图4），

即得1分。

如果防守队员违犯规则，但球仍进入球门，

应判得分。

如果在整个球体完全越过球门线之前，裁

判员或计时员已中断比赛，不应判得分。

如果队员将球打入本方球门，应判对方得

分，但在守门员掷球门球时例外（12:2，

第二段）。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如果球被非参赛人员（观众等）或物体挡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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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进入球门，而裁判员确认该球在正常情况

下会进入球门，则应判得分。

9:29:29:29:2 创造性的或引人入胜的射门得2分（参见规

则解释1）。

9:39:39:39:3 六米球射门命中得2分。

9:49:49:49:4 一队得分后，由对方掷球门球继续比赛

（12:1）。

9:59:59:59:5 一旦裁判员鸣哨判得分且球门球已掷出，

对得分的判定不得更改。

如果比赛结束信号恰在得分以后球门球掷

出以前发出，裁判员必须明确表示得分有

效（不再掷球门球）。

守门员射门得分

9:69:69:69:6 守门员射门命中得2分。

比赛结果的判定

9:79:79:79:7 如果半场比赛结束时比分相等，则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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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法”决出胜负，即先得分的队获胜（2:6）。

9:89:89:89:8 如果双方各胜半场，将采用“一对一决胜法”。

5名有资格参赛的队员，与对方所选的5名

队员轮流射门。如果守门员作为决胜的射

门队员之一，他在射门时将被视为场上队

员（规则4:8注）。

在进行5次射门后，得分多的队获胜。

如果第一轮（全部5名队员）结束后不能

分出胜负，继续进行第二轮“一对一决

胜”。在交换比赛场区后（替补区不交换 ，

见注释），两队再各自选出5名具有参赛

资格的队员参加第二轮“一对一决胜”，

两队掷球的顺序与前一轮相反。

第二轮开始，在双方掷球次数相同的情况

下，一旦出现比分差距即可决出胜方。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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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决胜法”。

“一对一决胜”时，场区的选择和掷球的先后顺

序通过裁判主持的掷币挑边决定（规则解释2） 。

如果掷币挑边的胜队选择先掷球，则另一队有

权选择场区。相反，如果掷币挑边的胜队选择

场区，则另一队先掷球。

“一对一决胜”开始时，守门员至少有一只脚

站在各自的球门线上。场上队员必须在比赛场

区内，且有一只脚要站在球门区线和边线的交

界处（左右交界处均可）。在裁判员鸣哨后，

场上队员将球传给站在球门线上的本方守门

员。传球时，球不得触地。球一旦离开场上队

员的手，双方守门员均可以向前移动。持球的

守门员必须位于本方球门区内，在3秒内必须将

球射向对方球门或将球传给跑向对方球门的队

友。同样，传球时球不能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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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队员必须接到球并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

尝试射门得分。

如果进攻方的守门员或场上队员违反规则，本

次进攻结束。

离开球门区的防守方守门员随时可返回球门

区。

如果某轮“一对一决胜”比赛中，某队队员降

至少于5人，该队将相应减少进攻射门机会，因

为所有队员均不得进行两次射门。

9:99:99:99:9 如果防守方守门员采用犯规手段防守，判

由对方掷六米球（见规则解释9）。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具有参赛资格的队员均可掷这类六米球。

9:109:109:109:10 所有参加“一对一决胜”的队员均必须位

于本方替补区内。完成射门的队员应该回

到本方替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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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争球

10:110:110:110:1 每半时，包括“金球”比赛，均以争球开

始（2:2）。

10:210:210:210:2 争球在场地中间执行。在一名裁判鸣哨

后，由另一名裁判将球垂直抛向空中。

10:310:310:310:3 负责鸣哨的裁判员位于记录台对面的边

线外。

10:410:410:410:4 争球时，除每队一名参加跳球的队员，其

他所有队员都必须距离掷球裁判员至少3

米，但可以位于比赛场区内任何位置。

参加争球的两名队员必须位于裁判员两

边靠近本方球门一侧。

10:510:510:510:5 只有当球达到最高点后队员才可以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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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边线球

边线球

11:111:111:111:1 如果球的整体越过边线，或者球触及防守

队的场上队员后，越过防守队的外球门

线，应判边线球。

11:211:211:211:2 掷边线球时裁判员不鸣哨（15:3b例外），

由球出界前最后触球队的对方执行。

11:311:311:311:3 边线球应在球出界的地点执行，但是，如

果球越过外球门线或越过球门区内的边

线，则应在离球门区线和边线交界处至少

一米的比赛场区内的边线处执行。

11:411:411:411:4 掷球队员必须保持一只脚踏在边线上，直到

球离手为止。掷边线球时，不允许掷球队员

将球放下再拿起，或运球后再接住（13:1a）。

11:511:511:511:5 掷边线球时，对方队员必须距离掷球队员

至少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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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球门球

球门球

12:112:112:112:1 下列情况判球门球：

a) 进攻队员持球进入对方球门区；

b) 对方得分后；

c) 守门员在球门区内控制球时（6:6）；

d）球越过外球门线且最后是由守门员

或对方队员触球时。

这意味着，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球

均处于死球状态。在判球门球后，

掷球门球前，如果守门员所在的队

有犯规行为，应以掷球门球重新开

始比赛（参见规则13:3）。

12:212:212:212:2 球门球由守门员从球门区将球掷出球门

区线，裁判员无须鸣哨（15:3b例外）。

当守门员将球完全掷出球门区线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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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掷球门球完毕。

允许对方队员紧贴球门区线外站立，但

在球完全越过球门区线之前不得触及球

(15:7第三段)。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关于在掷球门球时换守门员的问题：必须由被

替换离场的守门员先掷完球门球后再进行守门

员的替换。

12:312:312:312:3 球门球被掷出后，在球触及其他队员之前，

守门员不可以再次触球（5:7，1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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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任意球

判罚任意球

13:113:113:113:1 原则上，裁判员在出现下列情况时中断比

赛并由对方掷任意球重新开始比赛：

a) 拥有球权的队犯规必须剥夺其球权时

（规则4:4，4:6，4:13，4:14，5:6-11，

6:2b，6:4，6:8b，7:2-4，7:7-8，7:10，

8:8，11:4，12:3，13:9，14:5-7和15:2-

5）。

b) 由于防守犯规而使拥有球权的队丢失

球权时(规则4:4，4:6，4:13，4:14，

6:2b，6:4，6:8 b，7:8，8:8，13:7)。

13:213:213:213:2 为了比赛的连续性，裁判员应尽量避免因

判任意球而过早地中断比赛。

例如：在规则13:1a所述情况下，如果在

进攻队违例后，防守队随即获得了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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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就不应该再判任意球。

又如，在规则13:1b所述情况下，除非进

攻队很明显地是由于防守队犯规而丢球，

或无法再继续进攻，否则裁判员不要去中

断比赛。

如果要对犯规队员进行个人处罚，在不会

给对方造成不利的情况下，裁判员可立即

中断比赛。否则要等到当前进攻片断结束

后，再对犯规队员进行处罚。

规则13:2不适用于违反规则4:3，4:4，

4:6，4:13，4:14的情况，在违反以上规

则时，通常由计时员发出信号，立即中断

比赛。

13:313:313:313:3 如果按规则13:1应判对方掷任意球的情况

发生在球处于死球状态期间，那么应根据

当时的情况以相应掷球重新开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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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3:413:413:4 除规则13:1a-b所述情况外，在没有任何

违犯规则的情况下中断比赛时（中断比赛

时球处于比赛状态），应以掷任意球重新

开始比赛：

a) 在比赛中断时有一个队控制球，那么

该队继续拥有球权；

b) 双方都没有控制球，那么由比赛中断

前最后控制球的队拥有球权；

c) 如因球触及比赛场地上方的固定设备

而造成比赛中断，则由最后触球队的

对方掷任意球。

规则13:2提及的“有利原则”不适用于

13:4所述情况。

13:513:513:513:5 如果判由对方掷任意球，持球的进攻队员

必须立即原地放下球（16: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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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任意球

13:613:613:613:6 掷任意球前，掷球队的队员必须离开对方

球门区线至少1米（15:1）。

13:713:713:713:7 掷任意球时，防守队员必须离掷球队员至

少1米。

13:813:813:813:8 掷任意球时，裁判员通常无须鸣哨（15:3b

例外），原则上在违犯规则的地点执行，

但下列情况例外：

在规则13:4a-b所述情况中，原则上要在

比赛中断时球所在的位置，由裁判员鸣哨

后掷任意球。

在规则13:4c所述的情况中，也要由裁判

员鸣哨后，在球触及固定设备的正下方掷

任意球。

如果裁判员或（国际手联、洲联合会或国

家手协的）技术代表因防守队的队员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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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违犯规则而中断比赛，在给予队员或官

员口头警告或处罚后，比赛重新开始时，

如果在比赛中断时球所在的位置掷球比

在犯规地点掷球更为有利，则应在比赛中

断时球所在的位置掷任意球。

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因队员换人违例或

额外队员进场（4:3，4:4，4:6，4:13，4:14），

计时员中断比赛的情况。

由于消极比赛而判的任意球应在比赛中

断时球所在的位置掷球（7:10）。

尽管有前面所述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但

是，任意球是不能在本方球门区内执行

的。在任何情况下，当犯规违例出现在球

门区内时，掷任意球的位置必须移至球门

区外最近的地点。

如果掷任意球的正确地点在距离对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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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区线小于1米的范围内，则必须移至距

离球门区线至少1米处掷任意球。

13:913:913:913:9 一旦获得掷任意球的队有队员持球位于

正确的掷球位置，就不允许其将球放在地

上再拿起来，或运球后再接住（13: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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