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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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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六米球

判罚六米球

14:114:114:114:1 下列情况判罚六米球：

a）队员或官员在场上任何地点犯规破坏

了对方明显的得分机会；

b）非法的哨音破坏了明显的得分机会；

c）因非参赛人员干扰而破坏了明显的得分

机会（9:1注明的情况例外）。

关于“明显得分机会”的定义，参见规则

解释7。

14:214:214:214:2 尽管发生了14:1a中所述的犯规，如果进

攻队员仍能完全控制球和身体平衡，即使

其后进攻队员并没能利用好明显的得分

机会，也无须判罚六米球。

每当有可能判罚六米球时，裁判员应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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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罚，直至确认判罚六米球正确且必要

后，才给予判罚。如在防守犯规的干扰下 ，

进攻队员射门得分，显然无须再判六米

球。相反，如果很明显地由于防守犯规而

使进攻队员失去球权或身体平衡，从而失

去了明显的得分机会，则必须要判六米

球。

14:314:314:314:3 判六米球后，裁判员必须暂停比赛

（2:14b）。

14:414:414:414:4 六米球射门命中得2分（9:3）。

执行六米球

14:514:514:514:5 六米球应在场上裁判员鸣哨后3秒内射向

球门（13:la）。

14:614:614:614:6 球离手前，掷六米球的队员不得触及或越

过六米线(13:1a)。

14:714:714:714:7 掷球后，在球触及对方队员或球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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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球队员及其同队队员不得触球（13:la）。

14:814:814:814:8 掷六米球时，在球离开掷球队员的手之前，

所有对方队员必须站在距离掷球队员至少

1米的位置。否则，若射门不中，将重掷

六米球。

14:914:914:914:9 当掷六米球队员已持球正确就位准备掷球

时，不允许替换守门员。在此情况下，任

何替换守门员的企图都将作为非体育道

德行为进行处罚（8:4，16:1d和16: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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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执行掷球（争球，边线球，球门

球，任意球和六米球）

15:115:115:115:1 执行掷球前，掷球队员必须持球。所有队

员都必须按掷球的相关规定就位。在球离

开掷球队员手之前，所有队员必须保持在

正确的位置。

不正确的站位应予纠正（但规则15:7例外）。

15:215:215:215:2 掷球时（球门球除外），在球离手前，掷

球队员必须保持一只脚的一部分稳固地

接触地面（13:la），另一只脚可以重复地

抬起和放下。

15:315:315:315:3 下列情况裁判员必须鸣哨重新开始比赛：

a) 掷六米球时；

b) 在下列情况掷边线球、球门球或任意

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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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暂停后重新开始比赛时；

2) 在规则13:4 所述情况下(无违犯规

则情况下中断比赛)，掷任意球重

新开始比赛时；

3) 在队员延误掷球时；

4) 纠正队员错误站位后；

5) 在口头劝告后。

鸣哨后，掷球队员必须在3秒钟内将球

掷出（13:la）。

15:415:415:415:4 当球离开掷球队员的手时，即算掷球完毕

（12:2例外）。

掷球时，掷球队员不得将球递给本队队

员，也不能在球离手前让本队队员触及

球（13:la）。

15:515:515:515:5 在球触及其他队员或球门前，掷球队员不

得再次触球（13: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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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5:615:615:6 除球门球不能直接掷入本方球门得分（不

慎扔进本方球门）和争球不能直接得分

（争球是由裁判员掷的）外，任何掷球均

可直接射门得分。

15:715:715:715:7 掷边线球或任意球时，如果不对进攻队立

即掷球造成不利，裁判员不要纠正防守队

员的错误站位。若对进攻队不利，则应予

以纠正（15:3b）。

尽管防守队员站位错误，如果裁判员已经

鸣哨掷球，则防守队员完全有权拦截。

如果队员通过靠近对方或其它违反规则

的方式延误或干扰对方掷球，将被罚出场

（16: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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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处罚

罚出场

16:116:116:116:1 下列情况可以判罚出场：

a) 不属于升级处罚（8:3）的种类，但侵

犯了对方队员的犯规或类似违例行为

（5:5，8:2）；

b) 需要进行升级处罚的犯规（8:3）；

c) 干扰对方正常掷球（15:7）；

d) 队员或官员的非体育道德行为（8:4）。

16:216:216:216:2 下列情况必须判罚出场：

a）换人违例或非法进入场地（4:13，

4:14）；

b）重复需要给予升级处罚的犯规（8:3）；

c）队员在场内或场外重复非体育道德行

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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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判由对方掷任意球后不立即将球放

下（13:5）；

e）重复干扰对方正常掷球（15:7）；

f）比赛时间内取消队员或官员比赛资格

伴随的罚出场（16:8第二段）；

g）比赛开始后，如有无参赛资格的队员

进场参赛或在替补席有未在记录表登

记的官员或队员，则将球队负责官员

罚出场；

h）在有队员受伤时，如有额外官员非法

进场，且不去护理伤员，而是去给场

上队员作技术指导或走近对方队员或

裁判员。

16:316:316:316:3 裁判员应用规定手势（手势12）清楚地向

受罚队员、计时员和记录员示意。

16:416:416:416:4 罚出场期间，受罚队员不得上场比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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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进行替换。

受罚从裁判员鸣哨重新开始比赛时算起。

只要场上球权发生了变化，被罚出场队员

就可以被替换进场或直接进场参赛（参

见规则16注释2）。

16:516:516:516:5 第二次被罚出场的队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原则上，因两次被罚出场而导致的取消比

赛资格只在剩余的比赛时间内有效（规则

16，注释3），是裁判员依据自己所观察

到的事实所做出的判罚（此种取消比赛资

格不需要在比赛报告上说明）。

取消比赛资格

16:616:616:616:6 下列情况必须判取消比赛资格：

a）无参赛资格的队员进入比赛场地

（4:4）；

b）队员或官员重复的非体育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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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c）危及对方队员身体健康的犯规（8:5）；

d）在一对一决胜时，防守队的守门员离

开球门区并危及对方队员身体健康

（8:5，明显对人不对球的犯规）；

e）场内或场外队员或官员的严重非体育

道德行为（8:6）；

f）比赛时间外斗殴的队员，例如在赛前及

中场休息时(8:7和16:16b，d)；

g) 随队官员斗殴（8:7）；

h) 同一队员第二次被罚出场（16:5）；

i) 在比赛中断期间队员或官员的重复非

体育道德行为（16:16d）。

j) 在随队官员已被罚出场过后,同队的任

一官员再犯有非体育道德行为时；

16:716:716:716:7 在鸣哨暂停后，裁判员应举起红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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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受罚队员或官员、计时员／记录员示

意取消比赛资格（手势13，红牌的尺寸约

为9×12厘米）。

16:816:816:816:8 被取消比赛资格的队员或官员不得再参加

该场剩余的比赛，并须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和

替补区，离开后，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与本

队联系。

队员或官员被取消比赛资格将减少该队

可参加比赛的队员或官员的人数（16:16b

例外）。

在场上球权发生变化后，受罚队场上队员

的人数可相应增加（参见规则16注释2）。

16:916:916:916:9 裁判员必须在记录表中注明取消比赛资

格的原因（第二次被罚出场除外，16:6h），

向相关组织进行说明。

16:1016:1016:1016:10 如果守门员或场上队员在“一对一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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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中犯有非体育道德行为或严重非体

育道德行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开除

16:1116:1116:1116:11下列情况必须判开除：

比赛时间内，队员在场内或场外发生的

斗殴（如规则8:7中所界定）。

16:1216:1216:1216:12 在鸣哨暂停后，裁判员应使用规定手势，

即在头上交叉双臂，清楚地向受罚队员、

计时员／记录员示意开除（手势14）。

16:1316:1316:1316:13 被开除的队员不得再参加该场剩余的比

赛，受罚队场上减员一人直至比赛结束。

被开除队员不得被替换，并须立即离开

比赛场地和替补区，离开后，不得再以

任何方式与本队联系。

16:1416:1416:1416:14 裁判员必须在比赛报告中向有关部门说

明判罚开除的原因（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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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情况下多次犯规

16:1516:1516:1516:15 在重新开始比赛以前，如果队员或随队

官员同时或连续多次犯规，且这些犯规

导致多种判罚，那么原则上只给予最重

的一个判罚。当犯规中有斗殴行为时，

尤为如此。

比赛时间外违犯规则

16:1616:1616:1616:16 在比赛场所，但比赛时间以外，队员或

官员发生的非体育道德行为、严重非体

育道德行为或斗殴行为应判罚如下：

在比赛前：

a）犯有非体育道德行为应给予口头警

告（16:1d）；

b）犯有严重非体育道德行为或斗殴的

队员或官员应判取消比赛资格

（16:6），但允许该队使用8名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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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4名官员参加比赛。

在比赛间歇期间：

c) 犯有非体育道德行为应给予口头警告；

d) 重复或严重非体育道德行为或斗殴

应该被取消比赛资格（16:6）。

在比赛中断期间被取消比赛资格

后，比赛重新开始时，允许受罚队

以比赛中断前同样数量的场上队员

继续比赛。

在比赛后：

e）写出书面报告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1111：比赛时间：比赛时间：比赛时间：比赛时间

规则16:1、16:2、16:6和16:11所述情况涵盖比赛

时间内的全部犯规。规则所指的“比赛时间”，

含暂停、“金球”决胜和一对一决胜期间，但

不含比赛间歇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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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注释注释注释2222：球权的转换：球权的转换：球权的转换：球权的转换

球权的转换是指控球权从一个队转向另一个队。

例外及解释：例外及解释：例外及解释：例外及解释：

a) 在下半场比赛，“金球”比赛和平局一对一

决胜比赛开始时，被罚出场的队员可以被替

换或再次上场参赛。

b) 如果因考虑有利因素而滞后判罚出场，罚出

场时间应从该有利片段结束，裁判员作出判

罚决定时算起。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3333：：：：

规则16:5所指在比赛剩余时间内有效，含“金球

比赛”和一对一决胜比赛。

注释4：守门员在球门区外的行为

守门员要对在球门区外与对手发生的接触负全

责，当进攻队员完全无法看到或避让冲出球门区

的守门员时，如发生接触，要对守门员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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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并根据具体情况判相应掷球（六米球 - 如

果破坏了对方明显得分机会）。如果上述情况发

生在一对一决胜期间，则判由进攻队掷六米球并

取消守门员的比赛资格。

相反，当进攻队员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可以看到

并避让守门员时，如发生接触(进攻犯规)，应判

由守门员的队掷任意球。

注释5：守门员在球门区内的行为

如果守门员在球门区内防守正在试图射门的对方

队员时，不是垂直地跳起封球而是跳向对方，甚

至威吓对方队员，这时要判对方掷六米球并将守

门员罚出场。如果守门员造成与对手的身体接触，

应判六米球和取消比赛资格。类似身体接触总是

由防守的守门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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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裁判员

17:117:117:117:1 每场比赛应由两名权力相等的裁判员负

责，由一名记录员和一名计时员协助工

作。

17:217:217:217:2 从队员和球队官员进入比赛场所起，裁判

员即开始监管他们的行为，直至他们离开

为止。

17:317:317:317:3 裁判员在赛前负责对场地、球门和球进行

检查，并决定比赛使用哪一个球(1，3:1)。

裁判员应检查比赛双方队员是否按规定

着装参赛，检查队员装备和记录表，检

查替补席人数，同时还要确认双方球队

的负责官员。任何不符合规则的地方，

都必须纠正(4:2-3和4:8-10)。

17:417:417:417:4 比赛开始前，在另一名裁判员和双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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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或代表负责官员的任一官员或队

员）参加的情况下，由一名裁判员主持掷

币挑边（2:1）。

17:517:517:517:5 比赛开始时，一名裁判员在记录台对面边

线外落位，公开计时钟在该裁判鸣哨时

开始计时（2:5）。

另一名裁判员落位于场地中央。在听到哨

音后垂直向空中抛球，以双方队员争球开

始比赛（2:2，10:1-2）。

在比赛期间，两名裁判员应该经常换位。

17:617:617:617:6 裁判员在落位时要确保能观察到双方替

补区（17:11，18:1）。

17:717:717:717:7 原则上，一场比赛应自始至终由固定的两

名裁判员主持。

他们共同负责，保证比赛按规则进行，必

须对所有犯规违例进行判罚（1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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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

如果其中一名裁判员不能完成全场比

赛，另一名裁判员将单独完成全场比赛

任务（对国际手联或大洲手联举办的赛

事，这种情况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

理）。

17:817:817:817:8 如果两名裁判员同时鸣哨对一个队进行

判罚，但在判罚轻重上意见不一致，则

应执行较重的判罚。

17:917:917:917:9 a) 在球队得分后，如果两名裁判对得分

多少意见不同，两名裁判员应通过协

商取得一致意见（参见注释）。

b) 如果两个裁判员同时对犯规或球出

界鸣哨，但在将球权判给哪队的问题

上意见不同，两名裁判员应通过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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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述情况比赛必须暂停，裁判员经协

商后，做出明确手势，鸣哨重新开始比

赛(2:8f，15:3b)。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两名裁判员应通过简短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如

果无法达成共识，则执行场上裁判的意见。

17:1017:1017:1017:10 两个裁判员都要负责观察和控制比分、

时间和比赛成绩。如果对计时的准确性

有疑问，由两名裁判共同确定准确时间

（另参见规则17:9注）。

17:1117:1117:1117:11 裁判员在计时员和记录员的协助下控制

队员进出比赛场地（17:6，18:1）。

17:1217:1217:1217:12 比赛结束后，裁判员要负责确认记录表的

填写准确无误。

开除(16:14)和规则16:8所述的取消比赛

资格，必须在比赛记录表上注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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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17:1317:1317:13 裁判员根据亲眼观察到的事实或通过判

断所做出的判罚是最终判罚。

对不符合规则的判罚可以提出申诉。

比赛期间，只有球队的“负责官员”有

权与裁判员讲话。

17:117:117:117:14444 裁判员有权暂时中断比赛或终止比赛。

但在做出终止比赛的决定之前，应尽量

争取比赛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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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计时员和记录员

18:118:118:118:1 原则上，计时员主要负责掌握比赛时间和

暂停。

通常，只有计时员（和技术代表）才可以

在必要时中断比赛。

记录员主要负责记录比分，球队队员名

单、记录表的填写、对迟到队员和无权参

加比赛队员的登记等。

其它为共同负责的任务，如：对替补区队

员和官员人数的控制。

共同协助裁判对替补队员进出场进行管

理（17:6，17:11）。

计时员和记录员在履行上述职责时，有关

干涉比赛的适当程序，请见规则解释8。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在国际手联，大洲手联或国家锦标赛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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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分工可以有所不同。

18:218:218:218:2 如果没有公开计时钟可供使用，计时员必

须负责通知双方运动队的负责官员：比赛

已经进行了多少时间，还剩多少时间，尤

其是在每次暂停后。

如果没有能发出自动信号的公开计时钟

可供使用，计时员负责在每半时比赛结束

时发出响亮的结束信号(规则2:9注)。

当有队员被罚出场时，记录员通过卡片向

受罚队员和裁判员示意确认，卡片上的数

字1和2分别代表受罚队员被第1次或第2

次罚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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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裁判手势

1. 如果某队得1分或2分（规则9，规则

14:4，规则解释1），场上裁判必须出示一或两

个手指示意相应得分。当示意进球后得2分时，

球门裁判相应地做垂直的手臂摆动动作。

2. 手势12：裁判员向受罚队员示意违反

规则。一只手臂弯曲，另一只手抓住弯曲手臂

的腕部，表示罚出场。

3. 裁判员使用红牌示意直接取消比赛

资格。

4. 出现取消比赛资格时，记录员必须举

起红牌清晰地给予确认。

5. 当判任意球或边线球时，裁判员必须

立即出示方向（手势7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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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适用范围，在进行个人处罚时必须出

示相应的手势（手势12至14）。

如果需要对任意球或六米球的判罚进行

说明，则可以使用手势1-6提供相关信息。

6. 手势11、15、16在相应的情况下必须

使用。

7. 手势8、10、17，在裁判认为需要时

才使用。

手势一览

1. 侵区

2. 非法运球

3. 四步或三秒

4. 拉人、抱人或推人

5. 打手

6. 进攻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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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边线球

8. 球门球

9. 任意球方向

10. 离开1米

11.1 得1分

11.2 得2分

12. 罚出场

13. 取消比赛资格（红牌）

14. 开除

15. 暂停

16. 暂停时允许（有资格参赛的）两人进

入场地

17. 对消极比赛的预警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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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1 侵区 手势2 非法运球

手势3 四步或三秒 手势4 拉人、抱人或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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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5 打手 手势6 进攻犯规

手势7 边线球 手势8 球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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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9 任意球方向 手势10 离开1米

手势11.1 得1分 手势11.2 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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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12 罚出场 手势13 取消比赛资格（红牌）

手势14 开除 手势15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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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16 暂停时允许（有资格参赛的）两人进入场地

手势17 对消极比赛的预警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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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则解释

1 宣判得分（规则9）

以下情况得分也应宣判得2分：

“快板”射门(即运动员在空中接球并射门)。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应重视沙滩手球的理念及其明确的价值观。可

以判给2分的，有创意的，引人入胜的射门动作

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被发现。

当一个射门动作技术含量很高，显然是具有扎

实基本功的高难技术动作时，会产生明显不能

只判给1分的感觉，这种射门技术动作就是引人

入胜的射门动作。

非凡的，戏剧表演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动

作可能会产生创造性的射门。

注：如果射门时明显有“嘲弄”对方队员的倾

向，这种射门应被视为非体育道德行为，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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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判给2分（公平竞赛、文明竞赛）。

2 特殊情况

在进行一对一决胜比赛时，如有外部环境

（风、太阳的方向等）影响，裁判员有权决定

只使用其中一个球门。

3 结束信号发出后任意球的执行（2:10-12）

在许多情况下，当比赛时间已经结束后，

由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或执行任意球的位置

距离对方球门太远，有机会掷任意球的队对射

门并不一定感兴趣。尽管从技术上讲要按规则

执行任意球，但裁判员应作出准确判断，如果

运动员在靠近正确的位置上将球扔到地上或将

球递给裁判员，应视为任意球已经执行。

在球队明显希望射门得分的情况下，裁判

员必须尽力处理好这种射门机会（尽管机会很

小），并确保局面不会演变成消磨时间和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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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表演。裁判员应该坚定迅速地使双方队

员进入正确位置，以使任意球可以立即执行。

裁判员需提醒并监督掷球队，只能有一名队员

持球。如果队员想离场换人，风险由他们自负。

裁判员没有义务等他们换完人，落好位再执行

这类任意球。

裁判员必须非常注意双方的犯规违例。防

守队员连续多次的犯规必须受到处罚(15:7，

16:1c，16:2f)。而且，进攻队员在执行任意球

过程中也经常违反规则。很关键的一点是：不

能允许任何非法射门得分。

4 消极比赛(7:10-11)

4.14.14.14.1 基本原则

应用消极比赛规则的目的，是防止不精彩

的打法和在比赛中故意拖延时间。这要求裁判

员在整个比赛中以统一的尺度判断和处理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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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消极比赛可能会出现在球队组织进攻的各

个阶段，如在球向前场推进的阶段，组织进攻

的阶段或结束进攻的阶段。

在下列情况中，消极比赛出现的可能性相

对较大：

• 一队在比赛将结束时以微弱优势领先；

• 一队有一名队员被罚出场；

• 对方的防守非常出色时。

4.24.24.24.2 预警手势的应用

下列情况应出示预警手势：

a)a)a)a) 当队员替换缓慢或球向前场推进缓慢时

典型的情况是：

• 队员们站在场地中央附近等待替换的完成；

• 队员原地站着拍球；

• 在对方没有施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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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传回本方半场。

• 队员拖延掷球门球或其它任何掷球。

b)b)b)b) 在已经开始组织进攻后，又进行替换

典型的情况是：

• 所有队员都已经处于其进攻位置上；

• 球队已经开始有组织的传球准备进攻；

• 直到这时该队才替换队员。

注释：

如果一队从本方半场发动快攻，但进入对方半

场后未能得到立即得分的机会，这时应允许该

队进行快速的替换队员。

c)c)c)c) 组织进攻阶段过长

原则上，在开始目标明确的进攻之前，允

许球队有一个传球准备的组织进攻阶段。组织

进攻时间过长的典型情况是：

• 球队在进攻中未能形成任何目标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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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动；

注释：

目标明确的攻击行动指进攻队通过战术移动而

获得攻击空档，或明显地比组织进攻阶段加快

了进攻节奏；

• 运动员在重复地传接球，但站在原地或

向远离球门的方向移动；

• 站在原地重复拍球；

• 当与防守队对抗时，进攻队员过早地背

向防守队员，等待裁判员鸣哨中断比赛，或无

法获得攻击空档；

• 积极的防守：积极的防守是指防守队员通

过积极封堵对方可能的传球和进攻队员的移动

来阻止进攻队加快进攻节奏；

• 从组织进攻到结束进攻阶段，进攻队没

能明显加快节奏。



42

d)d)d)d) 出示预警手势之后

在出示了预警手势后，裁判员应允许有至

少5秒的组织进攻时间（年青队员和低水平的球

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如在组织进攻阶段

后进攻节奏无明显增加，也看不出有目标明确

的攻击行动，裁判员就可断定，控制球队在进

行消极比赛。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裁判员要非常谨慎，不要刚好在进攻队正要射

门或向对方球门突破时判罚消极比赛。

4.34.34.34.3 如何出示预警手势

如果裁判员（场上裁判或球门线裁判）发

现消极比赛的情况，他应举起手（手势17） ，

表示控制球队没有积极创造得分机会或反复延

误重新开始比赛。另一名裁判也应出示预警手

势（裁判员应利用靠近替补席的手臂做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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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攻队没有明显的进攻射门意图，那

么其中一名裁判就应鸣哨判消极比赛，由对方

掷任意球。

在一次进攻中（从球队控制球权起到射门

得分或失去球权时为止），只能给一次消极比

赛预警手势。

然而，在出示消极比赛预警手势后，出现

第一次比赛中断时，在重新开始比赛时，裁判

员应简短地再次出示预警手势以提示进攻队。

如果在出示消极比赛预警手势后，进攻队

请求球队暂停，在比赛重新开始时，裁判员应

再次出示预警手势以提示进攻队预警手势仍然

有效。

5 非体育道德行为(8:48:48:48:4，16:1d16:1d16:1d16:1d，16:6b16:6b16:6b16:6b)

非体育道德行为举例如下：

a) 向正在掷六米球的队员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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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判由对方掷球后，将已经在地上的球踢

开，以使对方不能立即掷球；

c) 骂对方或本方队员；

d) 当球停在边线外时，队员或官员不给球；

e) 延误对方正常掷球的执行；

f) 用手拉、扯对方队员的衣服；

g) 判由对方掷六米球后，守门员拿着球不给；

h) 场上队员反复用脚或小腿阻挡射门；

i) 防守队员反复进入本方球门区；

j) 制造对方犯规的假象（戏剧性表演），试

图误导裁判对对方行为的判断。

6 严重非体育道德行为(8:6,16:6e)

严重非体育道德行为举例如下：

a) 直接对他人的侮辱行为（通过言语，表

情，手势或身体接触等对裁判员，计时

员/记录员，技术代表，球队官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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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观众的挑衅）；

b) 裁判员宣判后，以公然表示不满的方式

将球掷远或踢开；

c) 如果守门员公然拒绝防守六米球；

d) 在被对方犯规后采取报复行动；

e) 在比赛中断期间故意将球掷向对方（如果

距离很近且用力很大，可被认为是斗殴）；

7 明显得分机会的定义(14:1)

根据规则14:1的精神，明显的得分机会是

指：

a) 位于对方球门区前并能够控制球和身

体平衡的队员已有射门机会，防守队员

无法使用合法手段阻止其射门；

b) 控制球和身体平衡的队员在快攻反击

中（运球）向对方球门区推进，没有任

何防守队员能赶到他前面阻止其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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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队员处于a）或b），没有控制球但可以

马上接到球；裁判员必须确信，没有防

守队员可以用合法的手段阻止其接球；

d) 守门员离开了球门区，已控制球和身体

平衡的进攻队员明显可以不受阻碍地

将球掷入空门；其他防守队员有可能

位于掷球队员和球门之间的位置上，这

时裁判员必须考虑这些队员进行合法防

守的可能性。

8 计时员中断比赛(18:1)

如果计时员由于换人错误或非法进入场地

而中断比赛（规则4:4，4:6，4:13，4:14），应

由对方在违例地点掷任意球重新开始比赛。但

如果比赛中断时球所在的位置对掷球队更为有

利，则应从该位置执行任意球（见规则13:8第

三、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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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此类违例时，计时员应该立即中断比

赛，无须考虑“有利原则”（规则13:2和14:2）。

如果由于防守队违例导致的比赛中断破坏了一

次明显的得分机会，应判进攻队掷六米球（规

则14:1a）。

出现其它需要向裁判员报告的犯规违例情

况时，计时员通常应等到下一次比赛中断时再

报告。

如果计时员中断了比赛，这种中断不应导

致球权的更换，应由比赛中断时控制球的一方

掷任意球重新开始比赛。如果由于防守队违例

而导致比赛中断，而且裁判员认为过早的中断

破坏了进攻队一次明显得分机会，应判进攻队

掷六米球（规则14:1b）。通常，由计时员/记

录员发现并报告的犯规违例（规则4:4，4:6，

4:13，4:14规定的情况除外），不应导致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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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处罚。

规则14:1a和上面第二段所述判罚六米球

的规定，同样适用于以下情况：如果裁判员或

技术代表（来自国际手联、大洲手联或国家协

会）因犯规违例（导致对防守队队员或官员口

头警告或处罚）而中断比赛时，进攻队有明显

得分机会。

9 “一对一决胜”和快攻反击

在一对一决胜比赛和快攻反击过程中，如

果防守队的守门员或队员阻挡进攻队员的跑动

路线并造成身体接触，应判六米球和罚出场或取

消比赛资格。

防守队的守门员或队员应为这类防守行为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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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替补区规定

1. 每队各有一个为场上队员准备的长15米宽3

米的替补区，分别位于比赛场地的两边（边

线外，1:7）。

2 替补区内不得放置任何物品。

3. 只有登记在记录表上的队员和随队官员可

以进入替补区（规则4:2，4:6）。

4. 两队分别位于各自一侧的替补区内。

5. 在替补区的随队官员必须着运动服。

6. 如果需要翻译，他必须位于替补区后面。

7. 在赛前和比赛进行中，计时员和计录员应协

助裁判员共同监管替补区。

如在比赛开始前，发现有任何违反替补区规

定的情况，必须待纠正后才能开始比赛。如

果在比赛进行中出现违反替补区规定的情

况，在紧接着的比赛中断后，必须予以纠正



50

才能重新开始比赛。

8. a) 随队官员有权利和责任在整个比赛过程

中，以符合规则和体育精神的方式去指导和

管理本队。原则上，随队官员应坐或跪在替

补区。

然而，允许一名随队官员在替补区范围内移

动，以进行下列工作：

• 掌握队员的替换；

• 对场上或替补席上的队员进行战术指导；

• 给予医疗护理；

• 申请球队暂停；

•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与计时员／记录员

联系，但这仅限于该队的负责官员（参见

规则4:6）。

在同一时间内，每队仅允许一名随队官员

在上述第一条所规定的替补区范围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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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且不得影响计时员/记录员的视线。

b) 原则上替补区的队员应在替补区坐或

跪着。只要不出现扰人行为，允许队员

在替补区内走动以随时换人。

c) 不允许随队官员或队员：

• 以挑衅的、不服的或其它非体育道德的

方式（语言、面部表情或手势）干扰或

侮辱裁判员，技术代表，计时员／记录

员、运动员，随队官员，或观众；

• 离开替补区去影响比赛；

• 做准备活动时在边线上站立或走动。

9. 遇有违反替补区规定的情况时，裁判员必须

按规则16:1d，16:2c-d 或16:6b，e，h进行

判罚(警告，罚出场，取消比赛资格)。

10. 如果裁判员未能发现违反替补区规定的情

况，在下一次比赛中断时，计时员／记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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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情况报告他们。

11. 担任比赛值班的国际手联、洲联合会或国

家手协的代表，可以提醒裁判员（在比赛

中断时）注意可能发生的犯规或违反替补

区规定的情况（除非裁判员可以根据自己

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判罚）。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根据比赛中断时的情况，

以相应的掷球重新开始比赛。

但是，如果由于某队犯规而使国际手联（洲

联合会或国家手协）代表认为必须立即中

断比赛，那么比赛重新开始时应由对方掷

球（任意球或因明显得分机会被破坏，六

米球）。

犯规的队员或官员应由裁判员给予判罚，

详情应登记在记录表中。

如果裁判员对违反替补区规定的情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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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被提醒并意识到后）不采取措施进行管

理或判罚，国际手联（洲联合会或国家手

协）代表必须向有关部门递交报告（如纪

律委员会等）。该部门应对替补区发生的

事件和裁判员的态度做出裁决。

（四）队员着装规定

在技术会议上和整个比赛期间，竞赛官员

必须检查每个参赛队队员的服装。所有男女队

员的比赛服都必须符合以下标准。根据奥林匹

克宪章，队员比赛服上严禁出现宗教、政治和

种族内容。

1. 男、女队员上装

上装式样必须与下图一致。男子上装必须

是无袖、紧密贴身的，留有必需的商标位置。

女子上装（两件套设计）也必须紧密贴身，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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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背部大开，留有必需的商标位置。不允许在

比赛服内着T恤衫。

服装颜色：

比赛服上装颜色宜采用明亮浅色(如红、

兰、黄、绿、桔和白色等)，与海滩上常用服装

颜色相协调。

服装上的商标：

——发展赞助商标志：

发展赞助商的商标可以分别印在男女比

赛服上装的正面和背面。

——生产商标志：

生产商标志可以印在男女比赛服上装的

正面，不得超过20平方厘米。

队员号码：

队员号码（男子上装约12cm x 10cm，女子

上装约8cm x 6cm）必须分别印在男女比赛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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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正面和背面。号码颜色必须同上装颜色明

显区别（如，深色上装配浅色号码，浅色上装

配深色号码）。

2. 男子短裤和女子三角裤式样

所有队员必须着统一短裤/三角裤，男队员

必须着下图所示的短裤，短裤下沿必须距离膝

盖至少10厘米。女队员必须着下图所示的三角

裤。三角裤必须贴身，三角裤腰间两侧的宽度

最大为10厘米。

队伍可以在短裤/三角裤（或一件套的下

部）的任何位置，放置任何尺寸的赞助商标志

（包括生产商）。在短裤/三角裤上出现的赞助

商标志数量不限制。要求将队员的姓名或昵称

印在短裤/三角裤上。

球队官员必须把本队比赛服提交赛前技术

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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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下比赛时：

在低温条件下，允许队员着紧身上装（长

袖或短袖）和紧身长裤（长度可及踝关节）参

赛，但同队的服装颜色和款式必须一致，并遵

守与前相同的广告规则。在低温条件下，竞赛

官员与医务人员协商确定，是否允许队员穿着

此类专门服装，竞赛官员拥有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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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比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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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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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比赛服和女子上装



60

（五）沙粒质量及场地照明规定

沙滩手球比赛对沙粒质量的规定：

沙粒的选择可能是修建比赛场地过程中最

为重要的因素。

沙粒不能太粗糙，不能含石子和危险的颗

粒，应该按可接受的尺寸进行筛选。沙粒也不

能太细，那样会引起灰尘且容易粘在皮肤上。

沙粒的质量，具体应满足下列要求：

� 洗过的：沙子应该至少洗两次，确保没有

粘土或类似黏土的东西，以防止沙子处于

压紧状态（不松散）。

� 沙粒尺寸：沙粒的大小应介于0.5毫米到1

毫米之间，这样的沙粒一方面可以虑及适

当的排水性能，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

确保安全。

� 沙粒形状：稍微带角的沙粒可防止沙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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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压紧状态，并有助于沙子更好地排水。

� 沙粒颜色：棕褐色（茶色）的沙粒会吸收

较少的热量且会最小程度地反射眩目的

光。

� 沙粒来源：基于花岗岩的沙粒（无石灰质,

无钙或石灰石），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可

以保持稳定且不受酸雨的影响。

沙滩手球比赛对场地照明的规定：

夜间比赛时，比赛场区上方的太阳灯照明

应达到1,000至1,500勒克斯（从沙层表面上方1

米高度测量）。当有电视转播时，根据电视转

播需求，在白天也可能会使用太阳灯，以减少

阴影对转播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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