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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手册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质量体系客户指南——球类产品》相关要求，为确保室

外足球、五人制足球及沙滩足球的质量，我们将利用实验室的科学检测，来判断

足球产品的质量。检测主要包括以下七项测试：重量、圆周长、圆度、弹性、防

水性、气密性和耐冲击性。 

检测时，足球将被压缩空气充气至 0.8±0.005巴（bar）的压力下进行检测。 

样品准备 

A．测试环境：室温 20℃±2℃，相对湿度 65%±5% 

B．足球用压缩气体充气至 0.8±0.005 巴（bar），充气过程中应使用

1.5bar，精度为±0.01bar的气压计进行测量 

C．在测试前，足球样品应在室温 20℃±2℃，相对湿度 65%±5%的环境

中至少放置 24小时 

 

1. 重量： 

足球的重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足球过重，球员需要使用更大的力度去

踢或扔，从而消耗更多的能量。而且过重的足球也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如果足球

过轻，则会变得难以控制。 

实验过程中，足球将在密封箱中被称重 5次，以确保将外界影响造成的误差

降到最低。 

 中国足协职业级 中国足协竞赛级 

室外 5号球 420-445克 410-450克 

室外 4号球 - 350-390克 

沙滩足球 420-440克 400-440克 

五人制足球 410-430克 400-440克 

 

测试方法: 

a. 仪器 

电子天平，其精度为 0.01g 

 

b. 过程 

将前处理过的样品放置在天平上。测试过程中应确保不受到风的干

扰。重复此过程，若后续的结果产生了超过±0.02g 的偏差，应抛弃

原来数据重新测试。每个样品须测试 5次。 

 

2. 圆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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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的尺寸必须被标准化定义。这对于踢球者的传球和运球都有重要的影响。

足球大小必须一致。 

在实验室中，足球将会被充气至指定压力，然后通过测量半径来计算周长。 

 中国足协职业级 中国足协竞赛级 

室外 5号球 68.5-69.5厘米 68.0-70.0厘米 

室外 4号球 - 63.5-66.0厘米 

沙滩足球 68.0-70.0厘米 68.0-70.0厘米 

五人制足球 62.5-63.5厘米 62.0-64.0厘米 

 

测试方法： 

a. 仪器：圆周及圆度测量系统（CSM，Circumference and Sphericity 

Measuring System）球类测试机，配合一台常用个人计算机及相关

的软件使用。 

 

图 1 CSM 球类测试机 

 

b. 过程 

1）根据手册开启 CSM机器，检查球的气压后将其放置于机器中的球

保持器中； 

2）球保持器上升，夹持器将球夹住，正切臂接触球面； 

3）球沿垂直中心轴旋转 360°，在此过程中正切臂测量测试 100个

半径值； 

4）夹持器松开，球保持器使球偏转 12°，重复步骤 2 和 3，共 15

个周期； 

5）重复测试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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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计算及数据表达 

半径测量 （rm=测量 3次，每次 15个周期，取其平均值） 

在球面上测量 4,500个点 （3 x 15 x 100个半径值） 

 
图 2 CSM球类测试机工作示意图 

 

  

 

3. 圆度： 

足球的圆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足球不是完全圆的话，它将不会正常滚动，

运球也将变得十分困难。球在空中运行时也会产生不规则的轨迹。 

在实验室中，足球的半径将会被分为 4500个点。 

 中国足协职业级 中国足协竞赛级 

室外 5号球 最大误差小于 1.5% 最大误差小于 1.8% 

室外 4号球 - 最大误差小于 1.8% 

沙滩足球 最大误差小于 1.8% 最大误差小于 1.8% 

五人制足球 最大误差小于 1.5% 最大误差小于 1.8% 

 

测试方法： 

a．仪器：同圆周测量 

b．过程：同圆周测量 

c．计算及数据表达： 

圆度计算: 3次测量的 rdev max平均值，以百分比为单位[%] 

          rdev max =( rx – rm)绝对值的最大值，以百分比为单位[%] 

 

4. 弹性： 

反弹测试将检验球的弹性。均匀的反弹对球员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球

员利用头部、胸部及脚部来控制长传球。 

在实验室中，足球将会从两米高的高度下落十次。在恒温的条件下，足球在

下落接触钢板后，必须达到一致的回弹高度。 

 

 温度 中国足协职业级 中国足协竞赛级 

室外 5号球 20摄氏度 135-155 厘米 125-155厘米 

 5摄氏度 不低于 125厘米 不低于 11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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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 4号球 20摄氏度 - 115-155厘米 

 5摄氏度 - 不低于 115 厘米 

沙滩足球  100-150 厘米 100-150厘米 

五人制足球  55-65 厘米 50-65厘米 

 

测试方法： 

a．仪器： 

使用的仪器须允许足球自 2.00m±0.01m （从球的最底部测量）下落

到金属的反弹面。 

使用摄像机的测量方式，其设备应包括： 

1）固定足球在起始位置的装置，须保证下落为自由落体 

2）金属的反弹面 

3）摄像机（数字记录系统） 

4）固定的刻度来显示出反弹的高度（至少精确到 1cm） 

5）能测试球撞击到反弹面时刻速度的仪器 

 

b．测试条件 

1）样品球的准备：见样品准备 

2）撞击的速度： 6.25±0.15m/s （等于从 2m高度落下） 

3）测试数量：3个 

4）测试环境：见样品准备 

5）每样品测试数：10次（常温条件），3次（低温条件） 

 

c．过程 

1）常温条件： 

足球放置在 2.00m±0.01m 的位置，通过机械设备自由释放。记

录下落的高度。每个足球重复此过程 10 次，以确保足球每次撞

击的点都不相同。根据皮革块的形状选择分配测试点。反弹应在

皮革块的中心点。 

2）低温条件： 

低温处理过的足球须重复此步骤 5次。 

使样品充气到 0.9bar并存放在 5℃的环境箱 11个小时（±30分

钟）。从环境箱取出样品，调整气压至 0.82bar并继续存放在 5℃

的环境箱 1 小时（+15 分钟）。在正式测试前，把气压调整为

0.80bar。 

测试仍然在常温环境中进行。足球从 5℃环境箱取出到开始测试

的时间不可超过 2分钟。如果测试不能在 2分钟内完成，此过程

须重新开始。 

足球放置在 2.00m±0.01m 的位置，通过机械设备自由释放。记

录下落的高度。每个足球重复此过程 5次，以确保足球每次撞击

的点都不相同（第一与第五的数值在计算平均值的时候将不被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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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记录 

通过摄像机记录球底部反弹后上升的最高位置对应的刻度以得

出其反弹高度。 

 

图 3 足球反弹高度测试仪器 

 

d. 计算及数据表达 

每个足球的常温反弹高度为 10 个测试值的平均值，低温反弹高度为

3个测试值的平均值。3个足球中的任一个的平均值均应符合相关的

要求。 

 

5. 防水性： 

水会使得足球的部分性能损失，因此足球不能像海绵一样吸水。吸水率是检

验足球产品的重要指标。 

在遇水的情况下，球必须尽可能保持漂浮的状态，不能像石头一样下沉。在

极端的天气情况下，如持续降雨几个小时，则地面会被完全浸泡，任何一种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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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球都会或多或少吸收一些水分。而它吸收量的多少是至关重要的。 

在实验室内，足球将会在装满水的水箱中被旋转、挤压 250 次。如果足球吸

收了过多的水分，则检验不会被通过。 

  中国足协职业级 中国足协竞赛级 

室外 5 号

球 

每个球最大吸

水率不超过 

10% 10% 

室外 4 号

球 

每个球最大吸

水率不超过 

- 10% 

沙滩足球 每个球最大吸

水率不超过 

10% 10% 

 

测试方法： 

a．仪器 

设备应包含一个可变的气动活塞，其压缩的深度可调节。同时应带

有一个装置使球转动，以使球的所有面在测试过程中均能接触到水。 

此仪器应能压缩任何足球的直径的 25%，此活塞应能实现每分钟 40

次压缩的频率。 

盛放水的托盘应为圆形，其直径为 30±2cm。托盘内应注入 2±0.2cm

高度的水。用于压缩的圆盘其直径为 16±1cm。 

 
图 4 足球吸水率测试仪器 

b．过程 

每个球需要按照样品准备要求进行处理，用符合重量测试要求的电

子天平称量重量。测试的压缩量根据圆周测试得到的数值计算出来。 

对球施加等于其直径 25% （沙滩足球为 10%）的压缩量的压力，其

频率为每分钟 40下。压缩量通过压缩圆盘行走的距离，在气动活塞

上控制。每次压缩后，球转动一定的角度以确保新的面能被压缩。 

在完成250次压缩以后，应尽快从水中取出样品并用毛巾擦干表面。

每个球再根据测试前的方法测试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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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际压缩量须根据不同种类球的直径而调整。 

 

c．计算及数据表达 

每个样品测试后的重量与测试前的重量之差与其测试前的重量值的

比值（单位为百分比%）为样品的吸水率。结果保留 1位小数。每个

样品均应符合要求。 

 

 

6. 气密性： 

足球的气压在比赛中必须保持一致，一旦气压不稳定，发生泄漏，则需要立

即充气，影响比赛。 

在实验室中，足球将会被充气至标准压力，72小时后，观察气压损失情况。 

 

 中国足协职业级 中国足协竞赛级 

室外 5号球 最多损失 20% 最多损失 25% 

室外 4号球 - 最多损失 25% 

沙滩足球 最多损失 20% 最多损失 25% 

五人制足球 最多损失 20% 最多损失 25% 

 

测试方法： 

a. 仪器 

符合样品准备要求的充气设备及气压计。 

 

图 5 充气设备及气压计 

b. 过程 

在重量测试后，样品存放在样品准备规定的环境中 72 小时。之后再

次测量样品的气压。 

c. 计算及数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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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样品，其气压损失可以表达为二次测量值与初次测量值的

气压值之差与初次测量值的比值（单位为百分比%）。三个样品的气

压损失值均需要记录。 

 

7. 耐冲击性： 

该项检测为了确保足球产品在经过一定使用后，其形状、气压和周长保持恒

定。 

在实验室中，足球将以 50公里/小时的速度向钢板发射 2000 次。实验过后，

足球接缝处和充气阀必须保证完好。足球仅被允许有小的压力损失及周长变化。 

  中国足协职业级 中国足协竞赛级 

室外足球 

周长的增加 不超过 1.5厘米 不超过 1.5厘米 

圆度的变化 不超过 1.5% 不超过 1.8% 

气压的损失 不超过 0.1巴 不超过 0.1巴 

沙滩足球 

周长的增加 不超过 1.5厘米 不超过 1.5厘米 

圆度的变化 不超过 1.8% 不超过 1.8% 

气压的损失 不超过 0.1巴 不超过 0.1巴 

五人制足球 

周长的增加 不超过 1.0厘米 不超过 1.0厘米 

圆度的变化 不超过 1.5% 不超过 1.8% 

气压的损失 不超过 0.1巴 不超过 0.1巴 

 

测试方法： 

a. 仪器 

足球发射装置 

如图 6与表 1所示： 

 
图 6 足球发射设备 

 

 

 

 

部件 参数 规格 

整体尺寸：长 x 宽 x

高（mm）2,900 x 940x 

2,280 

 

发射距离： 2,500mm 

（加速滚筒到反弹钢

板） 

发射角度 30°（发射

角度与水平线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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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推进 推进距离 最大 320mm 

推进力 最大 800N 

滚筒 圆周 1000mm 

直径 318.3mm 

表面粗糙度 1-2μ m 

可调整范围 120-250mm 

转速 最大 852rpm 

线速度 最大 51.1km/h 

钢板 尺寸 800x800mm 

材料 不锈钢 

表面粗糙度 1-2μ m 

表 1足球发射设备部件参数 

 

b. 过程 

将符合样品准备的要求的 3 个足球放入足球发射机器。每个样品以

50±1km/h 的出射速度，同水平线成 30°±2°的方向射向钢板。每

个室外足球与五人足球射击 2000 次，每个沙滩足球射击 1000次。 

射击以后，足球应防止在实验室室温环境（20℃±2℃，相对湿度 65%

±5%）至少 1个小时。此后在相同的环境中按照顺序进行以下测试： 

1）射击后样品的气压； 

2）目测检查线缝和气嘴； 

3）圆周 

4）圆度 

 

c. 计算与数据表达 

经过 2000次（沙滩足球 1000 次）射击后的结果以如下方式表达： 

1）初始气压值 （射击前）减去测试后的气压值得到气压降值，以

巴(bar)为单位，保留 2位小数； 

2）目测检查：任何损坏的迹象 （通过图片记录） 

3）圆周：根据本手册圆周测试方法测试 

4）圆度：根据本手册圆度测试方法测试 

 

测试出来的圆周，圆度与气压需要同射击前的数据比较，计算其

差值的绝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