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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足联作为全球制定和修订沙滩足球竞赛规则的唯一决策机构，在

《沙滩足球竞赛规则》2020/2021版本的基础之上，修订并发布了《沙滩

足球竞赛规则》2021/2022版本。

在《沙滩足球竞赛规则》2021/2022版本中，国际足联对规则原有内

容进行了部分调整，并新增了一定内容，以进一步提高了沙滩足球比赛的

净打时间、公平性和吸引力。

为与最新竞赛规则保持同步，确保规则执行的一致性，经国际足联授

权，中国足球协会翻译并首次发布了本册《沙滩足球竞赛规则》。其中，包

含了国际足联《沙滩足球竞赛规则》2021/2022的全部章节和说明内容，

并以原文和译文对照的形式呈现，以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

中国足球协会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更好地服务于各类沙滩足球工作

者，以及喜爱和关心沙滩足球运动的各界人士，作为学习、掌握和正确运用

沙滩足球竞赛规则的规范参考。

本次竞赛规则由刘铁军、崔恩雷主持审定，邵亮、黎祺彬、陈亮力等翻

译核校。审定过程中听取了国际、国内诸多裁判专家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中国足球协会

2022年3月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批准。

未经国际足联批准，不得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以任何方式进行复制或

翻译。

2021年7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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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TES ON THE BEACH SOCCER LAWS OF THE GAME

沙滩足球竞赛规则注释

官方语言

国际足联使用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发布《沙滩足球竞赛规

则》，如果不同语言文字出现任何歧义，则以英文版文字为准。

其他语言

翻译此规则的国家足球协会，可以通过联络下列邮箱获得2021/22版

竞赛规则的模板：refereeing@fifa.com。欢迎以此模板制作本国语言版

本竞赛规则的国家足球协会，将规则副本（在封面上标明由国家足球协会

官方翻译）发给国际足联，用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供其他人使用。

规则的执行

统一的沙滩足球竞赛规则适用于世界上每个洲际联合会、国家、城市

和乡村的每一场比赛中，这种凝聚力必须予以保持。这同时也是促进沙滩

足球运动全面发展的机遇。

在培训比赛官员和其他足球参与者时，应强调：

●	 	裁判员应依照运动“精神”来执行沙滩足球竞赛规则，以创造公平

和安全的比赛；

●	 	所有人应尊重比赛官员及其判罚决定，牢记并且尊重沙滩足球竞

赛规则的诚信。

队员是运动形象的主要责任人，球队队长在协助确保规则和裁判员决

定受到尊重和保护方面应扮演重要角色。

沙滩足球竞赛规则修订

沙滩足球竞赛规则的普适性意味着世界各地各个层面的沙滩足球比

赛所执行的规则本质上是相同的。在创建公平和安全的比赛环境的同时，

沙滩足球规则也在促进参与度和愉悦感。

历史上，国际足联允许国家足球协会在特定类别的沙滩足球比赛中具

有调整一些“组织性”规则条款的灵活性。国际足联确信，如果可以让本国

的沙滩足球运动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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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足球协会应获得更多调整沙滩足球运动组织方式的选择。

世界上沙滩足球比赛进行的方式和裁判执法的方式应该是统一的。

然而，各国可以根据其国内情况的需要，来决定诸如比赛时长、球队人数、

对不当行为的处罚等有关条款。

因此，国家足球协会（和洲际联合会以及国际足联）可以在其负责的赛

事中，对下列涉及比赛组织方面的沙滩足球竞赛规则进行全部或部分调整：

在青少年、年长人士、残障人士及草根沙滩足球比赛中：

●	 	场地尺寸；

●	 	球的尺寸、重量和材质；

●	 	球门柱间的宽度和横梁到地面的高度；

●	 	（相等）三节比赛时间（和一节加时赛时间）；

此外，为进一步增进各国家足球协会的灵活度，以使其有益于在各地

发展沙滩足球运动，国际足联批准了下列有关沙滩足球比赛“类别”的变

更：

●	 	女子沙滩足球不再作为单独的类别，其与男子沙滩足球具有同等

地位；

●	 	去除了关于青少年和年长人士的年龄限制 - 国家足球协会、洲际

联合会以及国际足联可以灵活决定这些类别的年龄限制；

●	 	各国家足球协会自行决定哪些处于最低级别的赛事属于“草根”

沙滩足球。

国家足球协会可以在不同的比赛中批准使用不同的规则修订，而不必

在所有赛事中执行完全相同的规则。但是，未经国际足联批准，不得做出

其他规则修订。

国家足球协会应将上述提及的各项调整在各个级别的使用情况上报

国际足联。此信息，尤其是调整内容的使用原因可明确发展理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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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国际足联共享信息，协助其他国家足球协会的沙滩足球运动发展。

国际足联也乐于倾听其他关于沙滩足球竞赛规则的修订建议，以提升

沙滩足球的参与度、吸引力，促进其在全世界的发展。

沙滩足球竞赛规则修订方案

上次对沙滩足球竞赛规则的审阅是在2015年。对于每次修订，必须着

眼于公平、诚信、尊重、安全、参与者的体验感，以及如何运用科技手段令

比赛受益。竞赛规则应鼓励所有具有不同背景或能力的人士参与到沙滩足

球运动中来。

虽然比赛中难免发生意外，但规则应尽可能让比赛安全进行。这既要

求队员尊重对手，也要求裁判员应该创造安全的环境，对比赛中具有侵害

性和危险性的队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规则在纪律处罚术语上体现了对不

安全行为的零容忍，例如“鲁莽抢截”（警告=黄牌）和“危及对方安全”或

“使用过分力量”（罚令出场=红牌）等。

对于队员、比赛官员、教练员和观众、球迷、管理者等来说，沙滩足球

应该是有吸引力和极具乐趣的运动。这些规则的修订有助于提高项目的关

注度和体验感，使得人们无论年龄、种族、宗教、文化、民族、性别、性取向

或残疾与否，都能参与沙滩足球并乐在其中。

规则修订寻求让运动更简单，使沙滩足球竞赛规则部分内容与十一人

制足球和室内五人制足球一致，但由于许多情况需要主观判断且裁判员是

人（因此也会犯错），一些判罚决定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争议和讨论。

沙滩足球竞赛规则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情形，因而当出现未有明确规

定的情况时，国际足联希望裁判员依据沙滩足球理念倡导的运动“精神”

进行判罚。这通常涉及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带给沙滩足球最大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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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赛场地

1.场地表面

场地表面必须由沙子构成且平整。不粗糙且没有石头、贝壳和任何其

它可能伤及队员、比赛官员及其他人的物体。

对于国际比赛，沙子必须是细颗粒，且至少40厘米深。沙子必须经过

筛选，直到适合比赛后才能使用。但沙子不能太细以致粘在身上。

2.场地标记

比赛场地应为长方形，并用连续的线标记（不允许用断裂的线）。

只有在第一章中提及的标线可以标固在比赛场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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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队员在场地上做未经许可的标记，则应以非体育行为予以警告。

裁判员在比赛中发现后，如果不需要掌握有利则停止比赛，以非体育行为

警告犯规队员。由对方队员罚任意球恢复比赛：如果球在对方半场，则在

比赛停止时球所在位置；如果球在犯规球队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两条较长的边界线为边线，两条较短的边界线为球门线。球门柱之间

没有线。

场地由场外两面旗子标出的假想中线分为两个半场。

中场开球和中线中点任意球的位置在假想线的中点。

从每个角球区的角向底线和边线1米的地方做标记点，帮助裁判员明

确角球区位置。

距离角球弧5米、在球门线和边线上做一个标记，以保证在踢角球时防

守队员能退出规定的距离（5米）。

替补区域在中线左右各2.5米处。球队的替补席设置在边线后，且必须

保持替补区域的空旷。

在替补席的另一端，距中线左右各5米处做标记点，以保证开球时防守

队员能退出规定距离。

距球门线9m在边线上做标记点，以帮助裁判员明确罚球区。

所有线的宽度是10厘米，由彩色胶带（最好蓝色）制成，以便与沙子明

显区分。胶带应有弹性且坚固，不会伤及运动员的脚。这些线用特殊的角落

连接物和沙锚固定在场地的每个角及中线上，用橡皮圈固定在球门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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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地尺寸

长度（边线）： 最小 35米
 最大 37米
宽度（球门线）： 最小 26米
 最大 28米

竞赛规程在上述范围内确定球门线和边线的长度。

尺寸测量均以标线或想象中标线的外测为标准，因为标线属于其所标

示区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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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罚球区
罚球区在场地的两端，每边靠近边线外黄色的旗杆之间有假想的连

线，平行于球门线并在场内距球门线9m与边线相连。

以罚球区线上与两球门柱等距处即中点作为假想的罚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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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替换区

替换区在计时员桌前的边线上。

●	 	替补区域5米长度，假想中线左右各2.5米处的边线上。

●	 	球队替补席在边线后面有一个替补区域。

●	 	替补区域在计时员桌前，假想中线左右各2.5米处，且必须保持替

补区域的空旷。

更多关于替换和相关程序的细节在第三章中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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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角球区

在比赛场地内每个角，以1米为半径假想四分之一圆为角球区。

7.旗杆

在比赛场地内每个角，以1米为半径假想四分之一圆为角球区。在场地

四周设置不低于1.5米的平顶旗杆，必须放置如下所示。

总共使用了10个旗子，其内容如下：

●	 	在场地的每个角上放置一个红旗杆;

●	 	在假想中线的两端都有一个红色旗杆，安全固定在边线外1米到

1.5米的距离。

●	 	假想罚球区线的两端各有一个黄色旗杆，安全固定在边线外1米到

1.5米的距离。

8.技术区域

技术区域是球队官员和替补队员的指定就坐区域。尽管技术区域的尺

寸和位置可能因场地设施原因有所不同，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	 	技术区域仅可从座席两侧向外扩展1米，距边线不少于1米；

●	 	应用标记标示出该区域；

●	 	技术区域内的人员数量由竞赛规程规定；

●	 	技术区域内的人员：

° 依据竞赛规程，在比赛开始前确认；

°  应举止适当；

°  应留在限定区域内。除特殊情况外，例如理疗师/医生经裁判员

允许进入场地查看受伤队员伤情。

●	 	同一时刻仅允许1人站立，从技术区域内给予战术指导；



安全

竞赛规程应明确场地边界线（边线和球门线）与观众区隔板（包括广

告板等）之间的最小距离，以确保参与人员的安全。

9.球门

球门应放置在球门线的中央。

球门由两根距场地边角等距的直立球门柱和一根连接球门柱顶部的

水平横梁组成。球门柱和横梁应由适宜的材料制成。其形状应为方形（具

有圆形棱边以保护队员安全）或圆形，且对队员不具有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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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赛中，替补队员和体能教练可以在技术区域后的指定区域内

热身。如果没有指定区域，则在不妨碍场上队员和裁判员移动且举

止适当的前提下，可以在边线附近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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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球门柱内侧距离为5.5米，横梁下沿至地面的距离为2.2米。

球门柱与球门线的位置关系必须符合图例所示

球门柱与横梁应具有相同的宽度和深度，与球门线等宽，为10厘米。

球门网应由适宜的材料制成，系在球门柱和横梁的后方，并且必须适当撑

开，不干扰守门员。

如果横梁移位或折损，则停止比赛直至横梁修复或归位。如果无法修

复，则应中止比赛。不得用绳子代替横梁。如果横梁可以被修复，则在比赛

停止时球所在的地点以坠球恢复比赛，除非该地点在罚球区内（参见第八

章）。

球门柱和横梁的颜色最好为黄色。

安全

球门必须牢固在地面。



10.场地上的广告

在场地上做广告是不允许的。

11.球网上的广告

如果竞赛规程未禁止，在球网上做广告是允许的，只要不令队员或裁

判员混淆或阻挡他们的视线。

12.旗帜上的商业广告

如果竞赛规程未禁止，在旗帜上做广告是允许的。

13 .技术区域内的广告

如果竞赛规程未禁止，在技术区域地面上做广告是允许的，只要不令

技术区域内的人员或其他人分散注意力或造成混淆。

14 .场地周边的广告

直立广告需要至少：

●	 	距边线1米。不允许在技术区域和替换区设置直立广告；

●	 	与球门线及球网最深处距离相同；

●	 	距球门网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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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球

1.质量与测量

球应：

●	 	是球形；

●	 	由合适的材料制成；

●	 	周长为68厘米至70厘米；

●	 	在比赛开始时重量为400克至440克；

●	 	气压为0.4-0.6个海平面标准大气压（400-600克/平方厘米）。

在国际足联或洲际联合会主办的正式赛事中，所有使用的比赛用球应

符合要求，并印有国际足联足球质量规范的标志之一。

这些标志表明该球已通过官方测试，符合与标志相对应的具体技术规

定。这些标志是对第二章最低要求的补充，并应得到国际足联的批准。

2.球上的广告

在由国际足联、洲际联合会或国家足球协会主办的正式比赛中，除赛

事标志和图案、赛事组织方和授权制造商商标外，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均

不允许出现在比赛用球上。竞赛规程可限定这些标识的大小和数量。

3.破损球的更换

如果比赛进行中球出现破损，则停止比赛，在球破损的位置用新球坠

球恢复比赛。唯一的例外是当球击中球门柱或横梁后破损并直接进门（参

见本章第6款）。

如果球在开球、掷球门球、角球、任意球、罚球点球或踢、掷界外球时

破损，则重新执行恢复比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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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罚球点球或球点球决胜期间，在球被踢并向前移动后，触及队

员、横梁或球门柱前出现破损，则重罚球点球。

4.其他比赛用球

球童可以在球场周围持有更多的球，以此比赛可以快速继续下去。

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其他比赛用球可放置在比赛场地周围，在裁判员管

理下使用。第三裁判也可以持有一个或两个额外的球，以加快比赛重新开

始。

5.场上多余的球

如果在比赛进行中，场上出现了多余的球，只有在多余的球干扰比赛

时，裁判员才停止比赛。在比赛停止时原球所在的地点坠球恢复比赛，除非

该地点在罚球区内（参见第八章）。

如果在比赛进行中，场上出现了多余的球，但并未干扰比赛，裁判员

应允许比赛继续进行，并将多余的球尽快移出比赛场地。

6.球破损后的进球

如果球在击中球门柱或横梁后破损并直接进门，裁判员应判进球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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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队员

1.场上队员人数

一场比赛由两队参加，每队最多可有5名场上队员，其中1名必须为守

门员。如果任何一队场上队员人数少于3人，则比赛不得开始或继续。

如果两支球队少于三名球员，比赛可能无法开始，但比赛所需的最低

球员数量，包括替补球员，由国家足球协会自行决定。

如果某队因1名或多名场上队员故意离开比赛场地造成队员人数少于

3人，则裁判员不必停止比赛，可以掌握有利。但若比赛停止后该队人数仍

不足3人，则比赛不能继续。

如果竞赛规程规定，在比赛开始前必须提交所有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

名单，而某队在不足5名场上队员的情况下开始比赛，则只有在提交名单内

的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可在到达赛场后参加比赛。

2.替换次数和替补队员人数

在一场比赛中的替换次数不限。

正式赛事

国际足联、洲际联合会或会员协会组织的正式赛事比赛中，最多可使

用7名替补队员。竞赛规程应明确可提名的替补队员人数。

其他比赛

在非官方国家队A级比赛中，最多可使用10名替补队员。



在其他所有比赛中，允许提名和使用更多数量的替补队员，只要：

●	 	双方球队就替补队员人数上限达成一致；

●	 	比赛开始前告知裁判员。

如果在赛前未告知裁判员或双方球队未达成一致，则每队最多可使用

10名替补队员。

3.提交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

对于所有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应向裁判员提交场上队员和替补队

员名单，无论队员是否在场。任何未在此时向裁判员提名的场上队员或替

补队员不得参加比赛。

4.替换程序

无论比赛进行还是比赛停止，可以在任何时刻进行替换。替补队员替

换场上队员，遵循下列程序：

●	 	被替换下场的场上队员从替换区离场，除非沙滩足球规则另有提

及；

●	 	被替换下场的场上队员离场无需经裁判员同意；

●	 	替补队员进入场地无需经裁判员同意；

●	 	只有当被替换下场的场上队员离开场地，替补队员才能进入场地；

●	 	替补队员从替换区进入场地；

●	 	当替补队员用手将背心递交给被替换的场上队员后经由替换区完

全进入比赛场地时，替换程序完成，除非被替换的场上队员依据

规则提到的其他任何原因从另外的区域离场，此时替补队员应将

背心用手递交给第三裁判员；

●	 	从此刻起，替补队员成为场上队员，被替换的场上队员成为替补

队员；

●	 	在特定的情况下，替换请求可以被拒绝，例如替补队员装备不整；

18  LAW 3 – THE PLAYERS 18  第三章 队员



●	 	替补队员未完成替换程序前，不得踢、掷界外球、球点球、任意

球、角球或掷球门球恢复比赛，或参与坠球；

●	 	被替换下场的队员可以再次参加比赛；

●	 	所有替补队员，无论是否上场参与比赛，裁判员均可对其行使职

权。

●	 	如果一节比赛时间延长因为点球或任意球，只有防守队的守门员

或被犯规的球员由于受伤而无法罚球，则允许替换。

5.热身

同一时刻每队最多被允许有5名替补队员进行热身。

6.更换守门员

●	 	任何替补队员都可以替换守门员，无需通知裁判员或等比赛停

止；

●	 	任何场上队员可以和守门员互换位置，但是应在比赛停止时通知

裁判员后进行；

●	 	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替换守门员，应穿着背部印有自己球衣号码

的守门员上衣。竞赛规程可以明确要求“超人”守门员应穿着与守

门员上衣颜色完全一致的服装。

7.违规与处罚

如果替补队员在被替换的场上队员离场之前进入场地，或在替换过程

中替补队员从替换区以外的地方进入场地：

●	 	裁判员停止比赛（如果可以掌握有利，不必立即停止）；

●	 	裁判员对违反替换程序进入场地的替补队员进行警告，并令其离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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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裁判员停止比赛，由对方罚任意球恢复比赛，执行地点：

●	 	如果球在犯规方对方半场，则在停止比赛时球所在位置；

●	 	如果球在犯规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如果该替补队员或所在球队有另一违规行为，则依据沙滩足球规则裁

判员的其他相关诠释恢复比赛。

如果球出界，比赛将按照沙滩足球规则重新开始。

如果在替换过程中，被替换的场上队员未经替换区离场且不满足规则

中的特殊理由，裁判员应停止比赛（如果可以掌握有利，不必立即停止），

以违反替换程序离场警告该队员。

如果裁判员停止比赛，由对方罚任意球恢复比赛，执行地点：

●	 	如果球在犯规方对方半场，则在停止比赛时球所在位置；

●	 	如果球在犯规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如果替补球员违反替补程序进入球场或导致球队多一名球员比赛，裁

判员在其他比赛官员的协助下，必须遵守以下指导方针：

●	 	停止比赛，如果可以掌握有利则不需要立即停止比赛。

●	 	如果替换不正确或因多出的队员违反替换程序，则因非体行为而

警告该队员。

●	 	如果替补队员破坏对方进球或明显得分机会则罚令出场。减少的

队员人数则根据规则第3章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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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多出的队员在比赛中，如果之前并未离开则在接下来比赛停

止时离开场地，如果因为这个犯规，则需要完成替补程序或移动

到技术区域。

●	 	如果裁判员掌握有利：

°	 	一旦替补的球队控球则必须停止比赛，由对方罚任意球恢复比

赛，如果在对方半场，则在比赛停止时球所在的位置；如果在犯

规球队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	 	如果替补球队违犯可判罚任意球或罚球点球的犯规，则裁判员

必须处罚替补球队而对对方球队有益处的。如果有必要，还可

以采取相应的纪律处分；

°	 	停止比赛因球出了场地或因对方替补球队犯规，由替补球队的

对方罚任意球恢复比赛。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采取相应的纪律

处分；

●	 	如果比赛开始时，名单中的替补队员代替了首发队员而出现在场

上，并没有通知裁判员或其他官员去更换：

°	 	裁判员允许在名单中的替补队员继续比赛；

°	 	不应对该替补队员进行处罚；

°	 	裁判员应向有关部门报告该事件。

●	 	如果一名替补队员在进入场地前违犯了罚令出场的犯规，则球队

的人数不应该被减少，则另外的替补队员或已经被替换的队员可

以进场。

任何其他违规：

●	 	相关队员会受到警告；

●	 	对方球队罚任意球恢复比赛，执行地点：

°	 	如果犯规发生时，球在犯规方对方半场，则在接下来停止时球

所在位置；

°	 	如果在犯规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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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被罚令出场

场上队员被罚令出场：

●	 	在球队名单提交前，则不得以任何身份列入球队名单内；

●	 	在提交球队名单后且比赛开始前，可由被提名的替补队员替换，替

补队员名单不得增补。

被提名的替补队员在比赛开始前或开始后被罚令出场，替补队员名单

均不得增补。

比赛开始后一名场上队员被罚令出场，在该队员被罚令出场的2分钟

比赛时间后（该队经历2分钟的减员），经计时员或第三裁判员允许，一名

替补队员可以进入比赛场地代替被罚令出场的队员。如果在2分钟内有进

球发生，则应适用以下条款：

●	 	如果双方队员人数是5对4或4对3，且人数较多的一方进球，则人

数较少的一方可以增加1人；

●	 	如果双方队员人数均为3人或4人，且出现进球，则双方人数均不

增加，直到各自经历2分钟减员；

●	 	如果双方队员人数是5对3，且5人一队进球，则3人一队只能增加1

人；

●	 	如果人数较少的一队进球，则人数不变，直到2分钟结束，除非期

间人数较多一队进球。

如果一名球员得到第二次警告，但裁判员掌握有利，随后该球员的球

队进球，违规球员因为被第二次警告，并被罚下，但球场上的球员人数不应

在进球前进攻而减少；替补应替换被罚下的球员。然而，如果进攻停止或

干扰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则该队员不应该得到第二次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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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球员在每节比赛间歇期被罚令出场，则在加时赛开始前，该违规

球队应少上一名球员。

9.比赛场地内的额外人员

在比赛名单上的教练员和其他官员均是球队官员。除比赛名单中场上

队员、替补队员和球队官员之外的任何人员均视为场外因素。

如果球队官员、替补队员（除替换过程中）、被罚令出场队员或场外因

素进入场地，裁判员应：

●	 	仅在干扰比赛时停止比赛；
●	 	比赛停止时令其离场；
●	 	给予相应的纪律处罚。

如果比赛被停止且干扰来自：

●	 	球队官员、替补队员或被罚令出场队员，比赛以直接任意球或球点

球恢复；
●	 	场外因素，比赛以坠球恢复。

裁判员应向有关机构报告相关事件。

10.比赛场地内有额外人员时的进球

在球即将进门时，守方队员处理球没有受到干扰（即便干扰因素与球

发生接触），如果球进门，则应判进球有效，除非外界干扰来自于攻方。

如果在进球后且比赛已恢复，裁判员意识到在进球时场上有额外人

员，则进球不能被取消。如果额外人员仍在场上，则裁判员应：

●	 	停止比赛；
●	 	令额外人员离场；
●	 	以坠球或任意球恢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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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应向有关机构报告相关事件。

如果在进球后比赛恢复前，裁判员意识到在进球时场上有额外人员：

●	 	如果额外人员是以下人员，裁判员应判进球无效：

°	 	进球队的场上队员、替补队员、被罚令出场队员或球队官员；在

额外人员所在的位置以任意球恢复比赛；

°	 	场外因素以令球进门或阻止防守队员触球的形式干扰了比赛；

以坠球恢复比赛。

●	 	如果额外人员是以下人员，裁判员应判进球有效：

°	 	失球队的场上队员、替补队员、被罚令出场队员或球队官员；

°	 		没有干扰比赛的场外因素。

以上情况，裁判员均应令额外人员离场。

11.处在场外的队员违规重新进入场地

如果场上队员需经两名裁判员之一的许可方可返场，但未经许可便这

样做，裁判员应：

●	 	停止比赛（如果该队员没有干扰比赛或比赛官员，或可以掌握有利

时，可以不立即停止）；

●	 	以未经允许进入比赛场地警告该队员。

如果该队员违犯另外可警告的犯规，则因两次警告而被罚令出场，例

如，该队员未经裁判员允许进场并用鲁莽的方式绊摔对方队员；如果该犯

规使用过分力量则直接罚令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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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裁判员停止比赛，则比赛恢复方式为：

●	 	在干扰比赛的地点罚任意球；

●	 	如果未干扰，则任意球地点：

°	 	如果犯规时球在犯规方的对方半场，则在比赛停止时球所在的

位置；

°	 如果球在犯规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场上队员在正常比赛移动中越过边界线/离开比赛场地作为比赛的一

部分，不应视为违反规则。

12.允许离开场地的情况

除了正常替换以外，在下列情况下，未经裁判许可可以离开场地：

●	 	队员因比赛移动到场外并立即返回应作为比赛的一部分，例如踢

球或带球过对方。然而，为了欺骗对手而在重新入场前故意移动

到其中一个球门后面则是不允许的；如果此情况发生，裁判员暂停

比赛而不需要掌握有利；如果暂停比赛，则需要罚任意球恢复比

赛；该队员被警告因未经裁判员允许而离场。

●	 	因为受伤。如果一名队员没有被替换，则需要其中一名裁判员同意

才可以重新进入场地。如果该队员出血，则必须经裁判员或其他

比赛官员检查完全止血后才可重新返回场地。

●	 	纠正或恢复他们的装备。如果一名队员没有被替换，在重新入场前

裁判员或其中一名比赛官员必须检查其装备，经其中一名裁判员

同意后才可重新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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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不允许离开场地的情况

如果一名队员离开场地是沙滩足球竞赛规则不允许的并未经裁判员

许可；如果没有掌握有利，计时员或第三裁判员用声音信号通知裁判员；如

果必须暂停比赛，裁判员则判罚任意球给对方球队。如果掌握有利，则在

接下来停止比赛时，计时员或第三裁判员发出声音信号。该队员因未经裁

判员允许而离开场地被警告。

14.球队队长

球队队长并不享有特殊身份或权力，但他对球队的行为需承担一定责

任。

15.茶点

裁判应允许球员在比赛停止时吃点心。不允许向球场上扔出袋子或任

何其他含有液体的容器。



第四章 队员装备

1.安全性

队员不得使用或佩戴具有危险性的任何装备或其他物件。

禁止佩戴任何类型的珠宝首饰（项链、指环、手镯、耳坠、皮质带、橡

胶带等），如有佩戴必须移除。不允许用胶带覆盖珠宝首饰。

在比赛开始前，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应接受检查。如果队员佩戴或使

用了未授权/具有危险性的装备或珠宝首饰，裁判员应令其：

●	 移除相关物件；

●	 	如果队员暂时无法或不愿将物件摘除，则需在下一次比赛停止时，

离开比赛场地摘除。

应对拒绝摘除或再次穿戴相关物件的队员予以警告。

2.必要装备

场上队员的必要装备包括如下分离物件：

●	 有袖上衣；

●	 短裤——（守门员可以穿长裤）；短裤不能被卷起来，球员的外观

装备要展现专业形象。

不允许穿球鞋。

3.颜色

●	 比赛两队的着装颜色应有别于对方球队和比赛官员。

●	 每名守门员着装颜色应有别于其他场上队员和比赛官员。

●	 如果双方守门员的上衣颜色相同且无法更换，裁判员允许比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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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紧身内衣应是单色，且与衣袖主色一致，或包含与衣袖完全一致

的图案和颜色。

内衬裤/紧身裤应与短裤主色或短裤底部颜色一致-同队场上队员应

颜色统一。

竞赛规程可以规定除替补队员外的技术区域内人员穿着与场上队员

和比赛官员颜色不同的服装。

4.其他装备

可允许佩戴不具危险性的保护器具，如软性、轻质材料制成的头罩、

面具、护膝和护臂，类似的还包括守门员球帽和运动眼镜等。

脚上允许绑弹性绷带，但不能完全覆盖脚跟或脚趾。

背心

背心应穿在最外边以区分替补队员，被替换下场的球员应穿上背心以

完成替换程序。背心的颜色应有别于双方球队上衣颜色和对方背心颜色。

头巾

如需佩戴头巾（守门员球帽除外），其应：

●	 	为黑色或与上衣主色一致（同队场上队员必须颜色统一）；

●	 设计合乎球员装备专业形象；

●	 不得与上衣相连；

●	 	不会对佩戴者个人和其他队员构成危险（如在颈部有可开合的装

置）；

●	 不能有任何部分凸出头巾表面（突出表面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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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膝和护臂

在使用护膝和护臂时，其应与衣袖主色或短裤/长裤主色一致，并不得

过分凸出。

当不能匹配这些颜色时，黑色或白色的护具可以与任何颜色的衣袖/

短裤（或长裤，当适用时）一起使用。当护具不能与衣袖/短裤（或长裤）匹

配时，所有的护具颜色应统一（黑色或白色）。

电子通信

不允许队员（包括替补队员和被罚令出场的队员）穿戴或使用任何形

式的电子或通信设备（表现跟踪电子系统除外）。

允许球队官员使用任何关乎队员福祉与安全、或用于战术/指导的电

子通信设备，但只能使用小型、可移动、便携（例如麦克风、耳机/耳麦、手

机/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的设备。球队官员如果

使用违规设备，或使用设备方式及行为不当，将被驱逐出技术区域。

表现跟踪电子系统（EPTS）

可穿戴技术作为EPTS在国际足联、洲际联合会和国家足球协会组织

的正式赛事中使用时，竞赛组织者应确保附加在队员装备上的设备不具有

危险性，并满足在国际足联质量规范中为可穿戴EPTS设立的标准。

如果在正式赛事中由比赛或竞赛组织者提供EPTS，比赛或竞赛组织

者有责任确保从EPTS传送至技术区域信息和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国际足联EPTS质量方案为向竞赛组织方对于表现跟踪电子系统的可

靠性和准确性的认证过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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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语、言论、图像及广告

队员装备不得带有任何政治、宗教性或个人的标语、言论或图像。队

员不得展示内衣上带有任何政治、宗教或个人的标语、言论或图像，以及生

产商标志以外的广告。任何违反规定的队员和/或球队将受到赛事组织方、

国家足球协会或国际足联的处罚。

原则
●	 	第四章适用于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的所有装备（包括服装）；这些

原则也适用于技术区域内的全体球队官员。

●	 	以下内容（通常）是允许的：

°	 	队员的号码、名字、球队徽章/标志、意在推广沙滩足球运动的

倡议标语/图案、有关尊重与诚信精神的内容，以及国际足联、洲

际联合会或国家足球协会竞赛规程中允许的任何广告；

°	 比赛信息：包括球队、日期、赛事名称、比赛地点等
●	 	经许可的标语、言论及图像仅可出现在上衣正面和/或臂章位置。

●	 	在某些情况下，标语、言论及图像仅可出现在队长袖标上。

法规解读

在判断某个标语、言论及图像是否应被允许时，需考虑第十二章（犯规

与不正当行为）中的相关规定，裁判员需要对队员的如下行为采取措施：

●	 	使用攻击性、侮辱性或辱骂性的语言和/或行为。

●	 	有挑衅、嘲讽或煽动性质的行为。

任何属于上述范畴的标语、言论及图像都是不被允许的。

宗教和个人的标语、言论及图像相对比较容易辨认，而政治性内容有

时并不明确，但标语、言论及图像如果涉及下列内容，则不被允许：

●	 	任何在世或已故的人（除非属于官方赛事名称的一部分）。

●	 	任何本地的、地区性的、国家性的或国际性的政党/政治组织/政

治团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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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本地的、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政府及其任何部门、机构或职

能。

●	 	任何带有歧视性的组织。

●	 	任何以冒犯大量人群为目的或有此类行动的组织。

●	 	任何特殊政治行为/事件。

当纪念国家或国际重大事件时，应谨慎考虑到对方球队（包括其支持

者）及公众的感受。

竞赛规程可以包含进一步的规定/限制，特别是有关标语、言论及图像

的尺寸、数量和位置。建议在比赛/赛事开始前解决有关标语、言论及图像

的分歧。

6 违规与处罚

对于不涉及危险装备的任何违规，比赛不需要被停止，该队员：

●	 	由裁判员引导离开比赛场地调整装备；

●	 	除非已经调整好装备，否则需在比赛停止时离开比赛场地。

离开比赛场地调整或更换装备的队员应：

●	 	在被允许重新进入比赛场地前，由一名比赛官员检查装备；

●	 	只可在两名裁判员之一允许后重新进入比赛场地。

在这种情况下，未经允许进入比赛场地的队员应被警告，如果因警告

而停止比赛，则以任意球恢复比赛：

●	 	如果停止比赛时候，球在本方半场，则在停止时球所在地点恢复比

赛；

●	 	如果停止比赛时候，球在对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恢复比赛；

然而，如果该队员干扰了比赛，则在发生干扰的地点判罚直接任意球

（或如果干扰出现在罚球区内为罚球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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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队员号码

竞赛规程应对队员号码做出明确规定，号码通常为1至15号，1号预留

给守门员。

比赛组织者应留意，对于裁判员来说，示意大于15的队员号码是困难

且不适宜的。

每个队员的号码应清晰的印在背部，并区别于球衣主色。竞赛规程应

明确号码的尺寸，以及该尺寸是否为强制性规定，包括在其他基本装备上

是否需要号码及其尺寸。



第五章 裁判员

1.裁判员的权力

每场比赛由两名裁判员掌控，裁判员和第二裁判员有全部权力去执行

与比赛相关的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

2.裁判员的决定

裁判员依据与比赛相关的事实所做出的决定，包括进球与否以及比

赛的结果，都是最终的决定。裁判员和其他比赛官员的决定应始终得到尊

重。

如果裁判员本人，或经其他比赛官员建议后，意识到比赛恢复方式的

决定发生错误，但比赛已经恢复、或在计时员给出声音信号后裁判员已经

鸣哨确认上下半场（包括加时赛）结束并离开比赛场地及附属区域、或已

经中止了比赛，则不可更改该决定。

有些情况下，一名助理裁判员提示/通知裁判员有涉及到黄牌/红牌的

犯规发生，但裁判员并未看到提示或听到通知，直到比赛已经恢复。裁判

员仍然可以给予相应的纪律处罚，但犯规对应的比赛恢复方式不适用。

当裁判员和第二裁判员的判罚不一致时，无论何时，裁判员的决定为

最终判罚。

当出现过分干预或不适当行为时，裁判员可以解除第二裁判员或其他

比赛官员的职权，并指派他人替代，并向有关机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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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与职责

两名裁判员（裁判员和第二裁判员）：
●	 	执行《沙滩足球竞赛规则》；
●	 	如有其他比赛官员，与他们协作管理比赛；
●	 	确保任何比赛用球符合规则第二章的要求；
●	 	确保队员装备符合规则第四章的要求；
●	 	对比赛事件进行记录；
●	 	根据自身的判断，当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发生时停止比赛；
●	 	因场外干扰等其他任何原因，暂停、中断或中止比赛，如：

°	 照明灯光不足；

°	 	观众掷/踢入的物品击中比赛官员、场上队员、替补队员或球队
官员，裁判员依据事件的严重程度决定继续、暂停、中断或中止

比赛；

°	 		观众鸣哨干扰比赛——裁判员停止比赛并以坠球恢复比赛；

°	 	比赛进行中，多余的球、其他物品或动物进入场内，裁判员
应：

-	 	如果干扰比赛，则停止比赛（以坠球恢复比赛）；除非当球
即将进门时，外界干扰没有影响到防守队员处理球；这种情

况下，如果球进门（即使干扰因素与球发生接触），应判进

球有效，除非外界干扰来自于进攻方；

-	 	如果其未干扰比赛，则裁判员允许比赛继续，并尽早将其移
出比赛场地；

●	 	在他们认为队员严重受伤时停止比赛，确保受伤队员离开比赛场

地。受伤队员，包括守门员，只能在比赛恢复之后返回场地；其应从

替换区入场。仅有当发生如下情况时，不必遵循离场治疗的规定：

°	 			当队员因眼睛里进沙子，需要在球场上接受治疗；

°	 			守门员和其他队员发生碰撞，需要引起关注；

°	 		同队队员发生碰撞，需要引起关注；

°	 		出现严重受伤；

°	 			场上队员被犯规而受伤且裁判员已经判罚，在这种情况下，该球
员必须随后执行踢任意球或球点球。如果球员严重受伤，无法

去踢：

-	 	被替换的队友一定是犯规发生时在替补席的队员，该替补
队员必须去踢；因严重受伤而不能踢任意球和球点球的守

门员必须被守门员替换，该替补守门员必须去踢；



-	 		如果该队没有其他守门员替换，则只能由替补队员来进行

替换；

-	 	一个队员伪装受伤严重而躲避踢任意球或球点球，则必须

因非体行为被黄牌警告；

●	 	确保队员因受伤流血时离开比赛场地。因流血离场的队员只有在

流血停止且装备上无血渍的情况下，在得到裁判员信号后，方可重

回场地；

●	 	如果裁判员已经指示医生和/或担架手进入比赛场地，受伤队员应

在担架上或自行离开比赛场地。违反规定的受伤队员应因非体育

行为被警告；

●	 	如果裁判员已经决定要对需要离场接受治疗的受伤队员予以警告

或罚令出场，应在其离场前出示红黄牌；

●	 	如果比赛未因其他原因停止，或队员受伤并不是因违反规则造成

的，以坠球恢复比赛；

●	 	如果他认为队员只是受轻伤，则允许比赛继续进行直到停止；

●	 	当被犯规的球队能从有利中获益，则允许比赛继续。如果预期的

有利没有在那一时刻或随后几秒内出现，则判罚最初的犯规；

●	 	在同一时刻发生一种以上犯规时，判罚更严重的犯规；

●	 	对实施可警告或罚令出场犯规的队员执行纪律处罚。裁判员不必

立即进行处罚，但应在比赛下一次比赛停止时进行；

●	 	向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球队官员进行劝诫、对其警告，或将其

驱逐出比赛场地及周边，包括技术区域。如果违规人员无法被辨

别确认，则该球队技术区域内最高职务的教练员将接受此纪律处

罚。球队医务人员犯有可罚令出场的违规行为时，如果该队没有其

他医务人员，可留在替补席，并在队员需要时给予医疗处置。

●	 	在未看到相关事件时，在其他比赛官员的协助下做出决定；

●	 	确保没有未经批准的人员进入比赛场地；

●	 	在比赛停止后，示意比赛恢复；

●	 	根据“裁判员和其他比赛官员信号”章节的要求给出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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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需要时，根据沙滩足球裁判员和其他比赛官员实践指南相关章

节的要求，在场地上和场地周边选位；

●	 	向相关部门提交比赛报告，包括任何针对队员和/或球队官员的纪

律处罚以及任何在赛前、赛中或赛后发生的其他意外事件。

裁判员:

●	 	当计时员和第三裁判员不在场时，行使这两位其他比赛官员的职

责；

●	 	根据自身的判断，因任何违规行为中断或中止比赛；

●	 	根据自身的判断，因任何外界干扰中断或中止比赛。

第二裁判员:

●	 	当裁判员受伤或身体不适时对其进行替代。

4.比赛官员的责任

裁判员（或其他比赛官员）不对如下情况承担责任：

●	 	队员、官员或观众任何形式的受伤；

●	 	任何形式的财产损失；

●	 	由于或可能由于根据竞赛规则，或按照正常程序要求做出的维

持、继续和管理比赛的决定，对任何个人、俱乐部、公司、协会或其

他机构所造成的任何损失。

这些决定可能包括：

●	 	就比赛场地及其周边环境，或天气状况决定是否进行比赛；

●	 	因无论何种原因决定中止比赛；

●	 	决定在比赛中使用的配件、球和器材是否适用；

●	 	由于观众干扰或观众区域的任何问题，决定是否停止比赛；

●	 	是否停止比赛将受伤队员移至场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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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受伤队员移至场外治疗（上述列明情况除外）；

●	 	是否允许队员穿着某种服装或佩戴某种设备；

●	 	（在拥有权力时）决定是否允许任何人员（包括球队或球场官员、

安保人员、摄像师或者其他媒体代表）出现在比赛场地附近区域；

●	 	根据沙滩足球竞赛规则、或依据国际足联、洲际联合会、国家足球

协会条款或比赛所涉及的竞赛规程履行职责时所做出的决定。

5.国际比赛

国际比赛中应委派第二裁判员。

6.裁判员的装备

必须的装备

裁判员应有如下装备：

●	 	至少一个口哨

●	 	红牌和黄牌

●	 	记录簿（或其他可记录比赛情况的用具）	

●	 	至少一只手表

其他装备

允许裁判员使用：

●	 	与其他比赛官员通信的设备-如耳麦等；	

●	 	表现跟踪电子系统或其他体质监测设备。	

禁止裁判员使用任何其他电子设备，包括摄影摄像设备。

禁止裁判员和其他比赛官员佩戴珠宝首饰（虽然在没有计时员的情况

下，允许裁判员佩带手表或其他计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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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比赛官员

1.助理裁判员

每场比赛应委派两名助理裁判员（一名第三裁判员和一名计时员），他

们应依照沙滩足球竞赛规则行使职责。他们位于比赛场地外，平齐于假想

中线且在相同替换区同侧。计时员应就坐于计时台处，第三裁判员可就坐

或站立行使职责。

计时员和第三裁判员应配备有适合的计时器及设备。这些设备应由管

辖比赛的协会或俱乐部提供。

需提供给他们计时台，以便其正确行使职责。

2.权限和职责

第三裁判员：

●	 协助场上两位裁判员和计时员；

●	 记录参加比赛的队员；

●	 在裁判员的要求下监督球的更换；

●	 在替补队员进入比赛场地前检查其装备；

●	 记录进球队员的号码；

●	 	就比赛参与者的任何犯规、不正当行为或非体育行为通知场上裁

判员，场上裁判员可以决定是否予以考虑；

●	 	记录被警告或罚令出场队员的姓名和号码；

●	 	递交给每支球队官员一张表单，提示替换被罚令出场球员的替补

队员何时可以进场；



●	 	在裁判员的授权下，监督离场整理装备的队员重新进场；

●	 	在裁判员的授权下，监督因任何受伤离场的队员重新进场；

●	 	在裁判员执行警告或罚令出场出现明显错误，或有暴力行为发生

在裁判员视线范围之外时，用信号通知裁判员。在任何情况下，裁

判员根据比赛相关的事实做出决定；

●	 	监督任何位于技术区域或替补席人员的行为，并将任何不当行为

通知裁判员；

●	 	记录比赛中由于外界干扰而产生的中断及其原因；

●	 	协助场上裁判员保证开球程序的正确性；

●	 	协助裁判员保证在中线中点踢任意球的正确性；

●	 	提供任何其他与比赛相关的信息，以协助裁判员；

●	 	在需要时，按照沙滩足球裁判员和其他比赛官员实践指南的相关

部分要求，在比赛场地上选位；

●	 	当裁判员或第二裁判员受伤或不能行使职责时，替代第二裁判

员。

39  LAW 6 – THE OTHER MATCH OFFICIALS 39  第六章 其他比赛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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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员：

通过以下工作，确保比赛时间与规则第七章要求相符：

●	 	正确开球后开启计时器；

●	 	在进球、判罚球点球或任意球后，或裁判员因为其他原因暂停比

赛后而停止计时器；

●	 	当比赛通过开球、任意球、罚球点球或坠球正确恢复后，或裁判员

因为其他原因暂停比赛而重新开始后，重新启动计时器；

●	 	在有公共计分牌的情况下，记录进球和比赛的每一节；

●	 	对球队的2分钟减员进行计时；

●	 	以不同于裁判员的哨音或其他声音信号，示意第一节和第二节比

赛结束、全场结束或当有加时赛时加时赛的结束；

●	 	在需要时，按照沙滩足球裁判员和其他比赛官员实践指引的相关

部分要求，在比赛场地上选位；

●	 	如果没有任命候补助理裁判员，在第三裁判员缺席的情况下，行使

第三裁判员的特定职责；

●	 	提供任何与比赛相关的其他信息。

3.国际比赛

国际比赛中，必须有第三裁判员和计时员。

国际比赛中，计时器应具备所有必要的功能（精确计时、同时记录一

个或多个2分钟减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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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候补助理裁判员

在任命候补助理裁判员的赛事或竞赛中，其角色和职责应符合沙滩足

球竞赛规则条款的规定。

候补助理裁判员：

●	 	根据竞赛规程任命，如果任何裁判员不能继续执法比赛，替代第

三裁判员；

●	 	根据裁判员的要求，在赛前、赛中或赛后的全部时间协助裁判员

承担管理性的职责；

●	 	赛后就任何不正当行为或发生在裁判员视线之外的事件向相关机

构提交报告，并在裁判员填写任何报告时提供建议；

●	 	记录赛前、赛中和赛后发生的所有意外事件；

●	 	携带一个备用手工计时器，以备在任何意外事件发生时的需要；

●	 	选择可以提供任何与比赛相关的信息位置，以便协助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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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比赛时间

1.比赛半场

比赛分为三个12分钟相同时长的三节，只有竞赛规程允许的情况下才

能缩短比赛时间。

2.一节比赛结束

计时员用声音信号示意每12分钟一节（以及加时赛每半场）的结束。

●	 	当声音信号响起一节即为结束，即使裁判员没有鸣哨示意比赛结

束；

●	 	如果一节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任意球或罚球点球，当任意球或罚球

点球罚球完成后，即视为一节结束。在比赛恢复后出现如下任一

情况时，视为罚球完成：

°	 球停止移动或离开比赛场地；

°	 	球被除守方守门员以外的任一队员触及（包括主罚队员）；

°	 	裁判员因主罚队员或主罚队员球队违规而停止比赛。

如果防守队员在罚球结束前违规，则裁判员依据规则让比赛继续，判

罚重新罚球或下一次任意球或罚球点球。

●	 	根据规则第1章和第10章规定，在计时员用声音信号示意一节结束

后出现的进球，只有符合如上情况，方可视为进球有效。

比赛每一节不应因任何其他原因而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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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时器

如果计时器不能正常工作，计时员即刻通知裁判员，计时员必须使用

手动计时仪计时。在这种情况下，协助裁判员通知每队一名官员，告知他们

比赛还有多少时间。

如果比赛暂停后，计时员忘记开启计时器，裁判员应要求计时员补足

之前的时间。

4.中场休息

队员有每节之间休息的权力，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

如果进入加时赛，最后一节和加时赛开始之间没有休息：然而，在最

后一节和加时赛开始间允许有短暂的补水间歇（不超过1分钟）。

竞赛规程应规定每节休息的时间，其只有经过裁判员的允许才可更

改。

5.中止的比赛

除非竞赛规程或主办方另有规定，否则中止的比赛需进行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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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AW 8 – THE START AND RESTART OF PLAY 44 第八章 比赛开始与恢复

第八章 比赛开始与恢复

开球用于一场比赛每一节、加时赛的开始和进球后的恢复比赛。任意

球、罚球点球、踢界外球/掷界外球、掷球门球和角球是其他恢复比赛的方

式。

当裁判员暂停比赛，而规则未明确以上述任何一种方式恢复比赛时，

以坠球恢复比赛。

如果违规发生在比赛停止时，则不改变恢复比赛的方式。

1 开球

程序
●	 	掷硬币猜中的一队决定上半场进攻方向或者由本方开球。

●	 	根据上述选择结果，另一队开球，或者决定上半场进攻方向。

●	 	选择第一节进攻方向的一队，在第二节开球开始比赛。

●	 	第二节，双方球队交换半场和进攻方向。

●	 	第三节，掷硬币猜中的一队决定进攻方向或者由本方开球。

●	 	根据上述选择结果，另一队开球，或者决定第三节进攻方向。

●	 	如果进行加时赛，双方球队交换半场和进攻方向。选择第三节进

攻方向的一队，则开球开始比赛。

●	 	当一队进球后，由另一队开球。

每次开球时：
●	 	除开球队员外，所有场上队员应处在本方半场内。

●	 	开球队的对方队员应距球至少5米直至比赛开始。

●	 	球应放定在场地的中线中点上。

●	 	由场上位于替补席另一侧的裁判员鸣哨示意开球。



●	 	当球被踢且明显移动时，比赛即为开始。

●	 	开球可直接踢入对方球门得分；如果直接踢入本方球门，则由对

方踢角球。

违规与判罚
●	 	如果开球队员在其他场上队员触及球前再次触球，则判罚任意球：

°	 如果比赛停止时球在对方半场，则在犯规的地点罚球；

°	 	如果比赛停止时球在本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罚球。

如果是手球犯规，则在犯规地点判罚任意球。

对于其他任何违反开球程序的情况，应重新开球。

2.坠球

程序
●	 	在比赛停止时，应坠球给在本方罚球区内的守方守门员：

°	 球在罚球区内；

°	 或者最后触球在罚球区内。

●	 	所有的其他情况，裁判员应坠球给在比赛停止时球所在地点或球

最后触及队员、场外因素或比赛官员的地点坠球给最后触球球队

的队员。

●	 	其他所有（双方）队员应距球至少2米，直至比赛恢复。

●	 	当球触及地面，比赛即为恢复。

违规与处罚
●	 	出现如下情况时，需重新坠球：

°	 球在触及地面前被队员触及。

°	 	球在触及地面后，未经队员触及而离开比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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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坠球后，球未经至少两名场上队员触及而进入球门：

°	 	若球进入对方球门，则以掷球门球恢复比赛。

°	 	若球进入得到坠球队员本方的球门，则以角球恢复比赛。

然而，如果因对于得到坠球一方的不可抗力（比如天气条件或不正确

坠球）致使坠球未经至少两名队员触及后进入任何一方球门，则应重新坠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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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第九章 比赛进行及停止47  LAW 9 – THE BALL IN AND OUT OF PLAY

第九章 比赛进行及停止

1.比赛停止

出现下列情况时，比赛即为停止：

●	 	球的整体从空中或地面越过球门线或边线；

●	 	比赛被裁判员停止；

●	 	球击中天花板，如果有的话。

球触及比赛官员后仍在比赛场地内，并且出现下列情况，也属于比赛

停止：

-	 一队开始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或

-	 球直接进入了球门，或

-	 控球球队发生了转换。

在上述三种涉及到球触及比赛官员的情况下，以坠球恢复比赛。

2.比赛进行

其他所有时间，如果球触及比赛官员，或从球门柱、横梁或角旗杆弹

回并且仍在比赛场地内，均为比赛进行。

3.室内比赛场地

天花板的最低高度应由竞赛规程规定。

如果比赛进行中球击中天花板，则由最后触球队的对方踢或掷界外球

恢复比赛。踢/掷界外球的地点位于距球击中天花板位置最近的边线上。



第十章 确定比赛结果

1.进球得分

当球的整体从球门柱之间及横梁下方越过假想球门线，且进球队未犯

规时，即为进球得分。

如果守门员直接将球掷入对方球门，由对方掷球门球。

非进球

如果两名裁判员之一在球未完全越过假想球门线（在球门柱之间，如

规则第一章规定）时示意进球但随即意识到错误，则以坠球恢复比赛。

2.获胜队

比赛中进球数较多的队伍为获胜队。如果双方球队进球数相等或没有

进球，则该场比赛为平局。

当竞赛规程规定一场比赛出现平局，或主客场进球数相同时必须有一

方获胜，仅允许采取如下方式决定获胜队：

●	 	客场进球规则；

●	 	一节且不超过3分钟的加时赛。竞赛规程应规定加时赛的时长；

●	 	罚球点球决胜。

可将上述各方式组合使用。

假如这样，如果比赛是联赛，积分遵从下列原则：

●	 	三节结束获胜，获胜的球队获得3分；

●	 	加时赛结束获胜，获胜的球队获得2分；

●	 	球点球结束获胜，获胜的球队获得1分。

48  LAW 10 – DETERMINING THE OUTCOME OF A MATCH 48  第十章 确定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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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罚球点球决胜

罚球点球决胜在比赛结束之后进行，除另有说明外，有关的沙滩足球

竞赛规则条款适用。在比赛中被罚令出场的队员不能参加；比赛中的劝诫

和警告不带入罚球点球决胜。

罚球点球决胜不是比赛的一部分。

程序
罚球点球决胜开始前
●	 	裁判员通过掷硬币决定罚球点球决胜使用的球门，除非有其他考

虑（如场地条件、安全性、摄像机位置等）或竞赛规程另有规定。

●	 	裁判员掷硬币，猜中的一队决定先踢或后踢；

●	 	所有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都有资格参加罚球点球决胜，比赛或加

时赛结束时受伤或已被罚令出场的球员除外。

●	 	各队负责从有资格的队员中选择罚球队员的顺序，无需告知裁判

员。

●	 	如果在比赛或加时赛结束时，罚球点球决胜开始前，一队队员（包

括替补队员）人数多于对方，则可选择减少队员人数以与对方保

持一致，并应告知裁判员被排除的队员姓名及号码。任何被排除

的队员不得参加罚球点球决胜（以下所述除外）.

●	 	在罚球点球决胜前或过程中，守门员在无法继续参与的情况下可

以被已经排除的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替换，但被替换的守门员不

再具备罚球资格；

●	 	如果守门员已经完成罚球，则替换他的队员不具备罚球资格，直到

下一轮罚球。

罚球点球决胜进行中
●	 	只有符合资格的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裁判员和其他比赛官员可

以留在比赛场地内。

●	 	除主罚队员和两名守门员外，所有符合资格的场上队员和替补队

员应留在对面半场；



●	 	主罚队员一方的守门员应位于比赛场地内、第二裁判员的对侧边

线上，假想罚球点的平行线上。

●	 	符合资格的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可与守门员互换位置。

●	 	当球停止移动或离开比赛场地，或因发生任何违规的情况而裁判

员停止比赛时，视为罚球完成；主罚队员不得再次触球。

●	 	裁判员记录罚球点球决胜情况。

●	 	如果因守门员违规而造成重踢罚球点球，则其第一次违规应被劝

诫，在比赛中后续违规应被警告；

●	 	裁判员示意执行罚球点球后，主罚队员违规，则警告主罚队员，此

球记为罚失。

●	 	守门员与主罚队员同时违规，则警告主罚队员，并记为罚失。

●	 	如果在罚球点球决胜过程中，一队队员人数减少，则人数多的一队

可以选择减少人数以与对方保持一致，并应告知裁判员被排除的

队员姓名及号码。任何被排除的队员不得参加罚球点球决胜（以

上所述除外）。

双方球队各罚5次罚球点球，并遵循如下规定：
●	 	双方球队轮流罚球。

●	 	每次罚球由不同的队员执行，直至符合资格的场上队员和替补队

员均罚过一次后，才可罚第二次。

●	 	上述条款在接下来的罚球中继续适用，但球队可以更换罚球队员

的顺序。

●	 	在双方球队各完成5次罚球前，如果一队进球数已经超过另一队

罚满5次可能的进球数，则不再继续罚球。

●	 	在双方球队踢完5次罚球点球后，如果比分相同，则继续罚球，直

到出现罚完相同次数时，一队比另一队多进一球为止。

●	 	不得因一名队员离场而拖延罚球点球决胜。如果队员未及时返回

罚球，则视为丧失本次踢球资格（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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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球点球决胜期间的替换队员和罚令出场
●	 	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可以被警告或罚令出场；

●	 	守门员被罚令出场，应由符合资格的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替换；

●	 	非守门员的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如无法继续罚球，则不能被替

换；

●	 	如果一队人数少于3人，裁判员不应中止比赛。

4 .客场进球规则

竞赛规程若规定双方球队进行主客场比赛，如果第二场比赛结束后两

队总进球数相同，则任何在客场的进球将双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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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LAW 11 – OFFSIDE 52 第十一章 越位

第十一章 越位

沙滩足球没有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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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犯规与不正当行为

只有在比赛进行中犯规或违规，才可判罚任意球和罚球点球。

1.任意球

如果裁判员认为，一名场上队员草率的、鲁莽的或使用过分力量对对

方队员实施如下犯规，则判罚任意球：

●	 	冲撞；
●	 	跳向；
●	 	踢或企图踢；
●	 	推搡；
●	 	打或企图打（包括用头顶撞）；
●	 	用脚或其他部位抢截或争抢；
●	 	绊或企图绊。

如果是有身体接触的犯规，则判罚任意球或罚球点球。

●	 	草率是指队员在争抢时没有预防措施，缺乏注意力或考虑。这种

情况不必给予纪律处罚。
●	 	鲁莽是指队员的行为没有顾及到可能对对方造成的危险或后果。

这种情况下应对队员予以警告。
●	 	使用过分力量是指队员使用了超出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危及了对

方的安全。这种情况应将队员罚令出场。

如果场上队员实施如下犯规时，也判罚任意球：

●	 	手球犯规。
●	 	使用手臂等部位拉扯、阻止对方队员行动。
●	 	用不正当的方式阻挡对方队员完成剪刀球或倒钩球。
●	 	在身体接触的情况下阻碍对方队员移动。
●	 	对球队名单上的人员或比赛官员实施咬、吐口水或故意向某人扔

沙子。
●	 	把球当作物品向对方队员或比赛官员扔掷/踢，或用手中的物品触

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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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球

在判定手球犯规时，臂部的上端边界定义为与腋窝的底部齐平。

不是每次手臂触球都是犯规。

队员的下列行为视为犯规：

●	 	故意用手/臂部触球，包含手/臂部向球移动的动作。

●	 	手/臂部触球，此时其所在位置使身体不自然的扩大。当手/臂部的

位置不是那一特定时刻身体移动的结果或合理行为，则认为是令

身体不自然扩大。在把手/臂部置于此种位置，队员应承担手/臂部

被球击中而被判罚犯规的风险。

●	 	使球进入对方球门：

°	 手/臂部触球得分，即使是意外的，包括守门员。

°	 手/臂部触球后立即形成得分，即使是意外的。

在本方罚球区外，守门员和所有其他场上队员在手球上具有同等限

制。如果守门员在本方罚球区内以违规方式手球，将判罚任意球在中线中

点，无需纪律处罚。然而，如果在恢复比赛后，在其他队员触球前再次触球

（无论是否用手/臂部），则守门员因犯规破坏一次进攻机会或阻止对方队

员或对方球队进球或明显得分机会而必须被处罚。

不犯规 不犯规

犯规 犯规



踢剪刀球/踢倒钩球

踢剪刀球和踢倒钩球是沙滩足球内在的一部分而必须被保护，包括完

成动作的队员。裁判员必须确保这样踢能顺利完成，对任何阻止的队员要

处罚。

对阻止踢剪刀球和踢倒钩球的对方队员要处罚，但裁判员必须考虑以

下标准：

●	 	如果球已经在执行或企图执行剪刀球和倒钩球队员的可控中，一

名对方队员干扰该队员或干扰球，则被判罚任意球或罚球点球。

●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如果执行或企图执行剪刀球和倒钩球队员因

为被干扰而打到了对方队员，则裁判员仍要因为阻止或试图阻止

倒钩球的完成而判罚该队员犯规。

●	 	如果球不在执行或企图执行剪刀球和倒钩球队员的可控中，一名

对方队员触球，则该队员没有犯规。

●	 	如果球不在执行或企图执行剪刀球和倒钩球队员的可控中，而该

队员在此过程中打到对方队员，则执行或企图执行倒钩球队员被

判罚犯规。

●	 	当一名队员的目的是踢剪刀球或倒钩球，在球停留在空中并接近

该队员时，除了手和胳膊外其他身体任何一部分都已经控制了球，

无论是在前面还是两边，则这个时候，该队员被认为已经控制了

球。

如果一名防守队员跳起来没有转动身体或向对手移动，即使身体接触

了对方而阻挡该队员踢剪刀球或倒钩球，则并不认为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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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犯规地点或中线中点罚的任意球

a) 中线中点的任意球

如果一名场上队员在本方半场实施如下犯规时，则判任意球在中线中

点罚：

●	 	以危险方式进行比赛（定义如下）；

●	 	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阻碍对方行进；

●	 	试图用假装受伤或假装被犯规欺骗裁判员（佯装）；

●	 	表示异议，使用攻击性、侮辱性或辱骂性的语言和/或动作，或其

他言语违规行为；

●	 	实施沙滩足球竞赛规则中没有提及的，令裁判员停止比赛执行对

队员警告或罚令出场的任何其他犯规。

这些也在中线中点罚任意球：

_	 	比赛进行中，如果球队在本方罚球区内保持完全控球超过4秒；

_	 	如果守门员实施如下犯规：

●	 	在本方半场内，以手、臂部或脚控制球超过4秒；

●	 	在本方罚球区内用手或臂部接到同队队员回传球后，又再次在本

方罚球区内用手或臂部故意接到了同队队员的回传球，在这两个

过程中球并未被对方队员触及；

●	 	将球发出后，未经其他队员踢或触及前，在本方罚球区内，以手或

臂部故意触及球；

●	 	比赛进行中，手中释放的球在未接触地面前而直接踢空中球；

●	 	在罚球区外拿球后，在球触及其他队员前又返回本方罚球区，用身

体任何部位踢或触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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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下列情况时，视为守门员用手控制球：

●	 	球在双手之间，或手与任何表面（如地面、自己的身体）之间，以及

用手或臂部的任何部分触球；
●	 	用伸展开的手持球；
●	 	向地面拍球或向空中抛球。

b) 在犯规地点的任意球

如果一名队员在对方半场违犯如下犯规，将在犯规地点被判罚任意球：

●	 	以危险方式进行比赛（定义如下）；
●	 	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阻碍对方行进；
●	 	试图用假装受伤或假装被犯规欺骗裁判员（佯装）；
●	 	表示异议，使用攻击性、侮辱性或辱骂性的语言和/或动作，或其

他言语违规行为；
●	 	在守门员发球或掷球过程中，阻止守门员从手中发球或掷球、踢

或准备踢球；
●	 	实施沙滩足球竞赛规则中没有提及的，令裁判员停止比赛执行对

队员警告或罚令出场的任何其他犯规。

以危险方式进行比赛
以危险方式进行比赛是指在尝试争球的过程中做出的任何动作，存在

对某人（包括队员自己）造成伤害的危险，包括使附近的对方队员因为害

怕受伤而不敢争抢球。

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阻碍对方行进
阻碍对方行进是指当球不在双方的合理争抢范围时，移动至对方的

行进路线上以阻碍、阻挡、减缓或迫使对方改变行进方向。

所有队员有权在比赛场地内选择自己的位置。已处在对方行进路线上

和移动至对方行进路线上是不同的概念。

如果球在一名队员的合理争抢范围内，且其没有用臂部或身体阻拦对

方队员争球，则该名队员可以在对方队员和球之间选好位置护球。如果球

在双方的合理争抢范围内，队员可用合理冲撞的方式与对方争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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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挡对方队员

阻挡对方队员被认为是沙滩足球中的一种合法战术，只要实施阻挡的

队员在身体接触的瞬间保持静止，且没有通过移动或向对方路线上伸展身

体的方式故意造成接触，且对方有机会躲避阻挡。可以向对方有球或无球

队员实施阻挡。

3.纪律处罚

裁判员从进入比赛场地进行赛前检查，至比赛结束（包括罚球点球决

胜）离开比赛场地，均有权执行纪律处罚。

如果上场队员或球队官员在开赛进入比赛场地前，犯有可被罚令出场

的违规行为，裁判员有权阻止该队员或球队官员参加比赛。裁判员将就任

何其他不正当行为提交报告。

一名队员或球队官员，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对任何人或违反沙滩

足球竞赛规则，实施可警告或罚令出场的犯规，均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黄牌代表警告，红牌代表罚令出场。

只可对场上队员、替补队员或球队官员出示红黄牌。

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

延迟恢复比赛而出示红黄牌

一旦裁判员决定对队员予以警告或罚令出场，在处罚程序执行完成

前，不得恢复比赛。

有利

如果裁判员在出现可警告/罚令出场的犯规时，没有停止比赛而掌握

有利，则应在比赛下一次停止时执行该警告/罚令出场。然而，如果犯规是

破坏对方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则该队员因非体育行为被警告；如果犯规

是干扰或破坏一次有希望的进攻，则不需警告该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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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严重犯规、暴力行为、或第二次可警告的犯规时不应掌握有

利，除非有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裁判员应在随后比赛停止时将该队员罚

令出场，但如果该队员触球或与对方队员争抢或干扰对方队员，裁判员则

停止比赛，将该队员罚令出场，并以任意球恢复比赛，罚球地点是：

●	 	如果犯规是在对方半场，则在犯规时候所在地点；
●	 	如果犯规是在本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除非该队员出现了更严重的违规，这种情况下将在犯规地点罚任意球

（如果犯规是在罚球区内则判罚球点球）。

如果掌握有利且在进球后出示第二张黄牌或红牌，被处罚的球队以相

同的人数继续进行比赛，由替补队员替换被罚令出场的队员。如果没有进

球，该队以少一人继续比赛。

如果防守队员在罚球区外就开始使用手臂等部位拉扯、阻止对方队

员行动，并持续至罚球区内，裁判员应判罚罚球点球。

可警告的犯规
场上队员犯有如下行为时，应被警告：

●	 	延误比赛恢复；
●	 	以语言或行动表示异议；
●	 	未经两名裁判员之一的许可进入或离开比赛场地或违反替换程

序；
●	 	当比赛恢复时未退出规定距离：

°	 坠球、角球、中场开球或界外球，

°	 任意球（只针对防守队员）；
●	 	持续违反规则（对“持续”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次数和犯规类

型）。
●	 	非体育行为。

替补队员犯有如下行为时，应被警告：

●	 	延误比赛恢复；
●	 	以语言或行动表示异议；



60  LAW 12 – FOULS AND MISCONDUCT 60 第十二章 犯规与不正当行为

●	 	违反替换程序进入比赛场地；

●	 	非体育行为。

如果出现两个独立的、可警告的犯规行为（即使发生在相距很近的时

间或距离内），应进行两次警告，例如一名队员未经替换区进入比赛场地，

随后实施了一次鲁莽的抢截或通过犯规/手球阻止了对方有希望的进攻等。

对非体育行为的警告

在一些情况下应以非体育行为警告相关队员，包括一名队员：

●	 	试图用假装受伤或假装被犯规欺骗裁判员（佯装）；

●	 	以鲁莽的方式实施可判为任意球的犯规；

●	 	通过手球的方式干扰或阻止有希望的进攻；

●	 	通过其它犯规的方式干扰或阻止有希望的进攻，除非裁判员判罚

了罚球点球而且犯规的意图是触球；

●	 	在意图触球时出现犯规，破坏对方明显进球得分机会，并被判罚

罚球点球；

●	 	用手球的方式试图得分（无论进球与否）或阻止进球未遂；

●	 	在比赛场地上制造未经许可的标记；

●	 	在被要求离场的过程中触球；

●	 	表现出对比赛缺乏尊重；

●	 	在比赛进行中用语言干扰对方队员；

庆祝进球

队员可以在进球得分后进行庆祝，但庆祝活动不得过度；不鼓励事先

编排的庆祝动作，这种庆祝不得过度浪费时间。

离开场地庆祝进球无需予以警告，但场上队员应尽快返场。

队员应被警告的行为，即使进球被取消：

●	 	以可能引发安全和/或安保问题的方式接近观众；

●	 	做出挑衅、嘲讽或煽动性质的动作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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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面具或类似器物遮住头部或面部；

●	 	脱去上衣或用上衣遮住头部。

罚令出场的犯规

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犯有如下行为时，应被罚令出场：

●	 	通过手球犯规破坏对方球队进球或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守门员

在本方罚球区内除外）。

●	 	通过向犯规方球门移动的对方队员实施可判为任意球的犯规，破

坏进球或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下述相关情况除外）。

●	 	罚任意球时，在球接触球门柱、横梁、守门员或地面前，犯规队员/

替补队员在球和本方球门前的区域内通过触球破坏对方球队进球

或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

●	 	严重犯规。

●	 	咬人、向任何人吐口水或故意扔沙子。

●	 	暴力行为。

●	 	使用攻击性、侮辱性或辱骂性的语言和/或行为。

●	 	在同一场比赛中得到第二次警告。

被罚令出场的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应离开比赛场地周边区域及技术

区域。

破坏进球或明显进球得分机会

无论发生在何处，当队员用手球犯规破坏对方进球或明显进球得分机

会时应被罚令出场。

当队员在本方罚球区内对对方犯规，破坏了对方明显的进球得分机

会，裁判员判罚罚球点球，如果犯规的意图是争抢球，则警告犯规队员。除

此以外的所有情形（如拉拽、推搡、没有触球的可能性等情况），应将犯规

队员罚令出场。

场上队员、被罚令出场的队员、替补队员或球队官员未经裁判员许可

或违反替换程序进入比赛场地，干扰了比赛并实施破坏对方进球或明显进

球得分机会的行为，应视为可被罚令出场的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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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定是否为破坏进球或明显进球得分机会的情景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	 犯规发生地点与球门间的距离；

●	 比赛发展的大致方向；

●	 控制球或得到控球权的可能性；

●	 守方队员位置和人数；

严重犯规

危及到对方队员安全或使用过分力量、野蛮方式的抢截，应视为严重

犯规加以处罚。

任何队员用单腿或双腿从对方身前、侧向或后方，使用过分力量或危

及对方安全的蹬踹动作，应视为严重犯规。

暴力行为

暴力行为是指队员的目的不是争抢球，而是对对方队员或任何其他人，

使用或企图使用过分力量或野蛮动作，无论是否与他人发生身体接触。

暴力行为可能发生在场内或场外，无论比赛进行中或停止时。

涉及暴力行为时裁判员不应掌握有利条款，除非有明显的进球得分机

会。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应在下一次比赛停止时将有暴力行为的队员罚

令出场。

提醒裁判员，暴力行为常常会导致队员间的集体冲突；因此，裁判员

应严格干预以尽力避免其发生。

有暴力行为的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应被罚令出场。

球队官员

如果球队官员违反规则且违规人员无法被辨别确认，则该球队技术区

域内最高职务的教练员将接受此纪律处罚。



63  LAW 12 – FOULS AND MISCONDUCT 63  第十二章 犯规与不正当行为

劝诫
下列违规行为通常应进行劝诫，如果反复或过于明显地违规，则应警

告或罚令出场：
●	 以有礼貌/非对抗的态度进入比赛场地。
●	 不配合比赛官员。例如无视助理裁判员的指令/要求。
●	 轻微/较低程度地（以语言或行动）对判罚表示异议。
●	 偶尔离开技术区域，且无其他违规行为。

警告
球队官员应警告的违规行为包括（但不仅限于）：

●	 清晰/持续地违反技术区域的限制。
●	 延误本方球队恢复比赛。
●	 故意进入对方技术区域（非对抗性地）。
●	 以语言或行动表示异议，包括：
●	 扔/踢饮料瓶或其他物品。
●	 做出明显对比赛官员缺乏尊重的动作。例如讽刺性地鼓掌等。
●	 过分/持续地做出出示红牌或黄牌的动作。
●	 做出挑衅或煽动性的动作或行为。
●	 持续做出不可接受的行为（包括重复发生应被劝诫的违规）。
●	 表现出对比赛缺乏尊重。

罚令出场
应罚令出场的违规行为包括（但不仅限于）：

●	 延误对方球队恢复比赛。例如持球、将球踢走、妨碍队员的移动等。
●	 故意离开技术区域并且：

°	 	对比赛官员表达异议或抗议。

°	 	表现出挑衅或嘲讽的态度。
●	 以侵略性或对抗性的态度故意进入对方技术区域。
●	 故意向场内扔/踢物品。
●	 进入比赛场地并且：

°	 	与比赛官员进行对抗（包括每节休息及比赛之间和全场比赛结

束时）。

°	 干扰比赛、对方队员或比赛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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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他任何人的身体或攻击行为（包括吐口水、咬人或扔沙子）。
●	 在一场比赛中受到第二次警告。
●	 使用攻击性、侮辱性或辱骂性的语言和/或行为。
●	 	使用未经授权的电子或通信设备和/或在使用电子或通信设备时

做出不当行为。
●	 暴力行为。

投掷/踢物品（包括球）的犯规
所有情况下，裁判员使用相应的纪律处罚：

●	 	鲁莽的——以非体育行为警告犯规队员
●	 	使用过分力量的——以暴力行为将犯规队员罚令出场

4.犯规与不正当行为出现后的比赛恢复方式

如果比赛已经停止，则以之前的决定恢复比赛。

如果比赛进行中，场上队员在比赛场地内实施有身体接触的犯规，以

下列方式恢复比赛：

●	 	对对方场上队员——以在中线中点的任意球、在犯规地点的任意

球或罚球点球恢复比赛。
●	 	对同队队员、替补队员、被罚令出场的队员、球队官员或比赛官

员——以在犯规地点的任意球或罚球点球恢复比赛。

所有言语违规行为，均判罚任意球，执行地点：

●	 	如果发生在对方半场，则在违规队员犯规的地点；
●	 	如果违规队员在本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如果裁判员因处于场内或场外的场上队员对场外因素实施犯规而停

止比赛，则坠球恢复比赛，除非在其未经裁判员允许离开场地时，判罚任

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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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赛进行中：

●	 	场上队员对比赛场地外的比赛官员或对方场上队员、替补队员、被

罚令出场的队员或球队官员实施犯规；或

●	 	替补队员、被罚令出场的队员或球队官员对比赛场地外的对方场

上队员或比赛官员实施犯规或造成了干扰：

在距犯规/干扰地点最近的边界线上以任意球恢复比赛；如果犯规在

最近的边界线位于犯规方罚球区内的球门线上，则判罚罚球点球。

如果一名场上队员在比赛场地外对同队的场上队员、替补队员或球队

官员犯规，则恢复比赛在：

●	 	如果这在对方半场，则在距离犯规发生地点最近的场地边界线上

罚任意球；

●	 	如果犯规发生最近地点在犯规队员本方半场的边界线上，则任意

球在中线中点。

如果队员使用手中的物品（球鞋、护腿板等）触球，则以任意球（或罚

球点球）恢复比赛。

如果处于比赛场地内或比赛场地外的场上队员，向对方场上队员扔掷

或踢（除球之外的）物品，或向对方替补队员、被罚令出场的队员、球队官

员或比赛官员或比赛用球扔掷或踢物品（包括球），则在相关人员或比赛

用球被物品击中或可能被击中的地点以任意球恢复比赛，或者该地点在犯

规方的罚球区内，则判罚罚球点球。如果该地点在比赛场地外，则在距该

地点最近的边界线上以任意球恢复比赛；如果最近的边界线位于犯规方罚

球区内的球门线上，则判罚罚球点球。

如果替补队员、被罚令出场的队员、暂时离场的场上队员或球队官员向

比赛场地内扔掷或踢出物品且干扰了比赛、对方队员或比赛官员，则在该物

品干扰比赛地点，或对方队员、比赛官员或球被击中或可能被击中的地点，

以任意球恢复比赛（如该地点在犯规方罚球区内，则判罚罚球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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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任意球

1.任意球的种类

当场上队员、替补队员、被罚令出场的队员或者球队官员犯规时，判由

对方球队罚任意球。

沙滩足球有两种类型的任意球。

a	在对方半场罚的任意球

b	在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罚的任意球

罚任意球时，两名裁判员之一应以清晰的方式进行4秒计时。

2.程序

●	 队员不允许排人墙；

●	 执行罚球的队员必须被明确；

●	 	如果有犯规发生，被犯规的队员必须罚球，除非该队员受伤严重，

这种情况下由替换该被犯规队员的替补队员来执行罚球。

●	 	如果该违规不是犯规，比如手球，任意球可以被该队任何队员或

者替补队员来执行罚球。

●	 	罚球队员可以用脚或者球做一小堆沙子来提升球的位置。

●	 	两名裁判员之一示意可以罚球后，任意球必须在4秒中罚出。

●	 	在每节结束时，必须允许有额外时间来执行罚任意球（包括加时

赛），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允许守方守门员被场外队员或有资格

的替补队员替换，尽管是后一种情况，依然要遵循替换程序。

●	 	如果任意球直接进入罚球队员本方球门，则判给对方角球；

●	 	如果任意球直接进入对方球门，则判为进球；

●	 	如果球击中球门柱或横梁未进入球门后发生破裂，裁判员不能允

许重新罚任意球，则停止比赛并坠球恢复比赛；



●	 	如果裁判员在给出罚球手势前，该队员就将任意球发出，则要求

重新罚球并警告该队员；

●	 	如果因罚任意球而延长比赛时间，球在越过球门柱和横梁之间的

球门线之前，球击中其中一个球门柱、横梁或守门员，则判罚进球

有效。

●	 	对于未经裁判员允许场上队员进入、重新进入或离开比赛场地而

被判罚的任意球，应在比赛停止时球所在地点或中线中点罚球。

然而，对规则12.1章中提到的违规，如果一名场上队员在比赛场地

外犯规，则应在距犯规发生地点最近的边界线上以任意球恢复比

赛；如果是可判为任意球的犯规且距离犯规地点最近的边界线位

于犯规方罚球区内的球门线，则判罚罚球点球。

球：

●	 	应放定，且罚球队员不得在其他队员触球前再次触球。

●	 	当球被踢且明显移动时，即为比赛恢复。

任意球可以用单脚或双脚同时挑起的方式踢出。

作为沙滩足球的一部分，允许用假动作迷惑对方罚任意球。

如果一名队员在以正确方式罚任意球的过程中，故意将球踢向对方以

再次触球，但并未使用草率的、鲁莽的方式或过分的力量，裁判员允许比

赛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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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意球的位置

a) 在对方半场的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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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犯规在对方半场要罚的任意球，每一名队员必须：

●	 	在场地内；

●	 	距球至少5米直到比赛开始（罚球队员除外）；

●	 	在球的假想平行线后面而与球门线并行（守方守门员除外），但不

能阻碍罚球队员，除了罚球队员其他任何队员不能穿越假想线直

到比赛开始。



69  LAW 13 – FREE KICKS 69  第十三章 任意球

b) 在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的任意球

	

如果没有被犯规在对方半场要罚的任意球，或在中线中点，每一名队

员必须：

●	 	在场地内；

●	 	在球和防守球队球门两侧的角旗杆之间的假想区域不准站人，除

了防守队守门员；

另外，守方队员必须距球至少5米直到比赛开始。

从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的任意球程序
●	 	如果球被直接踢进对方球门--在球和角旗杆之间的区域--当球

在空中而没有触及球门柱和横梁时只有防守队的守门员可以触

球。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如果球出了这个区域（即使重新进入）或

触及地面，守方守门员，球门柱或横梁，此限制不再适用，任何队

员都可以触及球。

●	 	如果是在本方罚球区内的任意球：

°	 当球被踢并移动比赛即为开始；

°	 所有对方队员必须留在罚球区外直到比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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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规与处罚

如果是在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的任意球，两个裁判员之一给出罚球信

号并比赛开始后，当球触及球门柱，横梁，守方守门员或地面，或之前已经

离开此区域前，在球和两个角旗杆之间的区域任何队员（守方守门员除外）

触球：

		

●	 	如果裁判员没有掌握有利而防守方队员犯规：

°	 在触球的地方被判罚任意球，如果犯规发生在罚球区外；

°	 如果队员触球地点在本方罚球区内，则判罚球点球。
●	 	如果裁判员没有掌握有利而罚球方队员犯规，如果触球地点在对

方半场，则在触球地点判罚任意球，如果触球地点在本方半场则

在中线中点罚球。

裁判员不需要实施任何处罚，除非防守方队员在球和本方球门柱之间

的区域触球后阻挡了对方一个进球或明显得分机会，这种情况，该队员被

罚令出场。

如果任意球处在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其中一个裁判员给出罚球指令

后球进入比赛前，对方队员未遵守最小距离或进入球和角旗杆之间的区

域：

		

●	 	重新罚球并警告防守队员，除非裁判员掌握有利或另有犯规而判

罚任意球和球点球。这种情况下，裁判员将判罚接下来的犯规，裁

判员不需要实施其他惩罚，除非其他犯规需要。

如果任意球处在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其中一个裁判员给出罚球指令

后球进入比赛前，罚球方队员进入球和角旗杆之间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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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裁判员不能掌握有利，则判给对方任意球，如果提前进入的

地点在对方半场则在进入地点罚球，如果提前进入地点在本方半

场则在中线中点罚球。裁判员不需要实施其他惩罚，除非其他犯规

需要。

如果任意球处在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其中一个裁判员给出罚球指令

后球进入比赛前，一名或多名对方队员未遵守最小距离或进入球和角旗杆

之间的区域，同时，一名或多名罚球方队员进入球和角旗杆之间的区域：

●	 	重新罚任意球同时裁判员口头警告违规队员而不需要实施其他惩

罚。

如果任意球处在对方半场，其中一个裁判员给出罚球指令后球进入比

赛前，对方队员未遵守最小距离或进入球的假想平行线和球门线之间的区

域：

●	 	重新罚球并警告防守队员，除非裁判员掌握有利或另有犯规而判

罚任意球和球点球。这种情况下，裁判员将判罚接下来的犯规，裁

判员不需要实施其他惩罚，除非其他犯规需要。

如果任意球处在对方半场，其中一个裁判员给出罚球指令后球进入比

赛前，罚球方队员未遵守最小距离或进入球的假想平行线和球门线之间的

区域：

●	 	违规队员提前进入的区域或地点判给对方任意球，如果提前进入

的地点在对方半场则在进入地点罚球，如果提前进入地点在本方

半场则在中线中点罚球。裁判员不需要实施其他惩罚，除非其他犯

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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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意球处在对方半场，其中一个裁判员给出罚球指令后球进入比

赛前，一名或多名双方队员未遵守最小距离或进入球的假想平行线和球门

线之间的区域：

●	 	重新罚任意球同时裁判员口头警告违规队员而不需要实施其他惩

罚。

如果罚任意球超过4秒：

●	 	裁判员判罚任意球给对方，如果最初的任意球在防守方半场，则

在最初的罚球点重新开始；如果最初的任意球在中线中点或本方

半场，则在中线中点罚球。

如果任意球被先前确定罚球队员的队友罚出：

●	 	裁判员停止比赛，因非体行为警告该队员并判罚任意球给防守方

重新恢复比赛。如果最初的任意球在防守方的半场，则将在最初

地点来罚球；如果最初的任意球在本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

当防守方在本方罚球区内踢任意球时，对方队员因没有时间离开而在

罚球区内时，裁判允许比赛继续。

当罚任意球时，对方队员在罚球区内，或者在比赛开始前进入罚球区，

在比赛开始前触或阻挡发球，则重罚任意球。

如果，球进入比赛后，罚球队员在其他队员未触球前再次触球，则判

罚任意球给对方，如果犯规地点在最初任意球时的防守方半场，则在罚球

队员触球地点罚球；如果罚球队员手球犯规，则在犯规地点罚任意球或球

点球，除非罚球队员是守门员而触球地点在守门员的本方罚球区内，则该

任意球由中线中点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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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罚任意球时，对方队员阻挡发球者向球移动则必须被警告，即使该

队员距球至少5米。

5.概要列表

裁判员吹哨后球进入比赛前的犯规

任意球的结果

违规 取得进球	 未取得进球	 罚球地点

进攻队员犯规 守方踢任意球 守方踢任意球 中线中点或犯规的地点

防守队员犯规 进球有效

重踢任意球 重踢任意球

重踢任意球
并警告防守队员

-

-双方队员
同时犯规

裁判员吹哨后球进入比赛后的犯规（球在触及地面，球门柱，横梁或

守门员前，在球和角旗杆之间的区域触或踢该球）

任意球的结果

进攻队员犯规 守方踢任意球 守方踢任意球
守方踢任意球

（中线中点或犯规的地点）

防守队员犯规 进球有效

重踢任意球 重踢任意球

进攻方踢任意球
或球点球

在犯规的地点

-双方队员
同时犯规

违规 取得进球	 未取得进球	 罚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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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罚球点球

队员在本方罚球区内，或如规则第十二章规定的作为比赛一部分离开

比赛场地后，实施可判为12.1章提到的任意球犯规，则判罚罚球点球。

罚球点球可直接踢入球门得分。

1.程序

球应放定在假想罚球点上。

罚球点球的队员：

●	 	必须被清晰明确；

●	 	如果这个违规是犯规，则必须是被犯规的队员，除非是严重受伤，

这种情况下则必须是被替换的替补队员罚球。如果这个违规不是

犯规，比如手球，则这个球点球可以任何队员或替补队员来罚。

守方守门员应处在球门柱之间的球门线上，面向主罚队员，且不可触

碰球门柱、横梁或球网，直至球被踢出。

如果罚球队员已经把球放好后守方守门员提出更换，裁判员必须因延

误比赛重新开始而给予警告，但允许完成替换。

主罚队员和守门员以外的其他场上队员应：

●	 	在比赛场地内；

●	 	距离假想罚球点至少5米；

●	 	在罚球区外。

罚球队员可以用脚或球做一个小的沙丘，以提高球的位置。

场上队员的位置符合本章规定后，两名裁判员之一示意执行罚球点球。



主罚队员应向前踢球；允许使用脚后跟踢球，只要球向前移动。

在球被踢出时，守方守门员应至少有一只脚的一部分接触假想球门

线，或与假想球门线平齐。

当球被向前踢出且明显移动，即为比赛恢复。

主罚队员在其他队员触及球前不得再次触球。

如果判罚罚球点球时一节比赛即将结束，罚球点球踢球完成后一节比

赛即为结束。比赛恢复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罚球视为完成：

●	 	球停止移动或离开比赛场地；

●	 	球被除守方守门员以外的任一队员触及（包括主罚队员）；

●	 	裁判员因罚球队员或罚球队员的同队队员违规而停止比赛。

2.违规与处罚

一旦裁判员鸣哨示意执行罚球点球，球应踢出。如未踢出，两名裁判

员之一可以在再次鸣哨示意罚球之前执行纪律处罚。

如果在比赛恢复前，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	 	主罚队员或其同队队员违规：

°	 	如果球进门，则重踢罚球点球；

°	 如果球未进门，则裁判员停止比赛，由对方踢任意球恢复比赛；

除非出现以下情况，无论进球与否，比赛停止并由对方踢任意球恢复

比赛：

°	 	向后踢罚球点球；

°	 	事先明确的主罚队员的同队队员踢罚球点球，裁判员警告罚球

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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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罚队员完成助跑后使用假动作踢球（在助跑过程中使用假动

作是允许的），裁判员警告主罚队员。

●	 	守方守门员违规：

°	 	如果球进门，则进球有效；

°	 	如果球偏离球门或从横梁或球门柱弹回，只有在守门员违规明

显影响主罚队员时，才重踢罚球点球；

°	 	如果守门员阻止了球进门，则重踢罚球点球。

如果由于守门员违规导致重踢罚球点球，则其第一次违规应被劝诫，

在比赛中后续违规应被警告；

●	 	守方守门员的同队队员违规：

°	 	如果球进门，则进球有效；

°	 	如果球未进门，则重踢罚球点球；

●	 	双方队员违规，则重踢罚球点球，除非一名队员的违规程度更重

（如非法假动作）；

●	 	如果守方守门员与主罚队员同时违规，则警告主罚队员，由守方踢

任意球恢复比赛。

在踢罚球点球时，阻碍罚球队员向球移动的对方队员应被警告，即使

违规队员遵守了至少距球5米的规定。

罚球点球踢出后，如果：

●	 	主罚队员在其他队员触及球前再次触球：

°	 	判对方罚任意球，在犯规的地点，如果是在本方半场防守球点

球时；或者在中线中点如果犯规是在罚球方半场（除非手球犯

规，则在犯规地点判罚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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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在向前移动过程中被场外因素触及：

°	 应重踢罚球点球。但如果球将要进门时，此干扰因素没有阻止

守方守门员或防守队员处理球，如果随后球进门，则视为进球有效（即使场

外因素与球发生接触），除非干扰是来自攻方球队。

●	 	球从守门员、横梁或球门柱弹回比赛场地内，随后被场外因素触

及：

°	 裁判员停止比赛；

°	 在球被场外因素触及的地点以坠球恢复比赛。

3.概要列表

罚球点球的结果

进攻队员
提前进入

防守队员
提前进入

双方队员
提前进入

重踢罚球点球 守方踢任意球 在犯规的地点

向后踢球

经确认主罚队员
以外的队员罚球

不合法的假动作

守门员和主罚队员
同时违反规则

守方踢任意球
并警告主罚队员

守方踢任意球
并警告主罚队员

假想点球点

守门员违反规则

进球有效

进球有效

重踢罚球点球

守方踢任意球 守方踢任意球 假想点球点

假想点球点

假想点球点

守方踢任意球
并警告罚球队员

守方踢任意球
并警告罚球队员

守方踢任意球
并警告主罚队员

守方踢任意球
并警告主罚队员

未扑出：不重踢罚
球点球（除非明显
影响主罚队员）
扑出：重踢罚球点
球，劝诫守门员；
后续犯规应警告

重踢罚球点球

重踢罚球点球

-

-

-

违规 进球	 未进球	 罚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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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踢界外球/掷界外球

当球的整体从地面或空中越过边线，或当比赛在室内进行中球击中天

花板，由最后触球队员的对方。

界外球不能直接得分：

●	 	如果球直接进入对方球门，判掷球门球。

●	 	如果球直接进入本方球门，判踢角球。

1.程序

两种方式的程序是：

●	 	踢界外球

●	 	掷界外球

所有对方队员应距踢界外球的边线上的地点至少5米。

当发球方准备好恢复比赛或裁判员示意其已准备好恢复比赛时，应在

4秒内将球踢出恢复比赛。

如果因为战术原因而延误比赛重新开始，则不考虑队员是否做好了发

球的准备，裁判员应吹哨开始数4秒计时。

如果界外球发出而球未进入比赛场地，则裁判员应判由对方发界外

球。

如果队员在发界外球时，以正确的方式故意将界外球踢/掷向对方队

员以再次触球，但并未使用草率的、鲁莽的方式或过分的力量，裁判员应

允许比赛继续。

踢/掷球队员在其他队员触及球前不得再次触球。



踢界外球

在踢界外球的一瞬间，踢球队员：

●	 	面向场地；

●	 	脚的一部分应在边线上或在边线外；

●	 	球应放定在球离开比赛场地边线上或出界地点场地外接近边线

处；

如果未在边线上踢界外球，当球进入场地即为比赛恢复。如果在边线

上踢界外球，当球被踢且明显移动时，即为比赛恢复。

掷界外球

在掷界外球的一瞬间，掷球队员：

●	 	面向场地；

●	 	脚的一部分应在边线上或在边线外；

●	 	双手持球由头后和头上在球出界地点将球掷出。

当球进入场地即为比赛恢复。

2.违规与处罚

如果比赛恢复后，发球队员在其他队员触及球前再次触球，则在犯规

地点判罚任意球，如果犯规地点在发球队员的防守方半场；如果犯规地点

在发球队员本方半场，则在中线中点。如果发球队员手球犯规：

●	 	判罚任意球在犯规地点。

●	 	如果犯规发生在发球队员本方罚球区内，则判罚罚球点球，除非

发球队员为守门员，这种情况下判罚任意球在中线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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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队员不正当地干扰或阻挡发球（包括移动至距离发球地点不足5

米处），将因非体育行为而被警告，如果界外球已被发出，则在犯规地点判

罚任意球，如果这是防守方半场的任意球；如果犯规地点在另一个半场，

则在中线中点。

对于其他任何犯规，包括没有在4秒内将球发出，由对方发界外球（发

球队员可以选择踢界外球或掷界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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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掷球门球

当球的整体从地面或空中越过球门线，而最后由进攻队员触及，且并

未出现进球，则判为掷球门球。

掷球门球不可以直接得分。如果球直接进入掷球门球的守门员本方

球门，则判给对方角球。如果球直接进入对方球门，判对方掷球门球。

1.程序

●	 	由守方守门员在罚球区内任何一点将球掷出或释放。

●	 	当球被掷出或释放且明显移动时，即为比赛恢复。

●	 	当发球方准备好恢复比赛或裁判员示意发球方准备好恢复比赛

时，应在4秒内将球发出，恢复比赛。

●	 	对方队员应处在罚球区外，直至比赛恢复。

2.违规与处罚

如果比赛恢复后，掷球门球的守门员在其他队员触及球前再次触球，

则在犯规地点判罚任意球，如果犯规地点在对方半场；如果犯规在本方半

场，则在中线中点。如果守门员手球犯规：

●	 	如果犯规发生在守门员的罚球区外，则在犯规地点判罚任意球；

●	 	如果犯规发生在守门员的罚球区内，则在中线中点判罚任意球。

如果球门球没有在4秒内发出，由对方在中线中点踢任意球。

如果掷球门球时，对方队员因没有时间离开而处于罚球区内，裁判员

允许比赛继续。



在掷球门球时处在罚球区内或在比赛恢复前进入罚球区的对方队员，

在比赛恢复前触及或争抢球，应重掷球门球。

在比赛恢复前，如果队员进入罚球区内，对对方队员或被对方队员犯

规，应重掷球门球。依据犯规情况，犯规队员可被警告或罚令出场。

对于其他任何犯规，重掷球门球。如果以违规的方式发出球门球，在

重新发球门球时4秒计时不重新开始而继续之前的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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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角球

当球的整体从地面或空中越过球门线，而最后由防守队员触及，且并

未出现进球，则判为角球。

角球可以直接踢入对方球门得分。如果角球直接踢入本方球门，则判

给对方踢角球。

1.程序

●	 	球应放在距球越过球门线处最近的假想角球区内。

●	 	开球队员可以用脚或球做一个小沙堆来提高球的位置

●	 	球应放定并由进攻队员踢球。

●	 	当发球方准备好恢复比赛或裁判员示意发球方准备好恢复比赛

时，应在4秒内将球发出，恢复比赛。

●	 	当球被踢且明显移动时，即为比赛恢复。球无须离开 假想角球

区。

●	 	角旗杆不能被移动。

●	 	对方队员应距假想角球弧至少5米，直到比赛恢复。

2.违规与处罚

如果比赛恢复后，踢球队员在其他队员触球前再次触球，则在犯规地

点判罚任意球，如果犯规地点在对方半场；如果犯规在本方半场，则在中

线中点。如果踢球队员手球犯规：

●	 	判罚任意球在犯规地点；

●	 	如果犯规发生在踢球队员本方罚球区内，则判罚罚球点球。除非

踢球队员为守门员，这种情况下判罚任意球在中线中点。



如果队员踢角球时，以正确的方式故意将球踢向对方队员以再次触

球，但并未使用草率的、鲁莽的方式或过分的力量，裁判员应允许比赛继

续。

对于其他任何犯规，包括没有在4秒内踢出或未在假想角球区内发球，

由对方掷球门球。对于防守方的其他任何犯规，将重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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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

裁判员和其他比赛官员的手势

裁判员应按下列要求给出手势，并记住大多数的手势只需要两名裁判

员之一给出，但有一个手势需要两名裁判员同时给出。

除了两个胳膊前伸的手势表示有利外，类似一个胳膊前伸的手势现在

是允许的，因为裁判员伸开双臂跑总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出现不正确的中场开球时，助理裁判员要给出手势并暂停计时器。

1.需两名裁判员中至少一名做出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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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球/比赛恢复

在前场的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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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方半场的任 意球 或

中线中点的任意球

踢界外球/掷界外球（示例1）

角球（示例1） 角球（示例2）

踢界外球/掷界外球（示例2）

球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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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球门球（示例1）

（第1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第2步）

 掷球门球（示例2）

4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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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裁判员中的至少一名应当清晰的给出4秒计时：

●	 	在下列比赛恢复方式时：

●  角球；
●  踢/掷界外球；
●  掷球门球；
●  任意球；

●	 	守门员在本方半场控制球。

裁判员在下列比赛恢复方式时无需4秒计时：

●	 	开球；
●	 	罚球点球。

暂停

警告（黄牌） 罚令出场（红牌）

有利（示例1） 有利（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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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号码-1 

队员号码-3 

队员号码-5 

   队员号码-2

队员号码-4

队员号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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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号码-7 

队员号码-9 

队员号码-11 

   队员号码-8

队员号码-10

队员号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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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号码-13 

队员号码-15 

队员号码-30

（第1步）

队员号码-52

（第1步）

队员号码-30

（第2步）

队员号码-52

（第2步）

队员号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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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号码-60

（第1步）

队员号码-90

（第1步）

乌龙球

（第1步）

乌龙球

（第2步）

队员号码-84

（第1步）

队员号码-96

（第1步）

队员号码-60

（第2步）

队员号码-84

（第2步）

队员号码-84

（第2步）

队员号码-96

（第2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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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回传给守门员

暂停  错误的中场开球

（第三裁判）

错误的中场开球

（计时裁判）  

2.两名裁判员一起给出的手势

3.助理裁判员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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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三裁判员或候补助理裁判员在协助进攻队球门线时，在进球后的

手势

 （第1步）  （第2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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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位

1.比赛进行中的选位

建议：

●	 	比赛应在裁判员及第二裁判员之间进行；
●	 	裁判员应采用对角线方式；
●	 	保持在边线外并且身体与边线平行，以便使比赛和另一裁判员均

在视线范围内；
●	 	处于近端（有球区域）的裁判员应在另一名裁判员的视野之内，后

者应集中注意力于控制无球区域（违规或犯规容易发生的无球区

域）
●	 	两名裁判员之一在不干扰比赛的情况下，应尽量靠近以便观察；
●	 	仅在需要获得更好观察位置时，裁判员才进入场地；
●	 	“要被看到的”并不总是离球越近就看得越清楚。裁判员应注

意：

-  个别无球队员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  在比赛发展方向的罚球区内可能发生的犯规；

-  球被踢出后发生的犯规；

-  下一个阶段的比赛。

2.比赛期间一般选位原则

建议两名裁判员之一与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平齐或在其后方，或当球

较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更接近球门线时与球平齐或在其后方。

裁判员应始终面向场内。两名裁判员之一应控制有球区域，另一名裁

判员控制无球区域。

3.守门员发球

两名裁判员之一应与守门员平齐，以观察其在发出球后是否再次触球

或是否在罚球区外用手或臂触球，同时对守门员控制球进行计时。



在掷球门球时，两名裁判员之一也应采用同样的选位。如果守门员在

本方罚球区内，开始4秒计时。如果守门员在本方罚球区外，可以以延误比

赛重新开始对其进行警告。

一旦守门员发出球后，裁判员应选择合适的位置以便控制比赛。

4.“进球–非进球”情况

当发生进球且没有疑问时，裁判员和第二裁判员应进行眼神确认，而

计时台近端的裁判员应靠近计时员和第三裁判员，用规定的手势通知他们

进球队员的号码。

如果发生进球但由于并不清晰，比赛仍在继续，则距球门最近的裁判

员应鸣哨引起另一裁判员的注意，然后距计时台最近的裁判员应靠近计时

员和第三裁判员，用规定的手势通知他们进球队员的号码。

当球队使用“超人”战术守门员时，第三裁判员应协助场上裁判员，在

使用“超人”战术守门员球队的球门线观察进球/非进球情况。

5.比赛停止时的选位

最好的选位能使裁判员做出正确的判罚决定并且具有观察比赛和队

员的最佳视角。所有关于选位的建议都是基于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应根据

球队、队员和比赛情况的特定信息而进行调整。

以下图示为基本的选位方法。有些选位属建议性的，而另外一些则是

强制性的。示意的“区域”旨在强调每个建议性的选位，实际上是使裁判员

最可能优化其观察效率的区域。根据特定的情况，这个区域可能稍大、稍

小或具有不同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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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定情景的选位

1.选位—开球（1）

开球时，两名裁判员之一站在替换区一侧的球门线，如果进门得分可

以清楚的看到。

另一名裁判员应位于对侧边线的5米标志点上，确保防守队员不能向

前。该名裁判员还要注意第三裁判员及开球出现的任何违规行为，然后吹

哨给出开球手势。

第三裁判员位于假想中线的水平位置协助裁判员确定球的正确位置，

确保所有队员在本方半场（开球队员除外）。如果开球时候出现球队违规

第三裁判员单臂上举，与此同时，计时员不能开启计时器并立即用声音信号

提醒裁判员，开球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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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位—开球（2）

3.选位—掷球门球

a.两名裁判员之一应查看球是否在罚球区内：

●	 	如果球不在罚球区内，当裁判员认为守门员已经准备好掷球门球

时或由于战术原因拖延捡球，可以进行4秒计时。

●	 	如果本球队发球门球时准备更换守门员，则其中一名裁判员吹哨

后将进行4秒计时而无需考虑球是否在罚球区内。如果罚球区内没

有球，则第三裁判员或球童应立即扔一个球到罚球区内。

b.一旦球在罚球区内，两名裁判员之一应站在与罚球区线平齐的位

置，观察守门员准备好发球以及对方队员在罚球区外。然后，裁判员示意

开始4秒计时，除非根据上一款4秒计时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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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最后，监督掷球门球的裁判员应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控制比赛，这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首先要做到的。

4. 选位——掷球门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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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位—角球（1）

踢角球时，近端裁判员位于距踢角球一侧的假想角球弧大约6-8米的

边线上，从这个位置上他应查看球摆放在假想角球弧内以及防守队员距假

想角球弧至少5米。另一名裁判员位于同侧球门线与对侧边线的交界处，

从此位置上观察球和队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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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位—角球（2）

7.选位—在对方半场的任意球（1）

踢在对方半场任意球时，近端裁判员应位于与任意球地点平齐的边线

位置上，查看球的正确摆放以及球被踢出时队员提前进入的情况。另一名

裁判员应位于球门线的位置上，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首先要做到的。两名

裁判员都应时刻准备跟踪球的运行轨迹。

如果任意球的位置距离假想罚球区线5米以内，则第三裁判员应站在

距离控制罚球裁判员5米的边线上，靠近防守方球门，观察防守方守门员

提前进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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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选位-在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的任意球

从本方半场或中线中点的任意球，首先，裁判员应站在任意球地点的

球前面以确保防守队员距球至少5米以及球和角旗杆之间的假想区域是空

出来的。其次，也必须明确踢球队员的队友不能站在球和角旗杆之间的假

想区域及球放置正确。在这些检查之后，裁判员移到球后但不能影响踢球

队员完成罚球，然后吹哨给出发球手势，同时观察给出任意球信号后的任

何犯规行为（不管是发球前还是发球后）。另一名裁判员位于球门线，这在

任何情况下都是首先要做到的，两名裁判员都应时刻准备跟踪球的运行轨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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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选位—罚球点球

两名裁判员之一位于与假想罚球点平齐处并查看球的正确摆放，确认

主罚队员以及观察球被踢出时队员提前进入的情况。在确认所有队员位置

正确后，给出罚球信号，在必要的情况下，另一名裁判员可进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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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位—踢界外球/掷界外球（1）

另一裁判员位于球门线处，查看球是否进门。如果守方守门员违反第

十四章规则且球没有进门，位于球门线的裁判员单臂上举然后另一名裁判

员应鸣哨判罚重踢罚球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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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位—踢界外球/掷界外球（2）

12. 选位—踢界外球/掷界外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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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选位—踢界外球/掷界外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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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选位—踢界外球/掷界外球（5）

攻方踢靠近假想角球弧的界外球时，近端裁判员位于与界外球踢出/

掷出地点相距大约5米处。从此位置上查看界外球踢出/掷出符合程序要求

以及防守队员距踢出/掷出界外球地点至少5米。另一名裁判员位于同侧球

门线与对侧边线的交界处，从此位置上观察球和队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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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选位—罚球点球决定一场比赛或主客场比赛胜负

裁判员位于距球门约2米的球门线上，其主要职责是查看球是否越过

球门线以及守门员是否遵守规则第十四章的要求。

当球清晰的越过球门线，则裁判员应与第二裁判员进行眼神交流以确

认无违规发生。如果守门员违反第十四章规则且球没有进门，则裁判员单

臂上举然后第二裁判员应鸣哨判罚重踢罚球点球。

第二裁判员位于与假想罚球点平齐距其大约3米的位置上，查看球和

罚球方守门员的位置正确。第二裁判员鸣哨示意罚球。

第三裁判员位于场地中心，管理双方其余具有罚球资格的场上队员和

替补队员。

计时员位于计时台，确保任何不参加罚球的队员和替补队员和双方球

队官员行为适当，以及重置记分牌为0-0，并在记分牌上记录罚球结果。

如果增加候补助理裁判员，计时员站在计时台前并确保不参加罚球的

队员和替补队员和双方球队官员行为适当，而候补助理裁判员在计时台承

担计时职责（包括重置记分牌为0-0，并在记分牌上记录罚球结果）。

所有比赛官员需记录罚球点球执行情况以及相应罚球队员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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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选位—场上裁判员交换位置

如果裁判员认为对比赛有益，他们可以互换位置。然而，裁判员应记

住如下要求：

●	 	不能在比赛进行时交换位置；

●	 	原则上，他们仅在其中一名裁判员在场地另一边判罚了任意球时

交换位置；

●	 	在比赛情况允许时，裁判员可以换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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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选位—第三裁判员（或候补助理裁判员）在一方或双方使用

“超人”守门员时

当一只球队使用“超人”守门员时，第三裁判员（或候补助理裁判员）

在该队进攻时监控其球门线。如果球进入该队球门，第三裁判员（或候补

助理裁判员）用特定的手势通知其他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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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和建议

第五章 裁判员

权力和职责

沙滩足球是一项竞技运动，裁判员应理解队员之间的身体接触是正

常的，这也作为比赛可接受的一部分。但是，如果队员不尊重沙滩足球竞

赛规则和公平竞赛精神，则裁判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其得到尊重。

在比赛的每节休息和比赛结束后、以及在加时赛期间和罚球点球决胜

过程中，裁判员有权力警告队员或球队官员，或将其罚令出场。

有利

在违规发生时裁判员可以掌握有利，沙滩足球竞赛规则没有明确禁止

掌握有利。例如，如果守门员在对方在罚球区内时决定快速掷球门球，可

以掌握有利。然而，踢/掷界外球违规时不能掌握有利。

违反4秒规则不应掌握有利，除非守门员在本方半场控球违规，且比

赛在进行中而该队立即失去控球权。其他情况下（任意球、踢/掷界外球、

球门球和角球），裁判员不能掌握有利。

裁判员应考虑以下情况是否掌握有利：

●	 	犯规的严重性：如果犯规涉及罚令出场，则裁判员应停止比赛并将

该队员罚令出场，除非存在明显的得分机会；

●	 	犯规发生的地点：越接近对方球门，掌握有利越有效；

●	 	有即刻、潜在的进攻机会；

●	 	比赛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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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罚最初的犯规应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完成，但如果先前没有给出相

应手势，或者新的比赛阶段已经形成，则不能判罚原来的犯规。

如果出现可警告的犯规，则警告应在下一次比赛停止时进行。然而，

除非是明显的有利，建议裁判员立即停止比赛并警告该队员。如果没有在

下一次比赛停止时进行警告，则在此之后不能再进行警告。

同时发生一个以上的违规

当同时发生一个以上违规时，裁判员应根据纪律处罚、恢复比赛方

式、身体接触严重性和战术效果等判罚更严重的违规。

外部干扰

如果观众鸣哨而裁判员认为干扰了比赛，例如场上队员用手捡起球，

则裁判员应停止比赛。如果比赛停止，则应在比赛停止时球所在地点以坠

球恢复比赛，除非该地点位于守方罚球区内且最后触球是攻方（参见规则

第八章）。

比赛进行中的4秒计时

比赛进行中，每次守门员在本方半场控制球时，两名裁判员之一应明

显的进行4秒计时。

比赛恢复

裁判员应特别注意确保比赛尽快恢复，不能允许比赛恢复时（踢/掷

界外球、掷球门球、角球或任意球）由于战术原因导致延误。当比赛根据

规则恢复时，应开始4秒计时，且不需使用哨音。如果裁判员认为出现战术

原因延误比赛恢复，应鸣哨并开始4秒计时，无论队员是否准备好。在4秒

计时不适用的情况下（中场开球或球点球），延误比赛恢复的队员应被警

告。

允许持球人员位于场地周边，以促使比赛恢复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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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音的使用

必须鸣哨的情况：

●	 	开球：
_	 	开始比赛（第一，第二和第三节，加时赛如果需要的话）；
_	 	进球后恢复比赛；

●	 	停止比赛：
_	 	判罚任意球或罚球点球；
_	 	中断或中止比赛，或在每节比赛结束时确认计时员的声音信号；

●	 	恢复比赛
_	 	任意球；
_	 	罚球点球；

●	 	因如下情况暂停比赛，后恢复比赛时：
_	 	因不正当行为执行警告或罚令出场；
_	 	一名或多名队员受伤。

无需鸣哨的情况：

●	 	停止比赛：
_	 	掷球门球、角球或踢/掷界外球（但不清晰的情况必须鸣哨）；
_	 	进球（但进球不清晰的情况必须鸣哨）；

●	 	下列方式恢复比赛时：
_	 	掷球门球、角球或踢/掷界外球时，未要求管理至少5米的距离。

●	 	坠球恢复比赛。

频繁鸣哨将降低在真正需要时哨音的效果。当一队踢/掷界外球或角

球时要求对方队员遵守规定距离（或掷球门球时处于正确位置），裁判员

应清楚的告知队员，在鸣哨前不能恢复比赛。在此情况下，如果队员在裁

判员鸣哨前恢复比赛，则该队员将因延误比赛恢复而被警告。



在比赛进行中，如果两名裁判员之一错误鸣哨，当这一行为干扰了比

赛，则应停止比赛。如果裁判员停止比赛，则应在比赛停止时球所在地点以

坠球恢复比赛，除非该地点处于罚球区内（参见规则第八章）。如果哨声没

有干扰比赛，则裁判员应给出比赛继续的明确信号。

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是裁判员运用的工具，以：

●	 	协助其管理比赛；
●	 	显示其权威和自我控制力。

肢体语言不是对判罚的解释。

第六章 其他比赛官员

权力与职责
依据沙滩足球竞赛规则，第三裁判员和计时员应帮助裁判员控制比

赛。他们也应在裁判员的要求和指挥下协助处理比赛运行中所有其他事

务，通常包括：

●	 	检查场地、球和队员装备；
●	 	确定装备或流血等问题已被处理得当；
●	 	监督替换程序；
●	 	对时间、进球、警告和罚令出场进行记录备份。

助理裁判员的选位和团队配合

1. 开球

第三裁判员位于边线和假想中线的交叉点上并查看：

●	 	替补队员、球队官员及其他人员处于正确的位置，除了开球队员外

其他队员都要在本方半场；
●	 	开球是否正确执行

计时员位于计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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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赛期间的一般选位原则

第三裁判员查看替补队员、球队官员和其他人员处于正确的位置。要

做到这一点，如果必要，他可以沿着边线移动，但不能进入场地。

计时员位于计时台并确保按照比赛的进行情况开启或停止计时器。

3. 替换队员

第三裁判员要查看替补队员的装备符合要求以及替换符合程序。要做

到这一点，如果必要，他可以沿着边线移动，但不能进入场地。

4. 罚球点球决胜

在没有候补助理裁判员时，第三裁判员应位于非罚球点球所在的半场

内，与其他具有罚球资格的场上队员和替补队员在一起。从此位置上观察

队员的行为，确保没有队员在球队其他具有罚球资格的场上队员和替补队

员罚球前进行第二次罚球。

如果委派替补助理裁判员，他必须位于计时台并重置记分牌为0-0，

并在记分牌上记录罚球结果。

所有比赛官员需记录罚球点球执行情况以及相应罚球队员的号码。

助理裁判员的信号（强制性的）

如果第三裁判员在一方或双方球队使用“超人”守门员时监控球门

线，球在其监控下进门，第三裁判员应举手后立即指向中点，示意进球。

声音信号

声音信号是比赛中一种基本信号，仅用于在必要情况下吸引裁判员的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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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用声音信号的情况：

●	 每节比赛结束；

�在两名裁判员之一鸣哨示意后，计时员可用声音信号示意每节比赛开

始。

●	 提示替补队员或球队官员的不恰当行为；

●	 提示违反替换程序；

●	 提示裁判员在纪律处罚中的错误；

●	 提示场外干扰。

在比赛进行中，如果计时员错误的发出声音信号，当裁判员认为这一

行为干扰了比赛，则应停止比赛。如果裁判员停止比赛，则应在比赛停止时

球所在的地点以坠球恢复比赛，除非该地点位于罚球区内（参见规则第八

章）。如果声音信号没有干扰比赛，则裁判员应给出明确的比赛继续信号。

计时器

如果计时器不能正常工作，计时员应通知裁判员。此时计时员应用手

动计时器继续计时。在这种情况下，助理裁判员邀请每队派一名球队官员，

以便于通知他们剩余的比赛时间。

在比赛恢复后，如果计时员忘记了开启计时器，则裁判员应令计时员

补足没有计入的比赛时间。

比赛恢复后，应按照如下情况启动计时器：

●	 开球：根据程序，当球被踢并明显移动后；

●	 掷球门球：根据程序，当球从守门员的手中释放后；

●	 角球：根据程序，当球被踢并明显移动后；

●	 踢界外球：根据程序，当球被踢并明显移动后；

●	 掷界外球：根据程序，当球进场后；

●	 任意球：根据程序，当球被踢并明显移动后；

●	 罚球点球：根据程序，当球被向前踢出并明显移动后；

●	 坠球：根据程序，当球从两名裁判员之一的手中释放并触及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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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比赛开始与恢复

开球

在给出开球信号前，裁判员无需得到守门员或任何其他球员确认。

第十二章 犯规与不正当行为

冲撞对方队员
冲撞是指在争抢球的范围内用身体而非手臂或肘部争取空间的行为。

下列冲撞对方是犯规：

●	 用草率的方式；
●	 用鲁莽的方式；
●	 使用过分力量。

拉扯对方队员
拉扯对方队员包括用手、臂或身体阻止对方自由移动的行为。

裁判员要及早预防和严格处理拉扯犯规，特别是在罚球区内和当踢角

球、界外球或任意球时。

对待这种情况，裁判员应：

●	 在比赛恢复前，提醒任何拉扯对方的队员；
●	 在恢复比赛前，如果该队员继续拉扯对方，要给予警告；
●	 	一旦在比赛恢复后发生，应警告犯规队员，并判罚任意球或罚球

点球。

如果一名守方队员从罚球区外开始拉扯进攻队员，并持续到罚球区

内，裁判员应判罚罚球点球。

纪律处罚
●	 	当队员拉扯对方以阻止对方控制球或抢占有利位置，因非体育行

为应被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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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队员拉扯对方以破坏明显进球得分机会，应被罚令出场；

●	 	对于其他形式的拉扯犯规，不需要给予纪律处罚。

比赛恢复
●	 	在犯规发生地点踢任意球，或当犯规发生在罚球区内则判罚罚球

点球。

手球

纪律处罚
队员手球犯规时，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对该非体育行为进行警告。例如，

当队员：

●	 	干扰或破坏对方有希望的进攻。

●	 	企图用故意手球得分；

●	 	当守门员不在本方罚球区内时，试图用手或臂破坏进球或明显进

球得分机会，但未遂；

然而，如果队员用故意手球来破坏对方进球或破坏明显的得分机会，

将被罚令出场。这个处罚不是针对队员故意手球的行为，而是因为其不可

接受的和不公正的干预阻止了一个进球。

比赛恢复
●	 	在犯规发生地点踢任意球或当犯规出现在罚球区内时踢罚球点

球。

在本方罚球区外，守门员与其他队员有相同的手球限制。在本方罚球

区内，守门员不能因手球犯规而被判罚罚球点球，但向球扔掷物品或用手

持物品触球犯规除外。然而，守门员会因一些违规行为而被判罚任意球。

守门员的犯规

获得球权意味着守门员已经对球取得了控制。守门员用身体的任何部

位触球将被视为获得球权，除非球意外的从他身上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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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守门员在本方半场内控制球超过4秒，无论：

●	 	用手或臂（在本方罚球区内）；

●	 	用脚（在本方半场的任何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距守门员最近的裁判员应清晰且公开进行4秒计时。

比赛恢复
●	 	任意球

对守门员的犯规

在守门员用手获得球权后，对方队员不得与其争抢。

下列情况是犯规：

●	 	阻止守门员从手中发球；

●	 	争抢或企图争抢守门员控制在手掌上的球；

°� �守门员从手中发球的过程中，如果队员踢或企图踢球，裁判员应

判罚该队员以危险方式比赛；

●	 	不正当的阻挡守门员移动，如在踢角球时。

进攻队员与在本方罚球区内的守门员发生身体接触并不意味着犯规，

除非进攻队员草率的、鲁莽的或使用过分力量跳向、冲撞或推守门员。

比赛恢复

如果由于出现以上情况且裁判员不能掌握有利而停止比赛，应在犯规

地点踢任意球恢复比赛。

以危险方式比赛

以危险方式比赛并不一定涉及到球员之间的身体接触。如果有身体接

触，则构成可判为任意球或罚球点球的犯规。此时，裁判员要认真考虑，很

可能发生不正当行为。



纪律处罚
●	 	如果队员以危险方式“正常地”参与比赛，裁判员不必进行纪律处

罚。如果队员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伤害风险，裁判员应以鲁莽的与

对方争抢警告犯规队员；

●	 	如果队员以危险方式比赛破坏明显进球得分机会，裁判员应将该

队员罚令出场。

比赛恢复
●	 	如果犯规发生在队员的本方半场则任意球在中线中点或如果在对

方半场则任意球在犯规地点。

如果有身体接触，或裁判员认为争抢是草率的、鲁莽的或使用过分的

力量，则转变为在犯规地点可判为任意球或罚球点球的犯规。

用语言或行动表示异议

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以抗议（言语的或非言语的）裁判员或助理裁判

员的判罚的形式表示异议，应被警告。

在沙滩足球竞赛规则中，球队队长没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权，但他要对

本队的行为负一定责任。

任何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攻击比赛官员或对其使用无礼的、粗鲁的或

下流的行为或言语必须被罚令出场。

延误比赛恢复

裁判员应对以战术目的延误比赛恢复的队员进行警告，例如：

●	 	裁判员吹哨之前踢的任意球其唯一目的是迫使判罚重踢任意球；

●	 	在裁判员暂停比赛后，将球踢开或用手将球带走；

●	 	在队医查看伤情后，拖延离开场地；

●	 	在裁判员暂停比赛后，队员故意触球而引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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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装

任何队员试图通过诈伤或假装被犯规来欺骗裁判员，将视为佯装，并

被判非体育行为。如果比赛因此而暂停，则以任意球恢复比赛。

群体冲突

在群体冲突时：

●	 	裁判员应迅速高效的确认和处理冲突的发起者；

●	 	裁判员应在场上冲突地点附近选择好的位置，以观察所有的事件

并确认犯规；

●	 	第三裁判员和候补助理裁判员（如委派）应在必要时进入场地协

助裁判员；

●	 	在冲突后，应进行纪律处罚。

持续违反规则

裁判员自始至终都应注意那些持续违反沙滩足球竞赛规则的队员，特

别是裁判员应意识到，即使一名队员多次犯规的形式不同，该队员仍应因

持续违反沙滩足球竞赛规则而受到警告。

对“持续犯规”次数或其表现模式，规则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完全

是一个判断问题，应根据有效管理比赛的情况而决定。

严重犯规

队员有严重犯规行为应被罚令出场，在犯规地点踢任意球或判罚罚球

点球（如果犯规发生在犯规队员的罚球区内）恢复比赛。

当严重犯规发生时裁判员不应掌握有利，除非有非常明显的进球机

会。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应在比赛下一次停止后将犯有严重犯规的队员

罚令出场。

122  诠释和建议122  INTERPRET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第十四章 罚球点球

程序

●	 	如果球击中球门柱或横梁后破损并进入球门，则裁判员判进球有

效；

●	 	如果球击中球门柱或横梁后破损，但未进入球门，裁判员不应判

重踢罚球点球，应停止比赛，以坠球恢复比赛；

●	 	如果裁判员判重踢罚球点球，则新的罚球不必由原来的队员执行。

●	 	如果主罚队员在裁判员鸣哨前踢球，则裁判员应判重踢罚球点球

并警告该队员。

第十五章 踢/掷界外球

程序违规

裁判员应提醒防守队员距执行界外球的位置不应少于5米。在必要

时，裁判员应在执行界外球前劝诫任何不遵守最小距离的防守队员，并警

告仍然拒绝退出规定距离的队员。以执行界外球恢复比赛，如果4秒计时

已经开始，则重新计时。

如果没有正确执行发界外球，即使是球直接发给了对方队员，裁判员

也不应掌握有利，而是判由对方队员重发界外球。

第十六章 掷球门球

程序违规

如果守门员在正确掷球门球过程中，故意将球掷向对方队员，但并不

是以草率的、鲁莽的方式或使用过分力量，则裁判员应允许比赛继续。

在掷球门球时，如果守门员没有从本方罚球区内掷球，裁判员应令其

重掷球门球，但在守门员准备好再次掷球时，4秒计时从停止处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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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守门员控制球时，无论用手还是用脚，裁判员开始4秒计时。

如果守门员正确掷球门球，在比赛恢复后和其他队员触及之前，在本

方罚球区外故意用手或臂触球，裁判员除了判给对方任意球外，还可根据

沙滩足球竞赛规则对其进行纪律处罚。

如果守门员用脚发球门球，裁判员对其进行劝诫，令其用手重新发球，

但在守门员准备好再次掷球时，4秒计时从停止处继续进行。

第十七章 角球

程序违规

裁判员应提醒防守队员距假想角球弧不应少于5米，直到比赛恢复。

在必要时，裁判员应在踢角球前劝诫任何不遵守最小距离的防守队员，并

警告仍然拒绝退出规定距离的队员。

如果作为移动的一部分，守门员处在本方球门之外或在场外时，对方

球队可快速踢出角球。

124 诠释和建议124  INTERPRET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沙滩足球术语

A
中止
在比赛程序尚未完成前，终止/取消该场比赛

有球区域
比赛场地上球和比赛正在进行的区域

额外时间
如果在每节最后结束前出现犯规，则允许每节最后（包括加时赛）有

时间完成罚任意球或罚球点球

有利
当犯规发生，未犯规的一方能从中获得利益时，裁判员允许比赛继续

进行

对受伤队员的伤情评估
通常由医护人员对场上受伤队员伤势进行的快速诊断，用以确定是否

需要治疗

客场进球规则
当两队进球数相同时，用来判定比赛胜负的方法。在客场的进球将被

双倍计算

B
阻挡
场上队员占据或移动至一个位置以分散对方注意力或阻止对方触及

球或到达特定区域的行为，但没有故意造成身体接触

野蛮行为
野蛮、粗暴的行为或故意使用暴力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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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草率的
场上队员缺乏注意力、考虑或预防的任何行为（通常是抢截或争抢）

警告
向有关机构报告的纪律处罚，以出示黄牌表示。场上队员、替补队员

或球队官员在一场比赛中得到两次警告将被罚令出场

场地的中心
位于假想中线中心的点

争抢
一名队员与对方对抗/争夺球的行为

冲撞（对方队员）
用身体对对方队员使用的争抢动作，通常使用肩部或上臂（紧贴身体）

D
欺骗
误导/使用诡计使裁判员做出错误的判罚/纪律处罚，以使该队员自身

和/或其球队获利

故意
队员有意/有目的而做出的行为，而非“本能的”或无意识的反应

自由量裁权
裁判员或其他比赛官员在做出判罚时的裁决

异议
对裁判员的判罚公开表达异议或抗议（用语言和/或肢体动作），应被

警告（黄牌）

干扰
扰乱、迷惑或吸引注意力（通常是以不公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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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球

一种中立的恢复比赛方式；——裁判员坠球给最后触球球队的队员

（除非是在罚球区内，需坠球给守门员），当球接触地面时比赛即为恢复

E
表现跟踪电子系统(EPTS)

记录、分析球员身体和生理表现数据的系统

危及对方安全

使对方队员处在(受伤的)危险或风险中

过分力量

使用超出必要的力气或力量

加时赛

一种决定比赛结果的方式，为一节时间不超过3分钟

F
假动作

试图迷惑对方队员的行为。规则中已经定义了允许的和不合法的假动作

“超人”守门员

守门员（临时）充当外场队员，通常放弃防守本方球门位于对方半场，

可以由球队原来的守门员担任，也可以由专门为此替换原守门员的另一队

员担任

H
拉扯/阻止移动犯规

拉扯/阻止移动犯规仅限于队员以接触对方身体或装备的方式阻碍对

方移动



I
阻碍

延缓/阻挡或阻止对方队员的行动或移动

无球区域

在场地上非球所在的区域，但可能出现队员间的纠纷

阻截

阻止球到达预定的地点

K
踢

队员使用脚和/或脚踝接触球，且球明显移动，视为踢球

罚球点球决胜

决定比赛胜负的方式，由双方球队轮流踢罚球点球，直至当双方罚球

次数相同时，一队进球数比另一队多一球（除非在前5轮罚球时，一队罚完

剩余所有轮次可能的进球数都无法追平另一队）

N
微不足道

不明显的、轻微的

O
违规

破坏/违反沙滩足球竞赛规则的行为

攻击性、侮辱性或辱骂性的语言和/或行为

粗鲁的、伤害性的、无礼的（言语和/或非言语）行为：判罚令出场（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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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因素

除比赛官员和球队名单（场上队员、替补队员、球队官员）上的任何

人，或动物、物体或建筑结构体等

P
判罚
一种惩罚，通常是以停止比赛并判给对方任意球或罚球点球的方式

比赛场地
由边线和球门线限定的比赛区域，也包括球门网

处理球
队员接触球的行为

合理争抢距离
队员可以通过伸脚/腿或起跳以及守门员跳起后手臂展开而接触到球

的距离。此距离取决于队员的体型

比赛净时
通过计时器记录的比赛进行时间；进球得分、判罚球点球或判罚任意

球，或因其他任何原因裁判员停止比赛后计时员停止计时器

R
鲁莽的
队员的行为（通常是抢截或争抢）不顾及（忽视）可能对对方造成的危

险或后果

比赛恢复
比赛停止后，以任何方式继续比赛

比赛恢复时的位置
队员在比赛恢复时的位置由脚的位置或任何接触地面的身体部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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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纪律处罚

裁判员实施的纪律措施

罚令出场

当队员具有可被罚令出场的犯规（出示红牌作为表示）时实施的纪律

处罚，其应离开比赛场地，不得参加剩余的比赛。球队官员也可被罚令出场

严重犯规

当抢截或争抢球时，采用危及对方队员安全、使用过分的力量或野蛮

的方式，应被罚令出场（红牌）

严重受伤

受伤严重程度足以令比赛停止，必要时，医务人员应将受伤队员移出

比赛场地进行治疗或评估，以令比赛可恢复

极重受伤

受伤极其严重比赛必须停止，医务人员应在场上进行治疗或评估之后

才能将受伤队员移出，例如可能发生脑震荡、骨折或脊椎受伤的情况

信号

裁判员或其他比赛官员的肢体示意，通常包括以手臂动作或使用哨音

佯装

队员为了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制造出错误/虚假的表象，造成好像

有情况发生而其实并没有（参考欺骗）

沙滩足球运动精神

沙滩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及在特定比赛中的主要/核心原则/精神

中断

将比赛暂停一段时间，试图最终能恢复比赛。例如，大雨，雷电或严重

受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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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抢截

使用脚争抢球（在地面或空中）

球队名单

列出场上队员、替补队员和球队官员的正式文件

球队官员

任何列入球队正式名单中的非队员人员，如教练员、理疗师、医生等

技术区域

供球队官员和替补队员使用的有坐席的区域

2分钟减员

球队在队员被罚令出场后，队员人数减少2分钟的情况。在特定情况

下，如果对方球队进球，可以在2分钟到时前增加队员人数

U
不当干涉

不必要的举动/干扰

非体育行为

有失公平的不当举动/行为，应予以警告

V
暴力行为

不以争抢球为目的，队员对对方使用或企图使用过分力量或野蛮动

作，或故意击打其他人的头部或面部的行为，除非使用的力量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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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术语

比赛官员

代表足球/沙滩足球协会和/或竞赛主办方负责控制沙滩足球比赛的

人的统称

场上比赛官员

裁判员

在比赛场地上执法的主要比赛官员，其他比赛官员在裁判员的管理和

领导下履行职责。裁判员是判罚的最终决定者

第二裁判员

第二裁判员在场上执法，其他比赛官员在裁判员的管理和领导下履行

职责。第二裁判员应接受裁判员的监督

其他比赛官员

竞赛规程可以委派其他比赛官员以协助裁判员：

●	 	第三裁判员

是助理裁判员，主要协助裁判员控制球队官员和替补队员，记录比赛

数据和判罚

●	 	候补助理裁判员

是助理裁判员，在第三裁判员或计时员无法继续履职时进行替换

●	 	计时员

是主要负责控制比赛时间的比赛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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