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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运动夏季比赛规则 
 
板球 
正式特奥运动规则应规范所有的特奥运动板球比赛。作为一项国际性体育计划，特奥运动根据

国际板球委员会（ICC）的比赛规则制定了正式特奥运动比赛规则之板球比赛规则。所有比赛

均应采用国际板球委员会规则，除非该规则与正式特奥运动比赛规则产生冲突。在产生冲突时，

应遵循正式特奥运动比赛规则。 
 
规则1：上场队员 

a.比赛在两队间进行，双方各11人，其中1人为队长。 
b.任何一方在无法确保至少有8名队员上场时，将被作为放弃比赛。比赛应在规定开赛时间

15分钟后，由对方队长选择是否停止比赛。 
 
规则2：比赛规则 

a. 一场比赛有两个击球局，每队一个击球局，每次20轮。除捕手外，每位队员投球2轮，

即10x2=20轮。当一名投球手由于受伤或生病不能完成一轮时，教练应当选派第9名或第10名指

定投球手完成剩余的投球/轮次。 
b. 所有投球必须带有越过手臂的行动。 
c. 一场比赛将在两个击球局结束后，由获得 高团队得分的一方获胜。团队得分计算方法

是，团队跑动总分除以在20轮中失去的门柱数。 
 如果发生团队得分相同的情况，获胜方应是： 

1) 失去门柱数 少的一队 
2) 获得6分球 多的一队 
3) 获得4分球 多的一队 
4) 给予 少附加分的一队 
5) 如果两队仍旧相同，将通过投硬币决定获胜方 

 
规则3：比赛的监控 

a.比赛开始前，根据比赛规则，应指定两名裁判绝对公正的主持比赛。 
b.在比赛过程中，没有双方教练同意，不得更换裁判。 
c.裁判应是比赛是否公正的唯一裁决人。 
d.在所有争议中，主裁判的决定是 终决定。 

 
规则4：替补队员 

a.替补队员可以在比赛中发生运动员受伤或生病的情况时上场。 
b.替补队员可以在被替换队员的位置上击球和投球。 
c.没有对方教练的同意，替补队员不得作为捕手上场。 
d.队员受伤时，允许使用替跑。 
e.已登记上场队员迟到时，可以使用替补队员；但替补队员不得击球或投球。 

 
规则5：坏球 

a. 以下情况被视为发生坏球-- 
1) 球被投出，投球过程中手臂伸直或弯曲。如果整个投球过程中手臂一直弯曲，则该

球是一次合理投球。裁判必须对投球的绝对公正完全满意。 
2) 在投球点，后脚在投球 / 返回区域线上或线外。 



3) 球在到达击球手可触及范围之前反弹超过两次。 
4) 在投球点，击球手身后的腿侧区有超过两名外野手。在线上被认为半犯规。 
5) 击球手正在击球或击球之前，一名外野手或外野手身体的一部分进入板球场。 
6) 投球手未告知裁判，即变换跑动方式或方向，例如，绕三柱门投球，变成过三柱门

投球。裁判必须让击球手知道所有这类变换。 
7) 捕手在柱门前接到球，球并未接触击球手或他们的球拍。 
8) 球投出后，捕手不能用手套挡在柱门线前。 

b. 一次坏球击球方即获得附加两次“跑动”，加上击败这次坏球的跑动分数。 
c. 多可以重新投球2次[一轮 多8球]。 
d. 击球手只有因截杀（run-out）或干预（interference）才能出局。 

 
规则6：场地布置 

a. 击球手身后腿侧区[侧面] 的外野手不能超过两名。 
b. 击球手击球结束之前，靠近三柱门的外野手不能以干扰击球手的方式移动。 
c. 球一旦离开投球手的手，并向投球线前方移动，则视为该球已投出。 
d. 击球手完成击球或击出球之前，除投球手以外，外野手或外野手身体的一部分不得进入

球场或球场延伸区域。 
e. 如果违反a，b，c，d中任何一条，裁判应宣布“坏球”。 

 
规则7：记分 
 “跑动”可按以下规则记分： 

a. 球未落地前，击球手在击球线和跑动线之间每穿过一次计为一跑，即一分。 
b. 传出场外计为“跑动”。 
c. 当球直接出界或被击打出规定的边界，相应计4分和6分。 
d. 坏球或偏球（wide）计两个奖励跑。 

 
规则8：偏球 

a.如果球穿过击球线时，没有触及击球手的球拍或身体，并触及三门柱的任意一侧所画的

线，应当视为偏球―― 
1) 球经过击球手的违规侧，并且在球场标记的违规线上或相距违规线很远之处。 
2) 球经过击球手的腿侧，并且在球场标记的腿侧线上或规侧线外。 
注意，球必须清楚经过击球手的腿侧；并且任何经过击球手与三柱门之间的球不是偏

球。 
3) 球穿过击球线时，高出击球手正常姿势时肩膀高度，或高出击球手直立姿势时胸部

高度。 
b. 偏球不计为一轮的一部分，并应在击球分上加2分。 
c. 击球手出局仅在以下情况发生：误击三柱门，截杀，持球撞柱，手持球，或阻碍防守。 
d. 偏球应计为坏球――见规则5：8b和8c项。 

 
规则9：请求出局 

a. 除非对方球队提出请求，裁判不得判决击球手出局。此类请求必须立即提出。 
b. 请求应包括各种形式的出局。 
c. 请求必须以向裁判口头提问的形式提出。 
d. 裁判的决定具有 终效力。裁判可以更改决定，条件是此类更改是立即进行。 

 
规则10：击中三柱门出局 

a. 如果球、击球手或击球手的球拍，将一根或两根横木从柱门上击落，则击球手“出局”。

横木移动不构成出局。 



b. 判定击球手“出局”，柱门必须在击中前直立。无论击落一根或两根横木，柱门只要直

立就始终有效。如果横木在球投出后被击落，可以再次击中柱门，且击球手被判出局。 
 
规则11：出局 
每次投球应只有一名击球手出局。 
b.击球手有以下几种出局方式： 
1)击杀 
投球手投球击中击球手方的柱门，将一个或两个横木击落。球在击中柱门前可以碰到击球手或

球拍。 
2) 接杀 
a) 任何碰到球拍的球，或者碰到持球拍的手后[手腕以下]，没有弹地而直接被外野手接住。如

果球碰到球拍前或后立即碰到击球手，仍判击球手出局。 
b) 除非直接击出6分，否则外野手可以将击球手接杀出局。如果球碰到外野手身体后完全出界，

应计6分，击球手并不“出局“。 
c) 如果外野手接住球后跑出边界，击球手应判“不出局”并计6分。 
注意：如果球击中陪跑员的球拍或身体后球被外野手接住，击球手应判“不出局”。 
3)持球撞柱 
击球手可能“被困”在外，捕手接到板球并击倒三柱门，而击球手不在自己区域。如果捕手在

柱门前且在柱门区域内接到板球，将是一个“坏球”，而不能计为持球撞柱。如果球已经击中

击球手或击球手的球拍，捕手只能在柱门前接球。 
4)截杀 
当球是活球的任何时候，如果外野手击倒三柱门，而击球手不在自己区域内，击球手可能被截

杀。只有当击球手[手中的]球拍或身体的一部分在击球手一方或投球手一方的击球/投球线后面

触地时，击球手才是安全的。 
5)腿截球 [L.B.W.] 
如果，根据裁判的意见，球被投入三柱门区域内，击球手未尝试击球，并且如果球没有首先击

中击球手的腿[L.B.W.]，球本应会击中三柱门，那么，击球手应判因腿截球出局。 
6)误击三柱门 
在球投出后，当击球手的球拍或身体击中三柱门时，应判击球手出局。如果击球手在返回击球

线时击倒三柱门，不论是否跑动，击球手不出局。 
7) 干预 
以下情况应判击球手出局： 
a) 在球投出后，他们故意对球干预。 
b) 他们故意阻碍外野手的防守；牢记外野手拥有球道权，前提是外野手是在正当防守。 
注意：如果任何选手故意危及对方选手的安全，不考虑球道权规定，选手将根据“犯规与罚球”

规则处理。 
 
规则12：犯规与扣分 
a. 选手或球队官员如果做出任何不文明语言、与裁判争执、不当粗暴比赛、浪费时间、损坏设

施、不符合运动家精神的行为或姿态，将立即扣除5分。运动员未能遵守裁判的要求可以导致选

手被逐出球场和/或比赛，甚至再扣除5分。 
b. 如果犯规性质上升到裁判再也无法控制比赛局面时，比赛可以停止或判定任何一方获胜。 
c. 所有扣分均从球队的击球分中扣除。 
d. 教练和队长在比赛全程中，有责任保证遵循比赛精神和规则范围进行比赛。 
e. 裁判是比赛是否公正的唯一判定人。 
f. 如果发生不公正比赛的情况时，裁判应当出面干涉，无需球队请求。在此类干涉期间，球应

当是“死球”。 



g. 裁判有权利终止比赛，如果他们认为球场外的情况不益于比赛的竞争精神。只有当这些条件

均满足时才能重新开始比赛。 
h. 有关所有当事人执行的扣分应受到管理层/比赛委员会的管辖。 
 
规则13：冠军得分 
结果和得分系统将由组织委员会或比赛委员会决定。 
 
规则14：比赛区域分布和尺寸 
a. 三柱门是在投球线、击球线和返回线之间的区域。 
b. 柱门应相同大小，且为了避免板球穿过，柱门尺寸应足够大。柱门顶端距离地面应为71.1厘
米。 
c. 横木应长11.1厘米，放置后不应超过柱门1.3厘米以上。 
d. 两组三柱门，每组22.86厘米宽，由三根柱门组成，顶端放置两根横木，相对扎入地面，相

距20米 / 22码。 
e. 三柱门线应在两端按照柱门进行标记，宽度应为1.83米，柱门在中间，两端的中央柱门应相

距20米 / 22码。 
f. 白线是边界线标记的后方边缘，应位于两端三柱门线的前面并于三柱门线平行。其后边缘应

距离柱门中心1.22米。在击球手一端，击球线应从三柱门一边延伸到另一边，称为击球线。在

投球手一端，应与三柱门线长度相同，成为投球线或前脚线。 
g. 两端的返回线应与三柱门线呈直角，并且应从三柱门线延伸到白线。使用返回线标记情况时，

应在标记的内侧边缘。使用对比清晰的球场颜色时，可以是球场的边缘。 
h. 所有选手必须遵守比赛规定和规则。 

 
图： 
白线 
投球线 
返回线 
 



规则15：比赛基本规则 
a. 球队名单必须比赛之前登记，除非发生伤害 / 疾病名单不能更改，并且得到对方教练 / 队
长的同意。 
b. 边界线数值应遵照板球规则规定。 
c. 比赛用球将由组织 / 比赛委员会决定。 
d. 建议所有球员穿戴以下比赛制服和保护性设备-- 
1) 球员应穿着他们标准的板球制服 
2) 建议穿长裤 
3) 必须穿合适的运动鞋 
4) 击球手必须穿戴板球护胫，捕手必须穿戴捕手护胫 
5) 出于健康和安全考虑，男子球员击球时必须穿戴保护套/护腹，女子球员击球时必须穿戴保

护性护胸垫。 
6) 击球手必须戴击球手套，捕手戴捕手手套 
7) 建议所有击球手佩戴保护头盔 
 



 
裁判手势 
 

 
 
 
新球 
启用新球。旧球至少被投出80轮后，由防守方决定是否启用新球。 
 
出界六分球 
球没有落地而直接击打出界，得六分。 
 
无接触得分 
击球手、三柱门和捕手均未碰到球并使击球手能够跑动而得到的分数。跑动得分将计入击球总

分，但不计入击球手个人得分。 
 
出局 
可怕的手势。毫无争议，击球手必须离场。 
 
死球 
在几种情况下球被认为“死亡”（静止不动），包括在捕手手中时，当击球手出局时，以及当

球落入击球手衣服中时。 
 
短跑 
由于击球手未回到界限线时不被允许的跑动。 
 

后一小时 
裁判是计时员， 后一小时尤为重要，因为在 后一小时中至少投出20轮球。 



 
触身得分 
球击中击球手的身体或腿部而得到的分数。击球手必须曾试图击球。触身得分是一种“附加分”。 
 
出界四分球 
球落地反弹后出界，得四分。 
 
偏球 
投出的球距离击球手击球位置太高或太远。击球方计一分，并且必须再投一球。 
 
坏球 
(文本未完成) 
 
板球技能测试—简介 
在进行赛前分组比赛前，项目组织人员应收到每个参赛球队的板球团队积分 
 
板球团队积分根据板球技能测试的八个 高个人得分的平均分计算得出 
 
板球技能测试将包括五项技能测试— 
击球 
投球 
防守—抛球 
防守—接球 
防守—停球 
 
理想情况下，这些板球技能测试应在板球场地上进行，球员们穿戴齐备，并配戴合适的板球设

备。 
 
板球制服—所有球员应穿着短裤或长裤、衬衫和运动鞋；也可选择配戴板球/棒球帽。 
 
板球=实际大小的板球2或4个，重156至163克，5 1/2 至 5 3/4盎司。 
 
安全：当球员击球时，他们必须两腿均配戴击球护胫，击球手套，以及男子的保护套/护腹和女

子的护胸。 
 
可选择配戴板球头盔，但是在击球方面对快速投球手时，应向所有击球手提供头盔。 
 
作为防守捕手的选手—抛球测试应配戴全套保护装备。 
 
板球技能测试 
1. 击球 
我们希望看到击球手： 
a. 跑动时注视投球手 
b. 投球手即将投球时举起球拍 
c. 双脚移到击球位置 
d. 球拍移向球 
e. 击球 
 
2. 投球 



我们希望看到投球手： 
a. 平稳跑动到投球线 
b. 合法投球，不论是投球动作还是前脚的摆放位置 
c. 准确的向另一端的三柱门投球 
 
3. 防守 
我们希望看到防守的三种不同技能 
a. 抛球—准确性和距离 
b. 接球—腰部高度的接球和吊高球的接球 
c. 停球 / 边界线防守—三种不同距离滚来的球 
注意：每项技能测试有六项成绩 - 每项成绩 高3分。 
 
技能测试 高分=18分 
共有5项技能测试，每项 高18分。个人总分 高分=90分。 
 
板球技能测试1—击球 
 
击球技能测试的描述 
1. 测试开始前，应告知球员你希望看到的三种技能是什么= 
a. 举起球拍，移向球 
b. 移动双脚 
c. 击球 
2 .测试员/投球手—站在投球线上—将向穿着全套板球装备站立在线上的击球手“抛出”6球。 
3. 每次投球前，测试员将询问击球手“准备好了吗？”进行确认 
4. 抛出的每个球应在击球手前方 多3米处落地。任何没有在指定区域落地的球将不被计入击

球手必须接住的6个球之一—见图 
5. 球速不应过快或过慢—但应模拟比赛中“中等球速投球手”的投球速度—见图 
 
击球得分表 
得分  技能 
3   投球后举拍，移动双脚，向球的方向挥拍，并击中球 
2   投球后举拍，移动双脚，向球的方向挥拍，但未击中球 
1   向球的方向挥拍，并击中或未击中球 
0   未动球拍和双脚，未挥拍 
注意：击球手如果没有移动双脚，仅挥动球拍不能得3分或2分。本技能测试中脚步移动是基本

要素。 
 
 
击球技能测试图 
投球手可以从三柱门右侧或左侧投球，在投球线内。 
 



 
图： 
击球手 
球落地区域 3米 
测试员/投球手 
 
球以中等速度投出 
球落地区域 
 
x -不正确 
✓  -正确 
 
 
板球技能测试2――投球 
投球技能测试的描述 
1. 测试开始前，应告知球员你希望看到的三种技能是什么= 
a. 平稳跑向投球线 
b. 合法投球动作及合法投球 [教练应向球员进行展示] 
c. 准确投向另一端的柱门 
 
2.各个特奥运动成员间采用的板球场长度可能不同，但理想情况应在18至20米之间。 
 
3.目标三柱门的描述： 
a. 在目标三柱门，距离三柱门两边0.5米和1米处放置锥形标志物或粉笔线――为柱门两边各标



出1米的目标区域。 
b. 见图 
 
注意1：测试员/裁判将位于常规裁判位置――一个位于投球手方柱门后，另一个位于击球手方

垂直于柱门处，这样他们可以同时观察球经过击球手柱门时的线路和高度。 
 
注意2：内部区域＝柱门两边锥形标志物/粉笔线内0.5米区域 
外部区域＝柱门两边锥形标志物/粉笔线内1米区域 
 
投球得分表 
得分 技能 
3   不超过2次反弹，且球 终落在内部区域[柱门两边0.5米区域内] 
2   不超过2次反弹，且球 终落在内部区域[柱门两边1米区域内] 
1  不超过2次反弹，且球 终落在外部区域外 
0   3次或以上反弹，且/或球 终落在外部区域外 
 
注意：一名优秀的板球手大多数投球应得2或3分；得分为0者可能不具备参加板球比赛的必要

技能。 
 
问题：我们对直投球如何评价？ 
回答：直投球是合法投球*，但很危险，如果是投向击球手的头部和上半身方向 
* 直投球是否合法或危险将由技能测试员判定，测试员将站在投球方的裁判位置 
 
投球技能测试图 
投球手可以从三柱门的右侧或左侧投球，在投球线内。 
 



 
 
图： 
投球方 
裁判/评分员 
投球方 
0.5米 
 
 
板球技能测试3――防守－抛球 
防守――抛球技能测试的描述 
1. 板球中需要两种基本的抛球类型＝ 
a. 附近的外野手短距离准确抛向捕手 
b. 从外野长距离抛向捕手或另一名靠近的选手 
 
2. 名选手将被要求展示三次准确性抛球，和三次距离测试抛球 
 
3. 准确性技能测试 
a. 距离三柱门15米处，一名穿戴全套保护装备的捕手站立在中央圆的中间，外野手将抛球三次，

由捕手接球――见图。 
 
准确性得分表――见图 
得分 技能 
3  球抛至捕手手套中，并且球是在手臂距离内被手套接住/碰到，脚没有向球的方向移动

＝1区 
2   球抛至捕手手套中，捕手向三柱门左侧或右侧移步不超过一步，并接到/救回/停住球＝



2区 
1   球抛至捕手手套中，捕手向三柱门左侧或右侧移步两步，并救回球＝3区 
0 球完全没有碰到捕手的手套，或非常偏离捕手――3区外 
 
防守――抛球技能准确性测试图 
 

 
 
内圈：半径1米 
中圈：半径2米 
外圈：半径3米 
第三次抛球 
第二次抛球 
第一次抛球 
15米 
2米 
3米 
1米 
 
捕手 
1分 
2分 
3分 
 
4.距离技能测试 



a. 采用40°弧线抛球范围，并标记20米、30米和40米弧线――见图 
b. 从场地线后面，球员可以站在线后，或跑动到线后，将板球向前在40°落地区域内抛得尽可

能远。 
 
距离得分表[仅男子]――见图 
 
得分 技能 
3   球在40米线外落地――超过3区 
2   球在30米和40米线之间落地――3区 
1   球在20米和30米线之间落地――2区 
0 球在抛球线和20米线之间落地――1区 
 
注意：一名优秀的板球手大多数抛球应得2或3分；得分为0者可能不具备参加板球比赛的必要

技能。 
 
防守――抛球技能距离测试图 
抛球手将在3x2米区域内抛球三次，将球抛得尽可能远。 
 

 
 
图： 
2米 
3米 
20米 
30米 
40米 
40米 
30米 
20米 



1分 
2分 
3分 
 
板球技能测试4――防守－接球 
 
防守－接球技能测试的描述 
1. 板球比赛中有两种基本类型的接球＝ 
a. 捕手和附近的外野手通过移步在腰部高度附近的接球。 
b. 在外野接住高弧线球 
 
2.每名选手将被要求展示在腰部高度的三次接球能力，球将从5米以外在臂下掷出。 
 
3. 每名选手将被要求展示在空中高弧线抛给他们的三次接球能力，球将在臂下掷出距离地面10
至15米的高度。 
 
4. 每次抛球前，测试员将询问外野手“准备好了吗？” ，以确认外野手是否准备接球 
 
接球得分表――见图 
得分 技能 
3   注视球，在球后方移动身体，双手准备接球并接住球 
2   注视球，在球后方移动身体，但球落地 
1   试图接球，但球落地 
0 没有移动，注视或接球动作 
 
注意：一名优秀的板球手大多数接球应得2或3分；得分为0者可能不具备参加板球比赛的必要

技能。 
 
防守――接球技能测试图 
 
球抛出到接球手头部上方，接球手从3米圈后方开始接球。 
测试员将从15米线处以前臂抛球。 
球从5米线处抛出到接球手腰部高度，接球手开始位置在2米圈中央。 
 



 
 
5米 
15米 
2米 
3米 
外野手开始位置 
固定防守位置 
 
板球技能测试5－防守－停球 
 
防守－停球/边界防守技能测试 
1. 每名球员将被要求干净的停住从10米、20米和30米三个距离处沿地面向他们滚来的各2球。 
2. 测试员将通过臂下动作，沿地面向外野手滚出球――测试员将位于抛球框内，外野手在 初

10米、然后20米， 后30米弧线上站立。 
3. 每个球的滚动速度必须保证抵达外野手时球仍保持滚动，从而让外野手能够展示他们干净停

球的能力。 
4. 外野手停住球后，教练还可以鼓励他们将球准确抛回测试员或捕手。 
 
停球得分表 
得分  技能 
3 身体在球后方，当球沿地面向他们滚来时注视球并干净停球 
2 身体没有在球正后方，但干净停球 
1 身体没有在球后方，且停球和捡球表现出困难 
0  没有向球的方向移动，或根本没有停住球 
 



注意：一名优秀的板球手大多数停球应得2或3分；得分为0者可能不具备参加板球比赛的必要

技能。 
 
防守－停球/边界防守技能测试图 
测试员将从3x2米方框内滚出2球，运动员开始位于场地上三个位置之一（10米线内，20米线内，

然后是30米线内）。在10米线和20米线内时，运动员被告知模拟球被击出后他们试图收回球的

场景对球进行防守。在30米线内时，运动员被告知进行边界线防守。 
 

 
图： 
30米 
20米 
10米 
2米 
3米 
外野手开始位置 
外野手开始位置 
外野手开始位置 
 
 



 
 

特奥运动板球记分表 
 

击球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防守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击球队名称 第1轮 第2轮 第3轮 第4轮 总分 
           
#1          轮次 
          三柱门 
#2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3          轮次 
          三柱门 
#4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5          轮次 
          三柱门 
#6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7          轮次 
          三柱门 



#8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9          轮次 
#10          三柱门 
#11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投球手：  
 总轮次＝      
 总三柱门=      
 击球队得分＝ 轮次/三柱门 = 比赛获胜方 =  

 
队长：_________________ 比赛裁判：_____________ 队长：____________________ 
总教练: _____________       总教练：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