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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體育文化節

暨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

競賽公告

為進一步推動高智爾球運動在全球的普及推廣，積極回

應國家十三五戰略，廣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帶動區域經濟

及體育、旅遊、文化、服務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濰坊安丘市

擬於 2016年 9月 23日-26日期間在齊魯酒地文化創意產業園

舉辦“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體育文化節暨中國（安

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現邀請國內外、海峽兩岸三地

高智爾球運動愛好者報名參賽，概況如下：

一、組織單位

指導單位：濰坊市體育局 濰坊市旅遊局

主辦單位：安丘市體育局 安丘市旅遊局

承辦單位：齊魯酒地文化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東睿智康高智爾球培訓中心

二、舉辦地點：齊魯酒地國際高智爾球專業訓練基地

（地址：山東省安丘市濰安路與齊魯酒地大道

交匯處西北）

三、舉辦日期：9月 23-26日（其中，24、25日為週末）

四、賽程安排：詳見附錄《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

邀請賽賽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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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勵辦法

本次比賽設團體賽，獎勵前四名，具體辦法如下：

團體賽：

第一名：獎金 36000元人民幣，頒發冠軍獎盃、獎牌；

第二名：獎金 20000元人民幣，頒發亞軍獎盃、獎牌；

第三名：獎金 16000元人民幣，頒發季軍獎盃、獎牌；

第四名：獎金 10000元人民幣。

六、參賽辦法

（一）參賽條件：所有高智爾球愛好者組建團隊均可報

名參加，無國籍、年齡、性別限制（身體健康、適宜戶外運

動者），男女可混合組隊。

（二）參賽人員

團體賽：本次大賽的團體賽實行七人制，以球隊為單位

參賽，參賽名額 64支隊伍，報滿為止。每隊設固定隊長 1名，

隊員 7人（含隊長），替補隊員限 1-2 人，每支參賽隊伍自

確認參賽開始，不允許再替換、增加替補隊員。本次團體比

賽，參賽者只能代表一個單位、一個組別參加比賽，不可重

複參加。

（三）競賽辦法

1、比賽規則：詳見附錄《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

邀請賽競賽規則》。

2、比賽場地設置：詳見附錄《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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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球邀請賽競賽規則》。

3、比賽賽制：

團體賽預報名，每支球隊7名隊員，每人掌一顆球，共

7顆球。

第一階段：團體賽小組循環賽，決出16強；（每場50

分鐘，16個小組，每組取第1名）

第二階段：團體賽小組循環賽，決出8強；（每場60分

鐘，4個小組，每組取前2名）

第三階段：團體賽淘汰賽，決出4強；（每場75分鐘）

第四階段：半決賽、決賽，爭奪冠、亞、季軍。（每

場90分鐘）

4、勝負判定及計分辦法：

4.1 小組循環賽：

4.1.1 在限定時間內使對方沒有活球為勝，得3賽制分，

輸者得0賽制分。

4.1.2 若比賽時間截止後，雙方都仍有活球，以扣分少

者為勝（扣分辦法：每個出局球扣3分，每個紅旗扣2分，每

個黃旗扣1分，下同），勝者得2賽制分，輸者得0賽制分。

4.1.3 若雙方扣分分數相同，則為平局，雙方均得1賽制

分。

4.1.4 按以上規則，若小組中有賽制分並列：

a. 比較並列球隊之間相互比賽的勝負，勝者排名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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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b.比較並列球隊勝出的比分差，比分差高者排名靠前；

c. 以上均相同，則進行5球5米賽（每隊每次各派5名

球員上場擲球，每人各擲1球，比較各隊5球擊中球數，擊中

球數多者為勝；若擊中球數相同，則重複上述過程，直至分

出勝負，下同）。

4.1.5通過以上賽制分計算，選出16組的第一名進入16

強。

4.2 淘汰賽、半決賽、決賽：

4.2.1在限定時間內使對方沒有活球為勝。

4.2.2當比賽時間結束後，雙方都仍有活球，以扣分少者

為勝。

4.2.3若雙方扣分分數相同，以犯規次數少者為勝；若犯

規次數相同，則進行5球5米賽。

5、參賽服裝：各參賽隊伍必須以隊為單位統一著裝，

穿運動鞋。

七、裁判員

7.1 為了比賽公平公正有序進行，本次大賽每個比賽場

地設一名主裁判員和一名裁判員助理，協助主裁判員執裁和

維持賽場秩序。

7.2 本次大賽的主裁判員實行持證執裁，必須持有世界

Wiser委員會頒發的三級/四級裁判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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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本次大賽的主裁判員的食宿、交通費用全部由大賽

組委會承擔。

7.4 根據國家相關標準，大賽組委會為本次大賽的每位

主裁判員補助120元人民幣/天。

7.5 為了整齊劃一，大賽組委會為本次大賽的主裁判員

統一免費定制裁判服。

7.6 本次大賽的主裁判員有相應的紀念禮品。

7.7 裁判員助理不享有以上待遇。

八、支持媒體：組委會新聞中心邀請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

省、市地方電視臺，各大主流報刊，網路媒體，自媒體等多

家媒體對本次大賽進行全程跟蹤報導和即時新聞發佈。

九、報名辦法

9.1 報名方式：各參賽隊填寫《2016中國（安丘）國際

高智爾球邀請賽報名表》（見附件），發送電子郵件至：

ruizhikangwiser@163.com

諮詢電話：0536-8229127

聯 系 人： 朱麗莉 18763601205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16年8月20日，64支隊伍報滿為

止。

9.2 參賽費用：各參賽隊免費報名參賽；參賽的交通及

食宿費用自理，需於8月20日前預交住宿定金200元人民幣/

間。（附：住宿標準）支付費用後獲得參賽確認單，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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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程式。

帳戶名稱：山東睿智康高智爾球培訓中心

開 戶 行：中國建設銀行濰坊新城支行

賬 號：3705 0167 9068 0000 0025

十、注意事項

1、參賽隊伍必須絕對尊重並服從裁判的判決；

2、參賽選手須遵守賽會紀律，服從大賽組委會的安排；

3、各隊須在比賽開始前抵達檢錄處檢錄，若比賽開始後

逾時10分鐘不到或人員不齊，視為棄權，對手自動晉級；

4、比賽結束後，參賽隊伍應儘快退場，確保下場比賽按

時開始；

5、若有異議，可進行合理申訴，不得在賽場爭執吵鬧；

6、若有惡意干擾、吵鬧並擾亂賽事進行者，裁判有權驅

逐該隊員離開比賽現場，不得繼續參賽，並承擔因此而產生

的一切後果。

7、本次大賽期間，各參賽隊和個人應自行辦理意外傷害

保險和意外醫療保險。

本規程解釋、修改權歸組委會所有，如有未盡事宜，

另行通知。

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體育文化節組委會

二0一六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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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

大賽組委會審定

2016年 7月

競

賽

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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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定於 2016年 9

月 23-26 日在中國山東安丘齊魯酒地國際高智爾球訓練基

地舉辦。大賽組委會結合本次賽事、場地地形等特點，根

據世界Wiser運動委員會頒發的《Wiser運動比賽規則手冊》

1.0版本編寫本規則手冊。改動部分已用★標出。

鄭重聲明：本規則手冊僅限於本次大賽使用。

由於時間倉促，若有錯誤，熱忱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

大賽組織委員會

二〇一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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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場地設置

1.1 場地設置★

1.1.1如圖所示，長 34米寬 22米的黃色實線矩形為週

邊線，長 24米寬 12米的綠色矩形為圍捕線，中間是長 12

米的中界線。週邊線向外 1 米處設置圍欄。

1.1.2 垂直法：若某球進攻或佈局時落入週邊線外

A/B/C/D 四個區域內，則垂直拉回到對面週邊線內邊線處。

1.1.3對角法：若某球進攻或佈局時落入 AB/BC/CD/DA

四個區域內時，則分別拉回到其對角的內角處，即

CD/DA/AB/BC 區域與週邊線的內對頂角處。

1.1.4球壓線：當球壓到週邊線 A/B/C/D 邊線或兩區域

交界線上時也算出線，按垂直法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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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當某顆球被其它球擊出週邊線，這顆球若仍為活

球，則放回原處。

1.2 裁判員

本次大賽每個比賽場地設一名主裁判員和一名裁判員

助理，協助主裁判員執裁和維持賽場秩序。★

第二章 出場

2.1球隊形式

2.1.1 團體賽每隊各 7 名球員，分別以 1-7編號，每人

掌 1顆球。

2.1.2每隊 1 號球員為隊長，在比賽過程中負責與隊友

協商討論比賽戰術。比賽時如果對記錄有疑問或異議時，

可由隊長代表該隊向裁判員或記分員提出徵詢，為維持賽

場秩序，其他隊員不得向裁判員或記分員詢問。

2.1.3 在比賽期間，如果隊長被出局，則由 2號接任隊

長，依次類推。

2.2 站位

七人制團體賽比賽前，每隊球員站立在自己相應隊的

發球線上，隊長固定為 1 號，站在中間位置。隊長兩側各

站三名隊員。從靠近裁判員站立的位置，球員號碼依序為

2-3-4-1-5-6-7，雙方球員位置以相同號碼兩邊對應而立。

2.3 出場

2.3.1 雙方隊長正步向前走到中線處，抽籤決定哪隊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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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小跑步回到原位。

2.3.2 雙方隊員正步向前走到中線處，互敬Wiser 禮，握手、

問好。小跑步回到原位。

2.4 擊球前站姿

打球前，球員必須站在自己球位置的後面。兩腳中的

一腳固定在球的正後方，作為固定腳，該腳的腳尖方向要

朝著準備擊球或佈陣的方向，腳尖、自己的球、對方的球，

構成“三點一線”，等拿起球準備打球時，這只腳就不能

移動或換腳。在球沒有擊出之前，後腳可以向後或側邊移

動，但不可以超過固定腳位置的水平線。

2.5打高智爾球的三個基本步驟

2.5.1 依標準站姿站好。

2.5.2 單手舉手示意裁判員準備打球，並報告要攻擊的

球號或要進行佈陣。

2.5.3 裁判員吹哨示意該球員打球後，該球員才可以拿

起球將球打出，否則視為犯規（但攔擊球員不包含在此規

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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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注意事項

1 每位球員要拿球前，必須確認球的顏色和號碼是

否正確。

2 任何球員拿球後準備擊球時，任何人不得從其前

面走過，不得故意阻礙球的前進，不得以聲音、言語或肢

體干擾該球員。

3 打球時，不需要按照球員號碼順序打球。

4 每隊每次進攻前討論時間限制為 1 分鐘。1 分鐘

內，隊員們可以集合到隊長身邊快速輕聲討論戰術，共同

決定由哪位球員擊球或將球佈陣至何處。

5 比賽時，當輪到該隊進攻討論戰術時，或站立的

位置阻擋到球的行進路線時，球員們可暫時離開自己球的

位置，但其它時間必須站在自己號碼球旁邊。

6 打球前，球員不可以移開球行進路線上任何障礙

物 (如樹枝或石頭等)。但球員和工作人員不能作為障礙物。

7 進攻時，如果球場中任何旗子擋住進攻球的路線，

進攻球員可向裁判員提出移動旗子位置的要求，經裁判員

同意後，插旗員可先將旗子換個位置或暫時拔起，讓進攻

球員進攻，等進攻完後再將旗子插回原位。

8 若擊球沒有擊中所報告的那個球，而是擊中同一

攻擊路線上的其他球，仍視為有效球。

9 每一場比賽，出局的球員不可以再進入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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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以與場上的隊員交流。

第三章 發球階段

3.1 發球規則

發球，即比賽開始時，球員第一次將各自的球擊出，

以達到佈陣的目的。

3.1.1裁判員宣佈比賽開始，由隊長下達發球指令，每

次每隊只限一人發球，雙方輪流把球發完。

3.1.2 發球時沒有一分鐘時間限制，也不需要按照每隊

球員號碼的順序發球。

3.1.3隊員們可以集合到隊長身邊快速輕聲討論戰術，

共同決定由哪位球員發球或發至何處，然後回到對應號碼

的發球線位置後，由隊長下達發球指令後進行發球。

3.1.4發球沒有固定的方向、路線和遠近，但在發球階

段，若球發到週邊線之外，發球無效，將球拿回原位，重

新發球。

3.1.5 發球時必需遵守以下規定：

團體賽：每隊至少要有 2 顆球，最多 5 顆球越過中界

線。

3.1.6 發球階段，兩隊不管擊中同隊或對方的球都為無

效，被擊中的球回復原位，然後發球者需將球拿回重新發

球。

3.1.7 等兩隊都發球完畢，第一階段“發球”結束。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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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宣佈雙方球員各就球位，球員應迅速移動到自己的號碼

球旁站好，準備進入下一階段“競技對抗”。

第四章 競技對抗階段

4.1 競技對抗目的

發完球後，由發球前抽中簽先發球的隊先進攻，接著

雙方輪流進攻。競技對抗的目的是將自己的球打出擊中對

方的球，把對方的球“關住”或讓它“出局”。

4.2 擊球

擊球是以瞄準擊中對方的球為目的，將自己的球用滾

動或拋射的方式擊中對方的球。

4.3 佈陣（又稱佈局）

比賽中，當沒有合適的攻擊物件時，除了擊球，還可

以佈陣，佈陣是一種比賽戰略上的考慮，將球打出佈陣到

特別的位置，以便下次進攻或誘敵。

4.3.1比賽中，除發球階段之外，每隊每次最多可以連

續佈陣三回合，第四次就必須進攻。進攻一次後(不論擊中

成功與否)，該隊佈陣累積次數便歸零再開始重新計算，該

隊又有連續三回合佈陣的機會。

4.3.2 當球員犯規後，該隊的已佈陣次數不清零，仍接

著犯規前的佈陣次數計算。★

4.3.3當球員進行第四次佈陣時，即使裁判員吹哨同意

發球，該球員仍屬於犯規。裁判員和記分員沒有權利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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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醒球員佈局次數，但是有義務回答隊長關於該隊已佈

局次數的詢問。★

4.4 競技球、初關、二關、出局

 競技球：即沒有被關住的活球，有進攻權，球

員可用競技球自由地擊球或佈陣。比賽一開始，所有的

球都是競技球。

 初關：當我方的競技球被對方的競技球擊中第

一次時，被擊中的球就被判“初關”，球不能動。插旗

員在該球旁插上黃旗。

 二關：如果被初關的球被擊中第二次，該球就

變成二關，插旗員在該球旁改插上紅旗。

 出局：如果被二關的球又被擊中第三次，該球

被判出局，該球球員必須拿著球馬上離開賽場，無權再

繼續參加此場比賽。

4.5 解救

若要解救一方被關住的球（不論初關或二關），其隊

友必須擊中對方“關”它的球。則被初關的球可被解救釋

放，被二關的球可解救為初關。

4.5.1 解救的優先順序：

 如果一顆球關住了對方多顆球，當這顆球被對

方擊中時，先被它關住的先被解救。

 如果一顆球沒有關住過對方任何球，當這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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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擊中時，可以用來解救：

1 被出局球擊中過的對方球。（此出局球的意思是：

關住我方球後出局的球）

2 因誤擊被關住的對方球。

4.5.2 已經出局的球不能被解救。

4.6 誤擊

當自己的球打中同隊隊友的球，稱為誤擊。

4.6.1誤擊的後果

凡誤擊者被判出局，而被誤擊的球視其原來的狀態而

有以下三種判決結果:

 假如原來是競技球，就被判初關，球旁插黃旗;

 假如已經是初關，就變成二關，換成插紅旗;

 假如已經是二關，就變成出局。

4.6.2 誤擊的解救

要解救因誤擊被關住的球，該球員的隊友就必需打中

對方沒有關住過我方球的任意球一次。例如：紅 3 球被誤

擊，此時對方的白 5球沒有關住過紅隊任何球，所以若紅

隊擊中白 5球，則紅 5球被解救。

但如果白 5 球已經關住了紅隊其他球，則先解救其他

球，不能解救紅 3球。

4.7 連擊

連擊即一次擊球，連續擊中多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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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連續擊中對方多顆球:皆為有效球，被擊中者都算

被擊中一次。

4.7.2 先擊中對方球，後擊中己方球：只要先擊中對方

球，則再擊中己方球不算誤擊。

4.7.3 先擊中己方球，後擊中對方球：判定為誤擊，後

面的攻擊無效，該球因誤擊出局。

4.7.4 先擊中對方球，這顆被擊中的球因被碰撞而滾動

又擊中其他球：當一顆球被擊中時，已經被判關住或出局，

則它又擊中任何球都無效。

4.8 佯裝進攻★

4.8.1 佯裝進攻即“假裝進攻、實際佈局”的行為，為

明確界定佯裝進攻行為，規定如下：

若進攻時，沒有達到進攻球與被進攻球連線的三分之

二處，則本次進攻判定為“佯裝進攻犯規”，換由對方進

攻；若進攻時偏離兩球連線左側或右側 15度角，則本次進

攻判定為“佯裝進攻犯規”，換由對方進攻。即下圖所示，

紅球為進攻球，白球為被進攻球，在 EFMN 範圍內,為有效

進攻，否則為無效進攻；若為有效進攻但擊中對方球後球

落到週邊線之外，則按規則 1.1拉回到相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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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注意：本規則中，“同一進攻路線”指進攻球左

右 15度角範圍，即三角形MNO 範圍內。

4.9攔擊

攔擊是指對方進攻我方的時候，我方採取的及時阻攔，

即攔擊球員用手中的球擊中進攻球。攔擊在比賽競技階段

中任何時候均可使用。攔擊可分:空中攔擊、正面攔擊和側

斜攔擊。

4.9.1 當對方要進攻的時候，喊出要攻打我方的球號碼

時，此時我方隊長可在裁判員吹哨之前，快速下出指令指

定某號球員實施攔擊。裁判員吹哨過後隊長不可下令攔擊。

4.9.2 在隊長發出指令 2秒後，攔擊隊員必須將球拿在

手上準備攔擊，如果超過 2秒沒有把球拿在手上，裁判就

判定不可攔擊。

4.9.3 如果對方進攻隊員球還未擊出，我方攔擊球員已

將攔擊球提前擊出，則我方球隊計犯規一次。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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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如果進攻球員擊出的球已經停止，或進攻球已經

超過它要攻擊的那一顆球，而攔擊球員還未將球擊出，則

攔擊球隊計犯規一次。

4.9.5 攔擊球擊中另一隊的進攻球後，則算攔擊成功。

但若沒有擊中要攔擊的球，意外擊中攔擊路線上對方的其

它球，同樣有效。如果攔擊球不小心擊中自己隊的球，同

樣屬於誤擊。

4.9.6 我方攔擊成功，則對方被攔擊的球立即被初關。

但不管攔擊是否成功，只要攔擊球員將球擊出，則該隊視

為進攻一次，接下來就仍由對方繼續進攻。

4.9.7攔擊時，除攔擊球員外，其餘所有場上球員可以

及時跑開，以防被攔擊球打中。

4.9.8為了避免混亂，只有隊長可以下達攔擊的指令。

4.9.9 有效攔擊的時機：是介於對方攻擊球員把球打出

去的時間開始到快接近但尚未擊中要攻擊的我方球之前都

可進行攔擊。

無效攔擊的時機：

（1）攔擊的球員比對方攻擊球員提前把球打出去;

（2）或等對方進攻的球停止後或已經超越過對方想要

攻擊的我方球後才把球打出去。

4.10圍捕線內競技

兩隊經過相互攻防後，當其中任何一隊只剩下一顆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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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球時，就要設定圍捕線，在圍捕線內進行競技。

4.10.1 重新定位線：各自發球線向內 1 米的位置。一

般為虛擬的線。

4.10.2 重新定位：場上球員將場上的競技球和被關球

帶著相應的旗子從原來的球位拿到各自重新定位線上任意

排列，重新定位。

4.10.3 重新定位完畢，雙方在圍捕線內繼續進行競技

對抗，擊球、佈陣的規則不變。

4.10.4 當任何一隊擊球時沒有打中對方的球而跑出圍

捕線外時要受處罰。處罰方式如下：

受罰球隊的重新定位線要向對方靠近一米，成為新的

重新定位線。並將跑出圍捕線的球拿回，放在新的重新定

位線相應位置。另外，該隊的位於新重新定位線後面的球，

也要移動到新重新定位線的相應位置，而原本就位於重新

定位線前面的球不用動。

4.10.5 當兩隊的重新定位線距離只有 12米時，如果兩

隊再有打出圍捕線的球時，都不必受處罰。

4.10.6 如果某一方球先擊中對方的球後跑出圍捕線，

該球隊不需要受重新定位線前進一米的處罰，但是出了圍

捕線的球需要拿回擊球前該隊重新定位線上的原位。

4.10.7 如果某一方球被對方球擊出圍捕線，該球隊不

需要因此受到重新定位線前進一米的處罰，出了圍捕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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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需要拿回原位。

4.10.8 在圍捕線內競技時，如果只剩下一顆競技球的

球隊，通過擊中對方球而解救了自己的隊友，則該隊就有

兩顆競技球，此時圍捕線取消，恢復第二階段繼續競技比

賽，直到其中一隊又剩下一顆競技球時，才要再次設置圍

捕線。

第五章 犯規種類及相應的處罰

5.1 標準罰則的犯規種類及處罰方式

標準罰則的犯規：按標準罰則進行處罰的違反規定的

行為。

5.1.1 拿起球後，固定腳移動位置、或更換固定腳、

或後腳尖超過固定腳腳跟的水平線。

5.1.2 比賽中任何時候腳踢到球。

5.1.3 未經過裁判員吹哨示意就拿起球。（攔擊不包含

在此規定內）

5.1.4 拿起錯誤的號碼或顏色的球打球（球員拿起錯誤

的球打球時，即使裁判員吹哨同意擊球，該球員仍屬

於犯規行為。）

5.1.5 擊中對方的球時，手沒有放開球。

5.1.6 未經裁判員同意，球員自行將旗子拔起或移動位

置，或移動球行進路線上的任何障礙物，（球員和工

作人員不算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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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輪到某隊進攻時，超過 1分鐘的討論時間限制，

該隊指定的球員還未報告準備擊球或佈陣。

5.1.8 對方進攻球員還未將球擊出，攔擊球員已將攔擊

球提前擊出。

5.1.9 對方進攻球員擊出的球已經停止或已擊中我方

球，我方攔擊球員還未擊出手中的攔擊球。

5.1.10 以肢體違規碰觸到持球者或故意在球的行進路

線上阻擋球的前進。

5.1.11 佯裝進攻。★

5.2 標準罰則

當犯規發生時―

 如果球尚未打出，犯規的隊伍將失去 1次進攻

的機會，換由對方進攻。

 如球已打出，且擊中對方球，算進攻一次，但

擊中無效。犯規打出去的球和被擊中的球皆需 放回 原

來球位，但如果誤擊，屬於有效，按照誤擊的規則判定。

接下來由對方進攻。

 如果球已打出，但未擊中對方球，算進攻一次，

打出去的球必需放回原球位。接下來由對方進攻。該犯

規球員下次進攻時，成功擊中對方球一次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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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特殊罰則的犯規

特殊罰則即當以下犯規行為發生時，不按照標準法則

處罰，而是按以下罰則進行處罰。

5.3.1特殊罰則的犯規種類及處罰

5.3.1.1 違例：超過連續三次佈局的規定。

相應處罰為：連續三次佈陣後，如果該隊第四次繼續

佈陣，該隊下一次成功擊中對方的球不算。如果第五次繼

續佈陣，該隊下兩次成功擊中對方的球也不算，依此類推。

5.3.1.2違例：比賽競技時，同隊有一人以上同時擲球。

相應處罰為：所有同時擲球的球員都算犯規:

 如犯規時，輪該隊進攻，其中一名犯規球員(由

裁判決定)被判下一次成功擊中對方的球不算。其他犯規

的球員則被判出局。

 如犯規時，未輪該隊進攻，所有犯規的球員則

都被判出局。

附錄:計分表使用說明

計分表版面：

計分表的版面分成 7 塊區域：A.比賽基本資料區，B.

打擊順序記錄區，C.出局之球記錄區，D.犯規記錄區，E.三

次布球記錄區，F.重新定位記錄區，G.終場紅黃旗數目。參

閱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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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區：比賽基本資料區

比賽基本資料區是用來記錄比賽的一些基本資料，包

括比賽雙方的隊名，比賽日期，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比

賽地點等等。裁判和記分員需要於比賽完畢後在此處簽字。

B區：比賽基本資料區

這一區塊是用來依照順序記錄擊球的過程。擊球的意

思是一個球擊中另外一個球。所有的擊球都需要記錄，包

括誤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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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者（“Striker”）欄是用來記錄攻擊方的球：目標

者（“Target”）欄是用來記錄被擊中的球。如果攻擊後並

未打中對方的球，就不需要記錄。

下面是一個擊球的順序的例子，用來說明如何使用這

個記分區塊。“S”欄代表的是擊球的順序號碼。

在 S1時間，白 3 擊中紅 5；

在 S2時間，紅 4 擊中白 1；

在 S3時間，白 2 擊中紅 6；

在 S4時間，白 7 擊中紅 2。

打叉“╳”表示消除（╳欄）

這個記錄區塊中的“╳”欄用來表示消除掉的事件。

一個消除掉的事件不會再對後面的比賽產生任何影響。下

列說明這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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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之中，在 S5時間，白 3球打中紅 6球，然後在 S6

時間，紅 4 球擊中白 3 球。由於在此之前，白 3 球曾關鎖

過若干紅球，因此它鎖住的第一個紅球，也就是在 S1時間

鎖住的紅 5，得到救援。接下來，S1 時間記錄的事件被畫

橫線消除，並且在╳欄位打叉，表示這個事件消除了，因

為這條記錄已經不會再對後面的比賽過程產生任何的影響

了。也就是說，下一次白 3 球若再被某紅球擊中。S1的這

條記錄將不再被考慮，而會從這條之下開始找尋因白 3 被

擊中而應該被救援的紅球。

“M”欄用來記錄誤擊

當某個球擊中自己隊友，稱為誤擊。當誤擊發生之時，

攻擊球立刻出局。下面的例子說明如何記錄這種狀況：

下圖之中，在 S7時間，紅 3 誤擊紅 4，因此，M 欄位

填黑或打鉤表示誤擊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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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被畫橫線消除，同時也被填入“出局之球”記錄區

內 如 下 。此 例 中 7 代 表 的 是在 S7 順 序 時 間點 。

C區：出局球記錄區

這個區塊記錄出局的球，包括被打擊三次的球和發生

誤擊的球。下面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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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白 6 球在 S5時間點被第三次擊中而出局。因

此，白 6 被記錄在“出局之球”記錄區上，出局的順序時

間點 S5也一起登記。然後，原先記錄白 6球被擊中的三條

事件，分別在 S1、S3 和 S5 時間點，均在此時被畫橫線打

叉消除，因為它們均不再對後面比賽產生影響。

D區塊：犯規記錄區塊

此區塊用來做球員犯規的記錄。每對犯規就記錄一次，

可以畫正字來記錄，終場時將犯規總數登記在下方格子裡

面。

E區塊：連續布球三次區塊

這個區塊可以用來記錄雙方連續布球次數。當一個隊

以布球代替攻擊時，就在一個格子內打勾。三個格子打鉤

代表連續布球三次。一旦攻擊動作發生，原來打勾的格子

就劃掉；下次布球再重新開始計算。

F區塊：重新定位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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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區塊用於記錄重新定位的次數。若白隊重新定位

一次，則在白隊方畫一個向右的箭頭，若紅隊重新定位一

次，則在紅隊方畫一個向左的箭頭。本區塊有上下兩排，

第一次設定圍捕線的重新定位線的移動記錄在上排。如果

第一次圍捕線取消，之後又第二次設定圍捕線，則可以在

下排記錄。本表可以可以記錄兩次圍捕線的設定。

G區塊：終場紅黃旗數目

在每一場終了時，登記每一隊場上插有多少紅旗和多

少黃旗，將旗子數登記在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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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

賽程安排表

時間 排程 備註

9
月

23
日

上午 06:00-12:00 各隊報到，辦理入住

下午

14:00-15:30 各隊領隊及裁判員賽前會議

16:00-17:30 開幕式

晚上 19:00-20:30 歡迎晚會（文藝表演）

9
月

24
日

上午 08:00-11:30 團體賽小組循環賽前三場 16 個小組，每
組取第 1 名，

決出 16 強

下午

14:00-17:30 團體賽小組循環賽後三場

16:00 以後 遊園活動

晚上 18:30 嘉年華

9
月

25
日

上午 08:00-11:40 團體賽小組循環賽
4 個小組，每
小 組 取 前 2
名，決出 8 強

下午

14:00-15:15 團體賽淘汰賽 8 進 4

16:00-17:30 團體賽半決賽

晚上 18:30 以後 遊園活動

9

月

26

日

上午

08:00-09:30 團體賽決賽

10:00-11:30 閉幕式（頒獎典禮）

下午 13:00 以後 各參賽隊返程

注：具體賽程以《2016 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參賽指南》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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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報名表

參賽隊伍名稱 報名日期

所屬單位（協會） 所屬地區

領 隊

姓名 電 話

郵箱 證件號

隊 長

姓名 電 話

郵箱 證件號

所需房間 類型 數 量

參賽隊員姓（含

隊長及替補）

性別 電 話 年 齡 證 件 號

報名須知：

1、報名表填妥後，和參賽隊員身份證影本，一起請以 方式回至： ；

2、組委會收到報名郵件，表格填寫完整無誤，將獲得比賽委員會的參賽編號，球隊完成住宿定金支付請

備註參賽編號，同時 組委會支付憑證；

3、組委會收到住宿定金後， 參賽確認單，即完成參賽報名程式，球隊憑參賽確認單報到；

4、參賽隊伍報到後領取“參賽證”，所屬人員憑“參賽證”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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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2016中國（安丘）國際高智爾球邀請賽住宿標準類別

類型 A 類酒店 B類酒店

標準 五星級標準，含雙早 商務酒店，含雙早

價格 228 元/間/晚 168元/間/晚

位置 齊魯酒地文化創意產業園內 安丘市里（齊魯酒地五公里以內）

示意

說明

1、房間為酒店客房示意圖，具體入駐以實際房型為准；為確保大賽順利進行，方

便通勤車接送，所有報名參賽隊伍需在上述兩種 A、B類酒店中選擇；

2、大賽組委會統一預訂上述兩類酒店，為節省參賽費用，優先預訂標準間（有特

殊需求者，單獨申報），參賽隊伍需於 8月 20日前預交房間定金，以確認參賽。

3、參賽者午餐及晚餐可根據需求選擇高、中、低端不同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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