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棒球比赛（青少年组）
暨 2022 年上海市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上海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手曲棒垒运动中心

上海市棒垒球协会、有关区体育行政部门

三、协办单位：待定

四、竞赛日期：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月（待定）

五、竞赛地点：各区相关体育场馆及学校

六、参赛单位：本市各区

七、年龄组别

组别 年龄段 设项数 项目设置

A 04.9.1-07.8.31 1 棒球

B 07.9.1-11.8.31 1 棒球

C 11.9.1-14.8.31 1 棒球

八、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须具有中国国籍（包括港、澳、台），经医务部门

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赛。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 2022 年在本市有效注册的青少年运动

员，并持本人当年有效的《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卡》参赛。

（三）经市体育局、市教委共同认定的初中升高中非沪籍体育特

长生，于 2022 年 8月 26 日前办理注册手续的，可按沪籍运动员资格

参赛。

（四）本市优秀运动队在编运动员不得参加本次比赛。

九、参加办法

（一）每代表团各组别限报 1 支队，每队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

1-3 名，运动员 10-20 名（未满 10 名队员不得报名参赛）。

（二）市内交流运动员报名人数不得超过实际报名人数的30%（按

四舍五入计）,上场人数不得超过 2人。

（三）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报名参赛。



（四）各参赛单位需在组委会指定网站 www.aijingsai.cn（上

海青少年体育赛事网）进行网上报名(必须填写背号、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报名表需打印后加盖代表团公章、医务章，在规定时间内上

报组委会竞赛部（浦东新区泳耀路 300 号 10 楼）。

十、竞赛办法

（一）赛制：

1.3 队：双循环赛

2.4-5 队：单循环加淘汰赛。即单循环赛第 1 名对阵第 4名，第

2名对阵第 3 名，胜者进行 1、2名决赛；负者进行 3、4名决赛，未

进入淘汰赛的队伍为本次比赛第 5 名。

3.6-11 队

第一阶段，分 A、B 两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决出各小组名次；第

二阶段，首先进行小组前 2 名，小组 3、4名交叉赛，即 A1-B2，B1-A2；

A3-B4，B3-A4；胜者分别进行冠亚军和五、六名比赛，负者分别进行

三、四名和七、八名比赛。剩余队伍不再进行比赛。

4.12 队（含）以上队

第一阶段，分 A、B、C、D 四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决出各小组名

次；第二阶段，首先进行小组前 2 名交叉赛，即 A1-B2，B1-A2，C1-D2，

D1-C2，胜队分别依次为 E、F、G、H，负队分别依次为 I、J、K、L；

然后胜队交叉赛，即 E-H，F-G，胜者决冠亚军，负者决三、四名；

负队交叉赛，即 I-L，J-K，胜者决五、六名，负者决七、八名。剩

余队伍不再进行比赛。

5.各组别报名少于 3队，则取消该组别比赛。

（二）分组与编排

1.分组

（1）根据参赛队数分组

（2）采用按 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棒球锦标赛名次蛇形排列分组

的方式，如同区的两个名次，取较高名次参加排位，后序名次依次递

补排位；未参加上述赛事的球队，则按参赛单位汉语拼音首字母顺序

分列其后参与分组。

2.编排

http://www.aijingsai.cn


循环赛（包括分组循环赛）依据 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棒球锦标

赛名次，采用“1”不动逆时针旋转原则进行编排，未参加上述赛事

的球队，按照参赛单位汉语拼音首字母顺序分列其后参与编排。

循环赛中若有交流协议关系的球队，则相关球队将安排在循环赛

的首轮进行。

（三）积分与名次确定办法

1.单循环比赛中胜一场得 2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

弃权得-2分（A、B 组弃权球队为 0:7 负，C组弃权球队为 0:6 负），

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循环赛中若遇 2 队或 2 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按下列办法决定名

次：

（1）2队积分相等，按相互间胜负决定名次，胜者名次列前。

（2）2 队以上积分相等（含双循环赛 2 队积分相等，且胜负相

同），按相互间比赛失分多少决定名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相互

间失分相等，则按全部比赛失分多少决定名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

如仍相等，则按全部比赛残垒数多少决定名次，多者名次列前；如再

相等，则抽签决定名次。

十一、竞赛规则

（一）采用中国棒球协会最新审定的《棒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局数与时间

1.A 组：比赛为 7局或 120 分钟，有效比赛为 4局；

2.B 组：比赛为 7局或 90 分钟，有效比赛为 3 局；

3.C 组：比赛为 6局或 90 分钟，有效比赛为 3 局；

4.当上述比赛结束形成平局时，则：

（1）循环赛为有效比赛，双方各得 1分；

（2）其它赛制，则进行延长局比赛，但从延长局起，二、三垒

放置跑垒员，直至比赛分出胜负。

（三）领先规则

比赛中一方三局领先 15分或 15 分以上；四局领先 10分或 10 分

以上；五局领先 7分或 7分以上时，即可结束比赛。

（四）比赛不采用指定击球员



（五）特殊规定

1.攻守交换

三人出局或单局进攻队得 6分交换攻守。前四名淘汰赛三人出局

交换攻守。

2.投手规定

（1）每场比赛投手投球局数不得超过 3 局（投手踏板试投 1 球

即为 1 局），超过规定投球局数，按弃权处理。延长局投球局数不纳

入统计范围，但须符合规则有关上场比赛的规定。

（2）防守队每场比赛可以指导投手 2 次，如进行延长局比赛，

则每局指导投手 1次。教练员指导投手时，只允许对 1 名投手和 1名

防守队员进行指导，其他防守队员不得在场。

（3）C组投手不得投变化球

1）投手一旦投出变化球，除判“一球”外，还应向投手以及主

教练提出警告，若再投出变化球，则将该投手调离投手位置，且在本

场比赛中不得再担任投手。

2）若投手投出的变化球击球员未击或挥击不中，则继续比赛，

跑垒员可以偷垒，若偷垒失败，不判出局，但需返回原垒，死球。

3）若投手投出的变化球被击球员击出

① 若击球员或跑垒员出局，则攻队可以选择。即选择按投变化

球处理，判击球员“一球”，重新击球，其他跑垒员回到投手投球时

所占的垒位，或选择所形成的局面有效；

② 若击球员因各种原因安全进至一垒，垒上跑垒员安全进至下

一垒位或安全停留在原占垒位，则所形成的局面有效，不得选择。

4）若投手投出的变化球被击成界外球或击球员不合法击球，则

判击球员“一球”，死球，攻守行为无效。

3.击球员

击球后不得甩棒，比赛中第一次出现给予警告，若第一次甩棒裁

判认为影响防守，或造成严重后果可直接判出局；第二次开始即判出

局，死球，跑垒员回到投手投球时所占的垒位。

4.本垒规定

（1）跑垒员跑向本垒，防守队员在本垒没有传杀的情况下封垒，



判防守队员阻挡；

（2）当本垒发生攻守行为时，跑垒员必须滑垒，否则将被判出

局。

5.因雨、打雷、天黑中断的比赛，如达到有效局，则为一场正式

比赛；如未达到有效局，则封局择日继续比赛。未完成的整场比赛则

另行安排。

6.比赛中如遇天气或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不能按既定赛程将所

有比赛比完时，竞委会有权根据天气、疫情和比赛进程等情况变更后

续比赛方法和名次产生办法。

7.距比赛结束不足 5分钟（含），则不再新开一局，比赛结束。

8.除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外，所有参赛队都应准时到场比赛。凡

迟到 15分钟(含)以上判弃权。

十二、场地、器材、装备

（一）场地

1.投手距离

A、B 组：18.44 米；C 组：14.2 米。

2.垒间距

A、B 组：27.43 米；C 组：21 米。

3.本垒打距离

根据比赛场地情况确定本垒打距离以及是否设置本垒打围网或

本垒打标志。

4.比赛有效区

A、B 组不小于 8米，C 组不小于 5米。

（二）器材

（1）比赛用球：

A 组：功晖产硬式棒球；

B、C 组：上海棒垒球协会认定的 A型、C型软式棒球。

（2）球棒

比赛使用金属球棒，且须符合中国棒球协会最新审定的《棒球竞

赛规则》中有关球棒之规定。

（三）装备



1.护具

接手在比赛或练习时，都必须穿戴护胸、护腿和完整的接手头盔

（包括面罩）

2.头盔

准备击球员、击球员、跑垒员、进入跑垒指导区的运动员、教练

员（仅 A 组）都必须佩戴头盔，C 组必须佩戴双耳头盔。

3.服装与球鞋

（1）运动员必须穿着、佩戴统一的棒球服和棒球帽，上衣号码

清晰。

（2）跑垒指导区的两名教练员必须穿着、佩戴相同款色的运动

服和棒球帽，否则不得进场指挥。

（3）球鞋：比赛时运动员必须穿着胶底运动鞋。

4.危险饰品：运动员不得佩戴可能使自己或他人受伤的饰品上场

比赛。

十三、录取名次、计牌计分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八名，不足 8队参赛的，则按实际参赛队数

录取名次。

（二）有 6 队以上（含 6队）参赛的，前三名依次按 4金、2 金、

1 金计牌，前八名依次按 44、36、32、28、24、20、16、12 计分；

有 3 至 5 队参赛的，前三名依次按 3 金、1 金、0.5 金计牌，前五名

依次按33、27、24、21、18 计分。

（三）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按照本届运动会竞赛

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四、申诉和纪律

（一）按照本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对裁判员判罚的抗议，参照中国棒球协会最新审定的《棒

球竞赛规则》执行。

十五、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按照本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六、有关赛事防疫的要求

遵照市体育局最新版的赛事防疫指引文件要求执行。



十七、其他

（一）本次比赛已纳入国家体育总局 2022 年运动员技术等级赛

事名录（省级比赛），具体按总局最新发布的《棒球运动员技术等级

标准》中的省（市）综合性运动会标准执行，A 组为可申请运动员技

术等级组别。

（二）如本规程内容与本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或上海市体育局

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则以本届运动会总则或上海市体育局有关规定为

准。

（三）如本规程与《棒球竞赛规则》相冲突，以本规程为准。

（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