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手球比赛（青少年组）
暨 2022 年上海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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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手曲棒垒球运动中心

上海市手球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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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六、参赛单位：本市各区

七、年龄组别和小项设置

组别 年龄段 设项数
项 目 设 置

男 子 女 子

A 04.9.1-07.8.31 2 手球 手球

B 07.9.1-11.8.31 2 手球 手球

C 11.9.1-14.8.31 2 手球 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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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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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团各组别可报 1支队，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3 人，A、B组可报运动员 7-16 人；C组可报运动员 7-12 人。（不

足 7 人不得报名参赛）

（二）交流运动员报名人数均不得超过本组别实际报名人数 30%



（按四舍五入计）。

（三）参赛单位通过大会指定的网站 www.aijingsai.cn（上海

青少年体育赛事网）进行网上报名，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导出打印的报

名表加盖公章后，一式两份报大会组委会竞赛部（浦东新区泳耀路

300 号 10 楼）。

（四）技术会议、抽签仪式等会议具体时间地点由竞委会另行通

知。参赛队伍的领队、主教练无故不参加技术会议、抽签仪式及竞委

会召开的其它相关会议，将视情况给予该队伍领队或主教练停赛一场

或数场的处理（经竞委会批准的除外）。

十、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

1. A、B 组为七人制手球比赛，采用中国手球协会最新审定公布

的《手球竞赛规则 2016》及有关规定执行。

2. C 组为五人制手球比赛，采用中国手球协会最新审定公布的

《五人制手球竞赛规则 2020》，以下有关规定按照《2021 年上海市

小学生五人制手球开展方案（试行）》执行。

（1）不执行 5 上 5下规则；

（2）不执行全场紧逼规则；

（3）上下半场开始时是中线开球，进球后由守门员直接在球门

区内发球；

（4）不设固定守门员，比赛队员服装统一；

（5）队员罚出场的受罚时间为 1分钟；

（6）不采用《五人制手球竞赛规则 2020》中的竞赛场地。

（二）上场人数

1. A、B 组上场人数为 7 人，C 组上场人数为 5 人，各组别交流

运动员不得超过 1 人。

（三）比赛编排原则

1.不分组比赛时，参赛球队按照 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手球锦标

赛各组别比赛成绩确定球队位置。分组比赛时，参赛球队按照 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各组别比赛成绩进行蛇形编排分组，如各

组别同区获得多个名次的，取较高名次参加排位，后序名次依次向上

http://www.aijingsai.cn


递补。

如若未参加 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的球队为 1 队，则

直接排序在参赛球队位置的最后一位。未参加的球队超过 2 队或 2 队

以上，则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顺序（抽签方案和细则另行制定），依

次排在已确定球队位置后面。

2.所有单循环比赛均按照国际手球联合会规定的比赛编排方法

进行竞赛日程编排。

3.分组编排确定后，若互有队员交流关系的球队恰好分在同一组

别时，则该组别必须调整比赛轮次，将互有交流关系两支球队的比赛

调整至第一轮进行（涉及该轮次的其他比赛也必须相应调整）。

（四）比赛采用以下赛制：

1.各组参赛队为 3 支队，采用双循环的办法比赛，每场比赛须决

出胜负。如参赛队不足 3 支队，则取消该组别比赛。

2.各组参赛队 4—7 支队，采用单循环的办法比赛，每场比赛须

决出胜负。

3.各组参赛队 8—12 支队，采用分两组，进行预、决赛的办法比

赛，每场比赛须决出胜负。

（1）预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的办法进行比赛，分

成两组，排出各组比赛的名次。

（2）决赛（第二阶段）：预赛各组比赛前四名的球队进入决赛，

决赛采用淘汰赛的方式进行比赛，直至决出最后名次。

决赛（第二阶段）日程如下：

第一轮： ①A1-B4； ②A2-B3； ③A3-B2； ④A4-B1；

第二轮： ⑤A1B4 负—A3B2 负； ⑥A2B3 负—A4B1 负；

⑦A1B4 胜—A3B2 胜； ⑧A2B3 胜—A4B1 胜。

第三轮： ⑤负—⑥负 决 7-8 名；

⑤胜—⑥胜 决 5-6 名；

⑦负—⑧负 决 3-4 名；

⑦胜—⑧胜 决 1-2 名。

（3）各组第五名及以后的球队不再进行比赛。

4.各组参赛队达到 13 支队以上，采用分四组，进行预、决赛的



办法比赛。

（1）预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的办法进行比赛，分

成四组，排出各组的名次。

（2）决赛（第二阶段）：预赛各组比赛前两名的球队进入决赛，

决赛采用淘汰赛的方式进行比赛，直至决出最后名次。

决赛（第二阶段）日程如下：

第一轮： ①A1-C2； ②A2-C1； ③B1-D2； ④B2-D1。

第二轮： ⑤A1C2 负—B1D2 负； ⑥A2C1 负—B2D1 负；

⑦A1C2 胜—B1D2 胜； ⑧A2C1 胜—B2D1 胜。

第三轮： ⑤负—⑥负 决 7-8 名；

⑤胜—⑥胜 决 5-6 名；

⑦负—⑧负 决 3-4 名；

⑦胜—⑧胜 决 1-2 名。

（3）各组第三名及以后的球队不再进行比赛。

（五）单循环比赛名次决定办法

1.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如下办法计算名次：

（1）有关队相互间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有关队相互间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有关队相互间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全部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全部比赛的总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6）如再相等，则由抽签决定。

3.各组别单循环比赛中，所有比赛都必须决出胜负：全场比赛时

间结束若为平局则直接进行七（六）米球决胜，A、B 组每队各派 5

名队员进行掷罚七米球决胜；如 5 轮掷罚后仍为平局，则每队再各派

1 名队员掷罚，直到决出胜负。C 组每队各派 3 名队员进行掷罚六米

球，决定胜负；如 3 轮结束后如仍为平局，则每队再各派 1 名队员掷

罚，直到决出胜负。

4.A、B 组决赛阶段比赛结束时如为平局，则在休息 5 分钟后进

行一个决胜期的比赛。决胜期由 2个 5 分钟组成，中间休息 1分钟。



如一个决胜期比赛结束后仍为平局，则按照上述（3）方法掷罚七米

球决胜，直到决出胜负。

C组决赛阶段比赛结束时如为平局，将不再进行加时赛，每队各

派 3 名队员进行掷罚六米球，决定胜负。如 3 轮结束后如仍为平局，

则每队再各派 1 名队员掷罚，直到决出胜负。

（六）弃权规定

1.运动员（队）在报名后，因伤、病、疫情等特殊原因不能参赛

的，赛前应出具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病假单或相关书面证明，经代表

团盖章，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提交竞委会。该场比赛结果按照弃权方计

0:10 告负。

2.因迟到等原因不能按时（开赛后 15分钟内）参赛的运动员（队），

须提供相关证明，经竞委会确认后，该场比赛结果按照弃权方计 0:10

告负。

3.凡无正当理由弃权则取消该队本次比赛所有比赛结果，及该队

后续参赛资格，且不计名次，并通报该队所属代表团。

4.弃权队不得因弃权获得任何利益，并由仲裁决定是否需要执行

其它进一步处理措施。

（七）比赛时间、球队暂停

1.A、B 组上、下半时各 20分钟，中间休息 10分钟；球队暂停全

场 3 次。

2.C 组上、下半时各 12分钟，中间休息 10分钟；球队暂停全场

2 次，上、下半时各一次。

（八）比赛服装

1.各参赛队应准备至少三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守门员服装

颜色应和场上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的区别），上衣前后应有清晰的实

心号码并明细区别于服装颜色（胸前的号码至少 10 厘米高，后背的

号码至少 20厘米高）。

2.进入替补席的随队官员必须统一着装穿软底鞋或运动鞋。球队

官员服装颜色须与对方场上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3.按规定正确佩戴球队官员卡。

4.交流运动员上场须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统一提供的标识。



（九）比赛场地

1.A、B 组：比赛场地按《手球竞赛规则 2016》执行；

2.C 组：场地长为 28-34 米、宽为 15-18 米，球门区半径为 5米，

罚球线为 6 米。

（十）比赛用球

1. A、B 组：Molten 摩 腾（国际手联指定用球）2 号比赛用球；

2. C 组 ：Molten 摩 腾（国际手联指定用球）0 号比赛用球。

（十一） 球门

1.A、B 组：高为 200 厘米、宽为 300 厘米。

2.C 组 ：高为 180 厘米、宽为 260 厘米。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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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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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规定

1. 比赛中被判罚蓝牌（直接红牌加报告）的运动员，将停止下

一场比赛资格，并由仲裁委员会开会决定是否对相关运动员和运动队

给予追加处罚，追加处罚决定做出后立即执行。

2. 加强对替补区的管理，严禁替补席官员、运动员的非体育道

德行为，尤其是干扰、指责、谩骂、侮辱、殴打裁判员的行为，将对

此进行严格的升级处罚直至取消比赛资格加报告；对于未进入比赛名

单在观众席的球队随队官员、运动员的上述非体育道德行为，将对该

球队负责官员进行升级处罚。



3. 比赛时，队员如有穿着内衬衣或护袖、护腿、紧身服以及各

种护具等等，都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否则将会受到升级处罚。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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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有关赛事防疫的要求

按照市体育局最新版的赛事防疫指引文件要求执行。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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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球运动员技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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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准。

（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