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18 年内蒙古农业大学第二届“阳光杯” 

新生篮球比赛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给大一新生打造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树立大一

新生的内练素质，展现大一新生的运动风采，我社协同体育教学部和

校团委特举办此次比赛活动。通过此次比赛，让同学们实现文化交流，

技艺融合。展示各自的风采，增强团队意识。通过比拼，展示篮球不

一样的精彩。 

篮球是一项运动量比较大的运动，在球场上跑来跑去，有时还有

激烈的身体对抗，因此在运动过程中就达到了强身健体的效果。经常

打篮球可以提高人们的力量、速度、灵敏、耐力等身体素质。以球会

友是篮球爱好者的一大乐事，篮球场上是对手和队友，篮球场下大家

都是兄弟，所以也才有这样一句话“无兄弟，不篮球”。 

现将《2018 年内蒙古农业大学第二届“阳光杯”新生篮球比赛规程》

印发给你们，望各学院按照本规程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做好组队、报

名和参赛工作。 

 

附件 1：2018 年内蒙古农业大学第二届“阳光杯”新生篮球比赛规程 

附件 2：2018 年内蒙古农业大学第二届“阳光杯”新生篮球比赛报名表 

 

内蒙古农业大学          共青团内蒙古农业大学 

体育教学部                   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20 日          2018 年 9 月 20 日 

 



附件一 

 

内蒙古农业大学第二届“阳光杯”新生篮球赛比赛规程 

一、 主办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体育教学部 

               共青团内蒙古农业大学委员会 

二、 协办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体育协会 

          内蒙古农业大学阳光篮球社 

三、 比赛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8 年 10 月 13 日——2018 年 10 月 16 日 

地点：内蒙古农业大学新区篮球场 

四、 比赛项目：学生篮球赛 

五、 参赛条件与报名： 

1、 报名时间：2018 年 9 月 26 日——2018 年 10 月 3 号 

2、 报名对象：全体大一新生 

3、 报名要求： 

（1） 此次比赛以学院为单位，每个学院出一支男生队伍(12)人，一

支女生队伍（5）人参加比赛。 

（2） 选拔身体素质好，身体健康并适宜参加篮球比赛的学生参加

（资审由各学院负责）。 

（3）涉及到国庆假期，纸质版报名表于 10 月 8 日之前必须交于负责

人马泽慧（微信同号）15047735016，闫欣 13948916436，李慧敏

15848112400）处。电子版报名表必须于 10 月 3 日之前发于邮箱。（邮

箱详情请看附件二） 



六、赛制  

男生进行 5V5 的比赛，女生进行 3V3 的比赛。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每个半场为 15 分钟，期间除暂停外不停表，暂停时长为一分钟。 

1.比赛方法（男子组） 

一队五人，其中一人为队长，候补球员最多七人。比赛分两节，每节

各 15 分钟，每节比赛可暂停一次，时长一分钟，除暂停外不停表。比

赛结束两队积分相同时，则举行延长赛 5 分钟，若 5 分钟后比分仍

相同，则再次进行 5 分钟延长赛，直至比出胜负为止。 

2.得分种类 

球投进篮框经裁判认可后，便算得分。3 分线内侧投入可得 2 分；3 分

线外侧投入可得 3 分，罚球投进得 1 分。 

3.进行方式 

比赛开始由两队各推出一名跳球员至中央跳球区，由主审裁判抛球双

方跳球，开始比赛。 

4.选手替换 

每次替换选手要在 20 秒内完成，替换次数则不限定。交换选手的时间

选在有人犯规、争球、叫暂停等。裁判可暂时中止球赛的计时。 

5.罚球 

每名球员各有 4 次被允许犯规的机会，第五次即犯满退场。且不能在

同一场比赛中再度上场。罚球是在谁都不能阻挡、防守的情况下投篮，

是做为对犯规队伍的处罚，给予另一队的机会。罚球要站在罚球线后，

从裁判手中接过球后 10 秒内要投篮。在投篮后，球触到篮框前均不能



踩越罚球线。 

6.违例 

大致可分为（1）普通违例：如带球走步、两次运球(双带)、脚踢球(脚

球)或以拳击球。（2）跳球违例；（3）跳球时的违例：除了跳球球员以

外的人不可在跳球者触到球之前进入中央跳球区。 

基本规则二 

（1）24秒钟规则：进攻球队在场上控球时必须在 24 秒钟内投篮出手， 

（2）8 秒钟规则：球队从后场控制球开始必须在 8 秒钟内使球进入前

场。（对方的半场） 

（3）5 秒钟规则：持球后，球员必须在 5 秒钟之内掷界外球出手。  

（4）3 秒钟规则：分为进攻 3 秒和防守 3 秒。进攻 3 秒：进攻方球员

不得滞留于 3 秒区 3 秒以上；防守 3 秒：当某防守方球员对应的进攻

方球员不在 3 秒区或者 3 秒区边缘、且彻底摆脱防守球员时，防守方

球员不得滞留禁区 3 秒以上。 

（5）侵人犯规：与对方发生身体接触而产生的犯规行为。 

（6）技术犯规：队员或教练员因表现恶劣而被判犯规，比如与裁判发

生争执等情况。 

（7）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球员做出的不体现运动员精神的犯规动作，

比如打人。发生此类情况后，球员应立即被罚出场外。 

（8）队员 5 次犯规：无论是侵人犯规，还是技术犯规，一名球员犯规

共 5 次必须离开球场，不得再进行比赛。 

（9）违例：既不属于侵人犯规，也不属于技术犯规的违反规则的行为。

https://www.baidu.com/s?wd=%E5%B8%A6%E7%90%83%E8%B5%B0%E6%AD%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8%A4%E6%AC%A1%E8%BF%90%E7%90%8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B7%B3%E7%90%83%E8%BF%9D%E4%BE%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8E%B7%E7%95%8C%E5%A4%96%E7%90%8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主要的违例行为是：非法运球、带球走、3 秒违例、使球出界、用脚踢

球。 

（10）队员出界：球员带球或球本身触及界线或蚧线以外区域，即属

球出界。在球触线或线外区域之前，球在空中不算出界。 

（11）干扰球：投篮的球向篮下落时，双方队员都不得触球。当球在

球篮里的时候，防守队员不得触球。球碰板后对方不得碰球，直到球

下落。 

（12）被紧密盯防的选手：被防守队员紧密盯防的球员必须在 5 秒钟

之内传球，运球或投篮，否则其队将失去控球权。 

（13）球回后场：球队如已将球从后场移至前场，该球队球员便不能

再将球移过中线，运回后场。 

 

2/16 

比赛规则:（女子组） 

比赛使用淘汰赛赛制，双方在 10 分钟之内谁先得到 11 分者胜出，如

果 10 分钟过去，没有决出胜负，就按时间计算，10 分钟之内，得分

高的胜出。比赛中，进一颗二分球或者罚篮都算一分，进一个三分球

算二分。 

3/16 

比赛开始，双方以掷硬币的方式决定发球权 。 

4/16 

比赛开始、投篮命中、及所有死球情况时，均在中圈后发球 ； 

https://www.baidu.com/s?wd=3%E7%A7%92%E8%BF%9D%E4%BE%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5/16 

每次投篮命中后，由对方发球。所有犯规、违例及界外球均在三分线

外发球。球发出前进攻方队员不得进入三分线内区域，发球时，防守

队员不许踏出三分线外区域。发球队员必须将球传给队友，不能直接

投篮 ； 

6/16 

守方队员断球或抢到篮板球后，必须迅速将球运（传）出 3 分线外，

持球人需双脚踩出三分线，方可组织反攻， 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将视

为违例，得分无效； 

7/16 

比赛中，每个队员一场比赛最多 3 次犯规（第 2 次犯规时裁判提醒）

罚出场。如果场边仍有替补队员，则可替换上场； 如果一队全场队员

被罚剩 1 人，则比赛终止，比分以 10： 0 记； 

8/16 

每个队累计犯规半场达 5 次后，该队出现第 5 次以后的侵人犯规由对

方执行1次罚球。所有在加时赛中出现的犯规累计在下半场犯规数中。

罚球执行结束后，转换发球权，如罚不中，比赛继续进行，获得篮 板

的一方无论攻守必须双脚踏出三分线；  

9/16 

替换球员必须向裁判申请，并且只能在死球的情况下进行替换；  

10/16 

比赛中出现任何问题，只能由双方队长负责与组委会成员沟通；  



13/16 

建议参赛球队在开赛前 15 分钟前到场登记；任意球队在比赛开始时间

10 分钟后未到场，则该队该场比赛弃权，该场比赛比分记为 11：0。

淘汰赛将视为出局；  

14/16 

常规比赛时间，每队可叫暂停一次，所有暂停停表。暂停时间为两分

钟。 

15/16 

 对无球队员犯规：比赛最后两分钟对无球队员犯规，则给予技术犯规

一次，被犯规队员一罚一掷。 

16/16 

 进攻三秒：进攻队员在无球或有进攻动作或意图的情况下在三秒区停

留时间超过三秒的话被视为进攻三秒，并进行交换球权的处罚。 

队员在场上，要无条件服从裁判判罚，若与裁判发生争执或肢体冲突，

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七、 奖励办法: 

1、 比赛男子组取前八名授予奖杯；女子取前四名授予奖杯； 

2、 设立“优秀运动员奖” 

3、 设立“体育道德风尚奖”单位 

4、 设立“优秀裁判员奖” 

八、 其他事宜 

1、 请各学院积极组队参加报名。 



2、 各学院领队要组织好本院参带队员在赛前的准备活动工作，以避

免伤害事故的发生。 

3、 各学院领队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领队会议召开时间另

行通知。  

4、 各学院安排专职人员做好医疗等后勤保障工作，确保本院参赛队

员的人身健康。 

5、 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体育教学部。 

注意：篮球比赛比较激烈，对抗性强，身体接触频繁，所以在比赛期间各学院务

必有组织管理本学院学生工作的教师人员在。 

（1）参赛的队伍最好统一服装且有编号，两只队伍应有所区别。    

（2）球员做出的不体现运动员精神的犯规动作，比如打人等，发生此类情况后，

球员将被罚出场外，如有滋事者可将其团队的该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3）比赛在计时员发出比赛结束终了信号时结束；在比赛时间即将终了前的投篮，

如在信号发出前球已在空中，投中有效。    

（4）弃权：比赛开始时，一方队员不足 5 人时，球赛不得开始。在比赛时间 15

分钟候后，参赛队未能到场或依然不足五人时，则由裁判判令该队弃权，由对方

球队获胜；一方球队因各种原因提出弃权时，则判定对方球队获胜。 

（5）如比赛出现队员受伤，立即暂停比赛，到有关工作人员处进 行伤口处理，

情况严重者请马上送往校医处。  

（6）在比赛中须尊重裁判、尊重工作人员、尊重对手、尊重队友。场上裁判有比

赛最终裁定权。、 

 



附件二 

第二届阳光杯新生篮球赛报名表 

学院： __________  领队：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 

学办主任签字电话及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性别 班级 联系方式 学号 

     

     

     

     

     

     

     

     

     

     

     

     

     

     

     

     

     

备注：请各学院负责人务必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之前将纸质报名表（学

院盖章签字）交到负责人马泽慧（微信同号）15047735016，闫欣

13948916436，李慧敏 15848112400处。逾期视为弃权。报名表填好后

电子版发至邮箱 187415652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