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篮联三对三篮球规则 （2016 年 1 月版）
（注：1，国际篮球联合会所批准的篮球规则，适用于未在此三对三篮球规则中特别提及的所有情况,，
2, 如有歧义，以 fiba.com/3x3 发布的英文规则为准）

第1条
球场和比赛用球
比赛应在拥有一个球篮的三对三篮球场地上进行。标准的 三对
三篮球场地面积应为 15 米（宽）×11 米（长）。须具有标准
篮球场上的相应区域，包括一条罚球线（5.80 米）、一条２分
球线（6.75 米），以及球篮下方的一个 “无撞人半圆区”。可
以使用传统篮球场的半个比赛场地。
所有级别比赛统一使用 FIBA3x3 官方用球。
备注：基层比赛可以在任意场所中进行；如果场地带有标线，则
标线应根据场地条件做相应调整。
第2条
球队
每支球队应由４名队员组成（其中３名为场上队员，１名为 替
补队员）。
教练员不得进入赛场，不得在看台上指挥比赛
第3条
裁判员
比赛裁判员应由１名或２名临场裁判员，以及计时员和记录员组
成。
第4条

比赛的开始

4.1 比赛开始前，双方球队应同时进行热身。

4.2 球队以掷硬币的方式决定第 1 次球权的归属。获胜一方可以
选择拥有比赛开始时的球权或可能进行的决胜期比赛开始时的球
权。
4.3 每队必须有 3 名队员在场上才能开始比赛。
备注：第 4.3 条和第 6.4 条仅适用于国际篮联官方比赛（基层
比赛不强制执行）。国际篮联官方比赛是指奥运会、三对三 世
界锦标赛（含 U18）、地区锦标赛（含 U18）、三对三世界 巡
回大师赛、全明星赛等。
第5条

得分

5.1 每次在圆弧线以内区域中篮，计 1 分。
5.2 每次在圆弧线以外区域中篮，计 2 分。
5.3 每次罚球中篮，计 1 分。
第6条

比赛时间/胜者

6.1 一节常规的比赛时间为 10 分钟，在死球状态下和罚球期
间应 停止计时钟。在双方队员完成一次传递球时，重新开动计
时钟（进攻队员获得球的瞬间）。
6.2 在常规比赛时间结束之前，率先得到 21 分或以上的球队获
胜。该规定仅适用于常规比赛时间（不适用可能的决胜期比赛）
6.3

如果比赛时间结束时比分相等，则应进行决胜期比赛。决

胜期开始前，应有 1 分钟的休息时间。决胜期中率先取得２分的
球队获胜。
6.4 如果在预定的比赛开始时间某球队没有３名队员入场准备比
赛，则判该队由于弃权使比赛告负。如果比赛因弃权而告 负，
比赛得分应记录为 W-0 或 0-W （“W”代表胜）。
6.5 如果某队在比赛结束前离开场地，或该队所有的队员都受
伤 了和/或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则判该队因缺少队员使比赛告

负。在因缺少队员使比赛告负的情况中，胜队可以选择保留 该
队的得分或使比赛作对方弃权处理，在任何情况下因缺少 队员
使比赛告负的球队，得分应登记为 0。
6.6 某队因缺少队员告负或以不正当的方式弃权而告负，将取
消 该队在整个比赛中的参赛资格。
备注: 在没有比赛计时钟的情况下，由组委会决定比赛的时 长。
国际篮联建议采取与比赛时长一致的得分限制（10 分钟/ 10
分；15 分钟/15 分；21 分钟/21 分）。
第7条
犯规/罚球
7.1 某队全队犯规达６次后，该队处于全队犯规处罚状态。为
避免疑义，对应规则第 15 条，队员不因个人犯规的次数被逐出
场外。
7.2 对在弧线以内做投篮动作的队员犯规，应判给１次罚球.
对在圆弧线以外做投篮动作的队员犯规，应判给２次罚球。
7.3 对在做投篮动作的队员犯规，如果球中篮应计得分，并追
加 １次罚球。
7.4 全队累计第７、第８和第９次犯规总是判给对方２次罚球。
第 10 次及随后的全队犯规 总是判给对方２次罚球和球权。此条
款也适用于对投篮动作 的队员犯规，但不按照 7.2 和 7.3 判罚。
7.5 所有技术犯规将判罚给对方 1 次罚球以及随后的球权；违反
体育道德犯规将判罚给对方 2 次罚球以及随后的球权。完成技术
犯规或违反体育道德犯规的罚球后，双方队员在场地顶端圆弧线
外传递球恢复比赛。
备注：控制球队犯规不判给罚球
第8条

如何打球

8.1 在每一次投篮中篮或最后一次罚球中篮后（除非随后有要
执行的球权）：
——非得分队的队员直接在场内球篮下方（而非端线以外） 将
球运或传至场地圆弧线外的任意位置重新开始比赛。
——此时,防守队不得在球篮下的“无撞人半圆区”内抢断球。
8.2 在每一次投篮没有中篮或最后一次罚球没有中篮后（除非
随后有要执行的球权）。
—— 如果进攻队抢到篮板球，可以继续投篮，不需要将球 转移
至圆弧线外。
—— 如果防守队抢到篮板球，则必须将球转移 至圆弧线外（通
过运球或传球的方式）。
8.3 如果防守队抢断球或者封盖投篮，获得球后必须将球转移回
弧线外发动进攻。(通过传球或运球的方式)。
8.4 死球状态下给予任一队的球权，应以在场地顶端的圆弧外交
换球开始。即：一次场地顶端圆弧外（防守队与进攻队队员之间）
的传递球。
8.5 若队员的双脚都不在圆弧线内，也没有踩踏圆弧线，则被
认 为“处于圆弧线外”。
8.6
第9条

跳球情况发生时，由当时场上的防守队获得球权。
拖延比赛

9.1 拖延或消极进行比赛（例如不尝试得分）应判违例。
9.2 如果比赛场地装备了进攻计时钟，则进攻队必须在 12 秒
之内 尝试投篮。一旦进攻队持球（在防守队向进攻队传递球后
或 在球篮下方得分后），12 秒计时钟应立刻开始计时。
9.3 合法进攻开始后，进攻队员不得在弧线内背对或侧对球篮运
球超过 5 秒，否则判罚违例。

备注：如果比赛场地没有装设进攻计时钟，并且某队消极比 赛，
裁判员应以最后 5 秒倒计时报数的方式警告该队。
第10条 替换
当球成死球并且防守队与进攻队队员之间完成传递球或执行罚球
之前，允 许任一队替换球员。替补队员在其队友离开场地并与
之发生身 体接触后，方可进入场地。替换只能在球篮对侧的端
线外进 行，替换无需临场裁判员或记录台裁判员发出信号。
第11条 暂停
11.1. 每队有一次球队暂停。任何球员都可以在死球状态下请
求暂停。
11.2. 如果有电视转播，组织者可以决定申请 2 个电视暂停，
而且这 2 个暂停分别将在比赛时间进行到 6：59 和 3：59 的时
候优先采用。
11.3. 所有暂停时长都为 30 秒。
注意：根据 8.1 条款，暂停和替换球员只能在死球状态下提交申
请，不能在球赛进行中申请。
第12条 抗议程序
如果某队认为裁判员的某个宣判或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事件 已
对该队不利，则必须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抗议：
1. 在比赛结束后、裁判员签字前，该队队员应立即在记录表
上签字。
2. 赛后 30 分钟之内，该队应提交一份抗议的书面确认并且付
给竞赛主管 200 美元保证金。如果抗议被采纳，则该笔保证金
予以退回。

3. 比赛录像仅用于决定最后一次投篮是否于比赛结束前出 手，
以及/或者该投篮应该得１分或２分。
第13条 球队的名次排列
下列原则将适用于小组赛和全部比赛的球队名次排列。如果 双
方在第一步的比较后积分仍然相同，则进行下一步的比 较，以
此类推。
1. 获胜场次最多（在比赛场次数量不同的小组之间比较时可使
用胜率）；
2. 相互之间比赛结果（只考虑胜负，并仅适用于小组赛排名）；
3. 场均得分最多（不包括因对方弃权而获胜的得分）。
如果经上述３个步骤的比较后仍然无法排名，则具有更高 种子
队排位的球队排名靠前。
第14条 种子队排位规定
种子队排位依据球队相关排名积分确定（参加比赛前该队最 好
三名队员个人积分总和即为该队排名积分）。如果排名分 数相
同，种子队排位将比赛开始前随机决定。
备注：在国家队的比赛中，3x3 联盟排名决定种子队的排名
第15条 取消比赛资格
队员累积两次违反体育道德犯规（不适用于技术犯规），在其被
裁判员取消比赛资 格的同时也将被比赛组织者取消其在该赛事
中的参赛资格。 赛事组织者将立即取消一切涉及暴力行为、言
语或肢体的攻 击行为、不正当影响比赛结果、违反国际篮联反
兴奋剂条例 （国际篮联内部规章第四卷）或国际篮联的道德准
则（国际 篮联内部规章第一卷第二章）的队员比赛资格。竞赛

组织者 有权根据其他球队成员的参与程度（包括对上述举动不
作 为）而取消全队的参赛资格。国际篮联在赛事管理框架内强
制执行纪律处罚的权利、3x3 planet.com 官方网站上关于队
伍 和赛事的要求以及国际篮联内部规章不因第 15 条取消比赛资
格而更改。
第 16 条 U12 比赛的修改
下列修改建议在 U12 比赛中执行：
1.条件允许，球篮可降至 2.6 米
2.决胜期最先得分的球队赢得比赛
3.不设进攻计时钟，如果某队消极比赛，裁判员以倒计 5 秒的方
式给与警告
4.没有全队处罚状态；犯规后由攻防队员传递球开始比赛，除非
是对投篮队员犯规、技术犯规或违犯体育道德的犯规
5.不允许暂停
备注：以便于操作为原则，灵活运用 Art 6.备注中的建议
2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