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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 – 国际冰球联合会（国际冰联）作为管理机构

(1). 国际冰联由各成员国家组成，当他们加入时认可无论比赛级别和地点
如何，参加比赛必须遵守建立在体育道德基础上的已经编制好的规则
体系。

(2). 国际冰联规则的目的是在安全的环境中提高技术和能力，违反这些规
则，场内裁判员会在比赛中给予判罚。严重的犯规会在比赛之后，由
专门权力机构根据国际冰联细则和纪律准则追加处罚。

(3). 任何国家协会的队员、裁判员、队伍官员或成员与操纵比赛有关，将
根据国际冰联行为准则处罚。

(4). 代表自己国家协会参加国际冰联比赛的运动员理解并尊重这些规则，
并且同意始终遵守这些规则。

(5).国际冰联裁判规则手册适用于所有国际冰联的比赛、奥运会比赛和其
中的资格赛，以及由国际冰联组织和国际冰联细则1300条规定的全部
其他国际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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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比赛标准

概述 – 竞赛标准，确保所有级别比赛的公正公平。这些规则是确保公平
的需要，并且国家协会成员、队员和裁判员有责任遵守这些竞赛标准。

规则2 – 参赛性别
(1).  国际冰联比赛中，男子不能参加女子比赛；女子不能参加男子比赛。

规则 3 – 队员资格/年龄
(1).  对于有年龄要求的锦标赛，尤其是U18比赛和U20比赛，对于运动员

资格同时都有最低和最高的年龄要求。最低年龄要求是15岁。

(2). 一个参加2015年U20比赛的队员必须在1995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
31日之间出生；对于2016年U20比赛，队员必须在1996年1月1日至
2001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对于2017年U20比赛，队员必须在1997
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对于2018年U20比赛，队员
必须在1998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3). 一个参加2015年U18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在1997年1月1日至2000年12
月31日之间出生；对于2016年U18比赛，运动员必须在1998年1月1
日至2001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对于2017年U18比赛，队员必须在
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对于2018年U18比赛，
队员必须在2000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规则 4 – 场内裁判员
有关场内裁判员、他们的职责、装备等所有信息，请看国际冰联执裁程序
手册。
(1). 场内裁判员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在无偏见的方式下基于他们对这本规
则手册的理解、裁定和解释作出的。

(2). 三人制（一名裁判员和两名边线裁判员）或四人制（两名裁判员和两
名边线裁判员）可以被用于所有的国际冰联冠军赛、锦标赛以及涉及
国家队的国际比赛。在任何裁判制中，裁判员和边线裁判员的职责是
相同的。

(3). 成员国家协会在完全受他们管辖的比赛中都有权利采用两人制（两名
场内裁判员同时作为裁判员和边线裁判员）或其它裁判制度。

(4).  录像监门系统只在特定的国际冰联比赛中强制采用。

部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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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5 – 专门权力机构和纪律
(1).  ”专门权力机构”特指比赛的主管部门。除了场内裁判员之外，每一

场国际冰联锦标赛和赛事由一名裁判监督进行监管，并且有可能由一
个监督小组或其中的一名代表进行监管。

(2).  专门权利机构的作用和职责在国际冰联纪律准则中有所概述。

规则 6 – 兴奋剂
(1). 国际冰联的会员资格包括接受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并且服从其中关于

成员国家协会政策、规则和项目的要求。

(2). 有关兴奋剂标准的协议和细节以及程序在国际冰联医学规则中有所概
述。

规则 7 – 术语

年龄组别 – 指队员在整个冰球赛季的年龄状况（例如：无论参加哪项赛事
或锦标赛，参加特定赛季U18年龄组别的队员必须整年符合U 
18的规则）

攻区半场/守区半场 – 中区红线把比赛场地分为两个均等的半场，某队离
自己球门近的是守区半场，离自己球门远的为攻区
半场。

至少小罚 – 如果对于判罚的描述包括“至少小罚”，这样的犯规可以被判
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或者停赛。

突破 – 比赛中满足以下所有标准的任何情况：
（1）进攻队员正在控球或明显处于获得球权的位置，并且独自攻向
            守门员；
（2）在进攻队员和对方球门之间没有对手；
（3）球完全越出进攻球员的守区蓝线；
（4）进攻球员拥有合理的得分机会。

挑衅者 – 冲突中向对方挥拳的队员，对方无意愿或无能力进行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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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 – 教练是队伍官员，比赛中教练负责所有关于球队比赛的决定，包
括球队战术、队员替换、指派队员代替守门员受罚、队小罚以及
指派队员进行射门比赛等。教练在比赛过程中的指挥（从开球前
两个小时开始到比赛结束，包括加时赛和/或射门比赛）涉及，通
过任何方式，与队伍官员及场内裁判员，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关
于比赛方面的所有沟通。

冲突 – 任何不遵守体育道德，对对方队员发起身体接触的事件。

控制/拥有球权 – 控制是指持续拥有球权。

– 控球是指队员用球杆控球或用手或脚持续拥有球权。如果其他队员或装
备碰球，或球击中球门，或以任何方式脱离控制，就认为他不再控球。

– 拥有球权是指用球杆控球的队员有意导球给队友或封锁住球。与对方队
员、球门框、界墙的任何意外接触或反弹，不属于拥有球权。最后接触
球的球员被视为拥有球权，他可能被冲撞，前提是接触是合法的并且发
生在失去球权期间或刚刚失去球权时。

面具 (守门员) – 有全护面罩的球员头盔或守门员的头部和面部护具。 

比赛期间 – 计时钟在计时的比赛。

球门线/死球线–延伸至冰面宽度的底端红线被分成两部分。两球门柱之
间的部分称为球门线。从两个球门柱延伸到到各自一边
界墙的两部分称为死球线。论及整条线，使用术语死球
线。

小罚/队小罚 – 小罚是判给特定队员的两分钟判罚。队小罚是判给队伍，
而不是特定队员的两分钟判罚。队小罚可以由教练通过队
长指派比赛停止时在场内的任何一名球员执行，或者另有
规则规定。

部
分

 1

损坏的球杆 – 不是完整的球杆，杆刃或杆柄损坏，或者不是整支球杆。

全护面罩 (球员) – 完整的面罩，与球员的头盔相连，覆盖整张脸。



16

队员  –  指的是球员（后卫和前锋）和守门员。

比赛区域 – 界墙和防护玻璃围绕着的冰面三维区域，不受防护玻璃和界
墙的高度所限。

专门权力机构 – 管理或判罚机构，在比赛中监管队员和队伍官员。 

队伍官员 – 不着装比赛的队伍成员，包括（但不限于）教练、助理教练、
护具师和理疗师。

区域优势 – 做出争球点更接近守区的任何判定，以确保犯规队犯没有区
域优势。

场内裁判员 – 裁判员或边线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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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2 – 冰场

概述 – 冰球比赛是在四周围住，带有标记的冰场上进行，遵守特定的比赛
规则。建立冰场必须考虑队员的公平和安全，最重要是，还需要考虑观众
的安全。允许做在冰场任何及所有位置上的标记，在国际冰联市场规范中
概述。关于国际冰联赛事冰场场地的指导和设施要求，参阅相关手册。 

规则 8 – 冰面/适合比赛
(1). 冰球比赛必须要在白色冰面上进行，称为冰场。必须由负责比赛的场

内裁判员认定冰场的质量是适合比赛的。

(2). 冰面的所有区域，由水和化学物质的溶液浇灌，并由保质的制冷设备
冷冻或自然冷冻，来确保稳定的温度和密度。

(3). 比赛开始前或比赛进行中，冰面或冰场的任何部分被损坏，场内裁判
员要立即停止比赛，并在比赛恢复前，确保冰面作好必要的修复。

(4). 如果修复时间过度延误比赛，裁判员可以选择将队伍送回各自更衣室，
直到修复完成适合比赛。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或者冰场或冰
面的任何一部分对比赛构成危险，裁判员有权推迟比赛，直到冰面或
冰场适合比赛。

(5). 局末的最后五分钟内，如果出现任何长时间的延误，裁判员可以将队
伍送回各自更衣室，立即开始局间休息时间，本局的剩余时间将在冰
面修复和重新整理完成，局间休息时间结束之后进行。恢复比赛后，
两队防守与上一局相同的端区，当这个剩余时间结束后，在不延误比
赛的前提下，交换场地，继续比赛。

(6). 如果比赛区域受到浓雾或浑浊空气的影响，裁判员将停止比赛，直至
场内空气足够清晰，使队员和观众感受到安全的环境。

规则 9 – 队员席
(1). 虽然队员席不属于冰面的一部分，但属于冰场的一部分，适用冰上的

所有规则。

部
分

 2

任何与这些要求有偏差的国际冰联比赛都需要国际冰联的批准。至于场馆
指南和设施要求， 参见相关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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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允许，着装的队员和不超过八个官员，进入队员席。

(3).  双方队员席必须是相同的尺寸和质量，不给某队任何优势。

(4). 队员席距离中区红线2.0米（6'6¾"）开始，队员席长10米（32'9¾"）
宽1.5米（5'）。

(5). 每个队员席必须有两个门，两端各一个。
(6). 队员席必须位于冰场的同侧，与记录台和各自的受罚席相对。

(7). 比赛中，两队不更换队员席。

(8). 队员席唯一开放的出口是队员进入冰面的那面，其他三面均要被封住，
以阻隔观众。

(9). 主队有权选择队员席。

规则 10 – 受罚席
(1). 每队各有一个受罚席，设置在记录席两侧，各自队员席的对面。每个

受罚席必须是相同的尺寸和质量，不给某队任何优势。

(2). 队伍必须使用位于他们队员席对面的受罚席，比赛中使用相同的受罚
席。

(3).  每个受罚席只设一个出入口，只允许记罚员操控此出入口。

(4).  只允许记罚员，受罚球员及裁判员进入受罚席。

(5). 两受罚席都必须被设置于中区内。

规则 11 – 冰上物件
(1). 冰面仅供队员和场内裁判员使用。冰面上严禁任何与队员/护具/冰球

无关的物件，比赛设施的任何破坏，都会导致比赛停止。直到这些物
件被清理，并且比赛区域已准备就绪，才能恢复比赛。

规则 12 – 冰场的规格
(1). 国际冰联的顶级赛事，冰场尺寸是长60米（197'），宽25-30米（82'

–98'5"）。
(2). 场地四角圆弧半径为7-8.5 米（23'– 28'）。

(3). 某些国家不附合规则12-(1)和12-(2)标准的，如果赛前经国际冰联核
准，允许使用其他规格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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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冰联世界锦标赛，场地标准尺寸必须是长60米（197'），宽30米
（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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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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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3 – 界墙
(1).  围绕场地的界墙由木料或可塑材料制成，颜色为白色。

(2). 界墙板之间的缝隙应不超过3毫米（1⁄8"）。

(3). 界墙面向冰面的一面应是平滑的，不得有任何使队员受伤或改变球路
线的障碍物。

(4). 高度从冰面算起107厘米（42"）。

(5). 在界墙下部应安置一个黄色的防踢板，延伸至围绕整个冰面四周，从
冰面算起,高15-25厘米（6"–10"）。

(6). 界墙的顶部应安置蓝色的护台，延伸至围绕整个界墙四周，并标示界
墙的结束以及防护玻璃的开始。护台应该从冰面算起 110 厘米（43"5

⁄16"）。

规则 14 – 防护玻璃

24
0

10
7

*

   
缓

   
冲

   
垫

     所有测量单位为厘米 *在冰面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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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界墙顶部必须嵌入安装厚度12-15毫米（1/2"–5⁄8"），双面透明，耐
用的有机玻璃或类似材料。均衡的使用支柱，使防护玻璃的各部分柔
韧紧密。国际冰联赛事中强制执行防护玻璃。

(2). 位于球门后的防护玻璃高2.4米（7'10½"），长度从死球线向蓝线延伸
至少4.0米（13'1½"）。沿边线界墙上的防护玻璃必须高1.8米（5'11"），
除队员席前。

(3). 队员席前不安装防护玻璃，但队员席和受罚席的后面及侧边必须要装
14-（2）中描述的相同高度的防护玻璃。如果防护玻璃和界墙之间有
空隙，必须用防护垫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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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于固定界墙和防护玻璃的工具及配件，必须要安装在比赛场地的外
侧。

(5). 各防护玻璃之间的空隙不超过5毫米（3⁄16"）。

(6). 除了记录台前的一个宽10厘米（4"）的圆孔之外，整圈防护玻璃的其
他任何位置不得有任何开口。

(7). 防护玻璃的每一块必须可以单独安卸，而不影响整体。

规则 15 – 防护网
(1). 适当高度的防护网必须悬挂在两端球门后的端区防护玻璃上，并至少
延伸至死球线与界墙的交接点。

(2).  国际冰联赛事中强制执行两端球门后的防护网。

规则 16 – 界墙门
(1).  所有通向冰面的门必须是往里拉，朝观众席方向。

(2). 门与界墙之间的缝隙不超过到5毫米（3⁄16"）。

规则 17 – 冰面标记/区
(1). 冰面上有5条分界线：死球线，蓝线，中区红线，蓝线，死球线。这五
条线横贯整个冰场并垂直延伸到边线界墙的护台上。

(2). 中间的三条线把冰场标示为三个区：守区、中区和攻区。每个区域这样
划分：死球线到蓝线，蓝线到蓝线，蓝线到死球线，从每条线的中间作
测量。

(3). 中区红线均等划分冰场长度。中区红线必须是宽30厘米（12"），延长

至防踢板和界墙的整个高度直到护台上。如果允许广告做在界墙上，
中区红线至少要标示至防踢板。

(4). 两条死球线必须从冰场两端区的界墙水平面（即，不是弯曲部位）的
中间开始计，距4米（13' 1 ½"）处标示，必须是5厘米宽（2"）。

(5). 蓝线必须从冰场两端区界墙水平面中间开始计，距22.86米（75'）。
蓝线宽30厘米（12"）。延长至防踢板和界墙上。如允许广告做在界
墙上，蓝线至少要标示至防踢板。 部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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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外冰场，所有线的宽度均为5厘米（2"）。

守  区
A    队

攻  区
A    队

     比赛的方向
 A   队

蓝
线

蓝
线

中
线

死
球
线

死
球
线

中  区

规则 18 – 冰面标记/争球圈和争球点 

(1). 冰面上必须有9个争球点。场内裁判员只可以在这9个争球点上争球开
始比赛。

(2).  除了中心争球点是蓝色，其他所有的争球点必须是红色。

(3). 在冰场的正中心，一个直径为30厘米（12"）的蓝点是中心点。以中

心点的中心为圆心，用宽5厘米（2"）的蓝线,画一个半径4.5米（14'
9¼")的圆，称为中心争球圈。

(4). 中区共标示4个直径为60厘米（24"）的争球点，距每条蓝线1.5米

（5'）处各有两个。从两端的球门线中间画一条想象直线，端区争球
点和这些中区争球点到这个
想象直线的距离是相等的。

(5). 在两个端区，每个球门的两
侧，共有四个直径为60厘米
（24"）的争球点，及宽5厘
米（2"），半径为4.5米
（14'9 ¼"）的争球圈。在端
区争球点的两侧必须标记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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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端区争球点的位置：一条直线连接两端球门线的中心，距死球线6米
（19'8½"）处的平行线上画两个点，这两个点各位于距离这条直线7
米（23'）处。每个点就是端区争球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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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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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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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9 – 冰面标记/区域
(1). 冰面上有三个区域，2个分别位于每个球门前为两名守门员所用，一个
位于记录台前为场内裁判员所用。

(2). 紧靠记录席前面的冰面上，用宽5厘米（2"）的红线画一个半径为3米
（9'10"）裁判区。比赛停止期间，当场内裁判员在此区域协商时，或
向场外裁判员报告时，不允许队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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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每个球门前，用宽5厘米（2"）的红线画一个球门区。

(4). 球门区内的冰面应被涂为浅蓝色。球门以内的冰面应涂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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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球门区是一个三维空间，包括从冰面上的标记到球门横梁顶端的空间。

(6).  球门区按如下方法画出：
①. 以球门的中心点为圆心，以180厘米（71"）为半径，用5厘（2"）
宽的红线在球门线前画成半圆；

②. 长15厘米（6"），宽5厘米（2"）的“L”型画于半圆内的两个前
角；

③. “L”的位置是从球门线向前122厘米（48'）与半圆相交处。

(7). 所有区域必须从线的外侧边缘开始测量，这样界限区域就包含了线的
整个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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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20 – 球门
(1). 每个冰场必须有两个球门，各位于冰场的两个端区。
(2).  球门包括球门框和球门网。
(3).  球门的开口必须面对冰场中心。
(4). 每个球门必须位于死球线的中间，必须在比赛过程中保持稳定。在国

际冰联顶级比赛中，强制使用活动的球门钉，并强烈推荐其他比赛也
使用活动球门钉。用于球门钉的孔必须位于死球线上。

(5). 球门柱垂直高度从冰面算起1.22米（4'），两球门柱内侧之间相距
1.83米（6'）（内部测量）。球门的横梁和门柱由经批准的设计和材
料制成。球门横梁和门柱的外围直径应为5厘米（2"）。

(6). 球门柱和横梁应被涂成红色，其他球门框架必须是白色的。

(7). 球门柱和横梁是由内部一个沿着冰面的白色的底框，一个支架和球门
网支撑构成，最深处必须是0.6米-1.12米（2'–3'8"）。

(8). 每个球门支架的后面应覆盖一个白色尼龙球门网，当进球时，以能将
球留在门内。并且以防止球进入球门（除了从前面）。

(9). 要求场内裁判员在每局比赛开始之前，都要检查球门网。如果发现球
门网有任何损坏，比赛不能开始，直至完成必要的修复。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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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的内部（球门柱、横梁除外）都覆盖有白色的缓冲垫。底座处的
缓冲垫从距球门柱不少于10厘米（4"）处开始。并且以不影响球完全
越过球门线的方式固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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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3 – 队伍和队员

概述 – 冰球比赛是两支队伍在场内裁判员的监管下进行的。

为了一致性，本规则中的所有称号均使用男性”他”，但是所有的规则同
样适用于女子冰球，除了另有备注。

规则 21 – 队伍组成

(1).  一支队伍为了进行比赛，在比赛开始时必须有能力派出至少五名球员
和一名守门员上场。

规则 22 – 丧失比赛资格
(1). 如果两队都在场内并且一队由于任何原因拒绝比赛，裁判员将警告不

愿比赛队伍的队长，该队伍必须在30秒内恢复比赛。如果该队仍拒绝
比赛，裁判员将判队小罚。如果相同事件再次发生或继续下去，裁判
员将停止比赛，并向专门权力机构报告该事件。

(2). 如果某队不在场内，并且在裁判员通过队长、领队或教练员命令上场时
未上场，裁判员将允许拒绝上场的队伍不超过2分钟恢复比赛。如果该
队在这2分钟内恢复比赛，将被判队小罚。如果该队仍拒绝上场，裁判
员将停止比赛，并向专门权力机构报告此事。

(3).  某队有符合规定人数的队员在场内，拒绝开始比赛，将会丧失比赛资
格由对方赢得比赛。

(4). 比赛中，某队因为判罚或受伤无法派出规定人数上场，将会丧失比赛
资格由对方赢得比赛。

(5). 如果某队拒绝参加射门比赛，将判定对方获胜。

规则 23 – 无资格参赛队员
(1).  队员参加比赛前，必须要符合国际冰联以及所属国家协会的标准。尤
其必须符合国籍和年龄要求，并且要被列于赛事前队伍名单和比赛记
录表中。

(2). 队员参赛资格的决定性因素是他的姓名（而不是他的队服号码）正确
列于阵容表中。

(3).  比赛期间，如果队伍进球时该队某位在场内的队员没有参赛资格，并
且裁判员在进球后在中心点争球前被告知，进球无效。无参赛资格队
员所在队伍之前的所有进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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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队员被判罚并且在这期间发现他没有参赛资格，他将被移除出比
赛，并由教练通过队长指派一名球员执行剩余的判罚。

(5).  如果比赛中发现队员没有参赛资格，他将立即被移除出比赛，不判罚。

(6).  所有关于无参赛资格队员的事件，将报告给专门权力机构。

规则 24 – 上场队员
(1). 比赛开始前60分钟，两队的代表必须向记录员提供阵容表（上场队员
名单和对应的队服号码），包括队长和副队长的姓名。

(2). 国际冰联锦标赛中，不晚于开赛前两分钟，两队的代表必须确认阵容
表，但在开赛争球前，可以增加或删减队员。

(3).  除了第三守门员，比赛开始后，队员名单不允许进行改变或增加。

(4). 未经裁判员许可，不允许队伍官员（教练、助理教练、领队或其他队
伍官员）上冰，除非需要照顾受伤队员。

(5). 允许每队最多20名球员和2名守门员上场参赛。

(6). 所有队员必须有队员球杆和队员冰刀，并且穿戴全套装备，以便有资
格参加比赛。全套装备包括球杆、冰刀、护具和队服。

(7). 所有护具必须完全穿在队服里面，手套、头盔和守门员护腿除外。

(8). 每局结束或任何比赛停止期间不允许队员在场内热身。

(9). 只允许有参赛资格的队员列于阵容表内并参加比赛。

(10).允许在赛事中注册的，但未列入比赛记录表的队员参加赛前热身。

规则 25 – 队伍工作人员
(1).  每队队员席内必须至少有一名教练，并至少有一名有资质的理疗师或
医师，以备队员受伤进行治疗。

部
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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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26 – 队伍官员与科技设备
(1).  比赛中，除了可以用无线电对讲设备与媒体席中的助理教练联系外，
不允许队伍官员在队员席内或队员席附近使用其他任何形式的科技设
备。这些科技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视频设备、电脑、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或其它电子设备。

规则 27 – 比赛中场内队员
(1).  比赛中，规则不允许某队少于四名队员（一名守门员和三名球员，由
于受罚）或多于六名队员（一名守门员和五名球员,或者六名球员）。

(2). 比赛中，球员可以任何方式自由移动并且在所希望的位置打球，但比
赛的六个标准位置是守门员、左后卫、右后卫、中锋、左前锋和右前
锋。

(3). 比赛中任何时候每队场上只允许有一名守门员。该守门员可以离场被
一名球员替换，但不允许该替换球员按照守门员规则打球，尤其关于
装备、封锁球以及与对方身体接触方面。

规则 28 – 队长和副队长
(1).  比赛阵容表所列球员中，每队必须指派一名队长和不超过两名副队长。

某队不能放弃指定一名队长，而指定三名副队长。

(2). 比赛中不能更换队长和副队长。如果队长被驱逐出场，或因受伤不能
参加整场比赛，其中一名副队长可以履行他的职责。

(3). 在队服前面显著的位置，队长必须佩带“C”字母，副队长必须佩“A”
字母。字母必须高8厘米 （31⁄8"），并且与队服基础颜色有鲜明的对比。

(4). 比赛中，只允许这些受到指派并且没有被判罚的球员与裁判员讨论与
规则解释相关的任何事项。

(5). 当队长和副队长都在场内时，只有队长才可以和裁判员谈论有关规则
解释。

(6). 如果队长或副队长都不在场上，他不能离开队员席与裁判员讨论任何
情况，除非场内裁判员要求他这样做。如果他未经邀请就离开队员席，
裁判员将送他回到队员席，并警告主教练第二次犯规将会被判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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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判罚道理的抱怨不是有关规则解释的事项，不被允许。争论判罚的
队员适用判罚违例。

部
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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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4 – 球员的装备

概述–球员装备包括球杆、冰刀、护具和队服。除了手套、头盔、和冰刀，
其他所有护具必须完全穿在队服里。装备必须符合安全标准并且只用于保
护球员，不能用于增强或提高比赛能力或对对方造成伤害。赛前热身期间
必须穿戴全套装备，包括头盔。

规则 29 – 危险装备

(1).  非法装备、不符合国际冰联标准的装备、以及被认为不可接受的装备都
被划分为危险装备，队员使用这些装备适用于规则128列明的判罚。

(2). 裁判员可以在任何时间检查任何装备。如果裁判员判定该装备不符合
以下规则中的国际冰联标准，那么认定其为危险装备并清除。

(3). 使用危险装备的队员要离场，并由裁判员警告其队伍。

(4). 危险装备包括穿戴护目镜的方式会导致对方队员的受伤；穿戴未经批
准的装备；使用或穿戴非法的或危险的球刀、球杆或装备；除了手套、
头盔、守门员护腿外，装备没有穿戴在服装里面；队员所戴手套的手
掌全部或部分被摘掉或割裂。

规则 30 – 护肘
(1). 护肘外部必须覆盖柔软的海绵保护垫，或至少1.27厘米（½"）厚的类
似材料。

规则 31 – 面罩和护齿
(1). 球员头盔前可以附有两种形式的保护：全面护罩和护目镜。

(2). 连接在头盔上的护目镜必须能罩住眼睛和鼻子下沿的正面和侧面。

(3). 国家协会应确保他们参加国际冰联锦标赛的队员配有特定的冰球头盔，
并将其恰当的与护目镜或全面护罩固定在一起。

(4). 1974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的男子运动员必须至少佩戴护目镜。



31

(5). 所有女子队员必须戴全护面罩。
(6). 任何锦标赛或其他赛事，18岁及以下年龄的球员和守门员，必须戴全

护面罩，全护面罩应是无论球和杆刃都不能穿过的结构。

(7). 不允许球员佩戴彩色的或着色的护目镜。
(8). 如果球员的护目镜或全护面罩破裂，允许他完成本轮比赛，但离开冰

面后必须更换或修复破损的面罩，才能再回到比赛。

规则 32 – 荧光材料
(1).  场内任何人护具的任何部位，衣服或队服均不允许使用任何荧光材料。

规则 33 – 手套

(1).  球员的手套必须能全部护住手和手腕。

(2). 手套的背部必须是柔软的材料，除了护垫，不能缝有其他材料或突起
物。

规则 34 – 头盔
(1).  在赛前热身和比赛期间（常规时间，加时赛和射门比赛），球员必须
戴冰球头盔，并用下颌带扣牢。

(2). 如果一个球员在国际冰联赛事的赛前热身期间没有带头盔，替补裁判
员要向专门权力机构报告。在国内比赛中，这个事例的程序应按照国
家协会的规定。

(3). 球员头盔必须佩戴成，头盔下沿距眼眉不超过一指的距离，下颌带距
下颌只能插进一指的松紧度。

(4). 如果比赛中，球员的头盔脱落，必须直接去队员席，他不能碰球或者

参加比赛，即使他没有参与比赛，在冰上时，也不能将此头盔戴回去。

(5). 球员不能故意敲掉对方队员的头盔，特意地迫使他离开比赛，去往队
员席。

(6). 除了与队服对应的号码或者官方授权的广告，球员的头盔不能有任何
图案和文字。 部

分
 4

20岁以下球员必须戴护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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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球员在队员席和在受罚席内必须佩戴头盔，除非头盔需要被清洁或修
补。

规则 35 – 颈部和喉部护具/球员
(1). 所有 18 岁及以下年龄的队员，参加任何比赛或者锦标赛，都必须佩戴
颈部和喉部护具。

规则 36 – 小腿护具

(1).  球员护腿尺寸必须符合，能合适放入标准的球员护袜里。不允许护腿有
突出或者附加物。

规则 37 – 冰刀/球员
(1).  冰刀必须只由四个部分组成：鞋身、刀刃、刀托和鞋带。

(2). 鞋身必须适合球员的脚，不能过大或者过长，或者有任何其他附加物。

(3). 刀刃必须从前到后都是平滑的，并且始终置于刀托内。不能象花样刀
那样有刀齿。

(4). 刀刃的前后必须适当地被刀托覆盖，使得两端任何部分都不会突出来。
刀刃不能用速滑刀的方式延伸超过鞋身的脚趾或后跟。

(5). 不允许，有助于球员滑行速度和能力的，机械附加物或其他任何装置。

(6). 鞋带可以是非荧光的任何颜色，以任何方式系紧，但不能太长而接触
到冰面。

规则 38 – 球杆/球员
(1). 球杆必须由木头或其它经国际冰联批准的材料制成。球杆不能有任何

突出部分，并且所有边缘都必须是斜面的。
(2). 球员球杆杆刃的弧度不超过1.5厘米（5⁄8"），该弧度的测量方法是，
从杆刃根部任何一点到端部画一条直线，这条直线至刃的弧线的垂直
距离不超过1.5厘米（5⁄8"）。

(3). 球杆只可以有一个弧度和一个杆刃。由弧度测量尺测量出任何的双弧
杆刃，都将被认定为非法球杆。

(4). 球杆的杆柄，从顶部向下至杆刃的开始处，必须是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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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球杆杆柄的最顶部必须有防护。如果合金球杆顶部的帽盖被移除或掉
落，这个球杆将被视为危险装备。

(6). 禁止将任何物质插入球杆杆柄的空心处，以改变球杆的重量，质地，
或作用。

(7). 球杆的任何部分可以缠任何颜色但不带荧光的胶带。球杆不允许涂有
荧光色。

(8). 使用损坏的球杆是非法的。比赛中，如果球员的球杆损坏，他必须立
即丢掉它。

(9).  任何时候，球员都不能使用守门员的球杆。

(10). 任何时候，球员都不能同时使用多个球杆。

(11). 禁止队员使用对方球员的球杆，无论是从冰上捡到还是从对方手上抢
到。

(12). 球杆杆柄从根部至端部最长163厘米（64"）；

最宽3厘米（1 3⁄16"）；最厚2.54厘米（1"）。

(13). 球杆杆刃从根部至端部最长32厘米（12½"），
高5–7.62厘米之间（2"–3"）。

(14). 关于球杆长度，允许某些特例，如果:
（1）队员身高至少2米（6'6¾"）;
（2）队员需要使用球杆前，在适当的时间向
           国际冰联书面提出申请；
（3）杆柄的长度不超过165.1厘米（65"）。

3厘米

2.
54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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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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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39 – 胶带
(1). 球杆上所缠胶带只可以包裹杆刃，任何有粘性的剥离式胶带是非法的。

规则 40 – 着装/球员
(1). 每个队的所有队员必须统一穿戴比赛队服、护臀、护袜和头盔。

(2). 所有的队服必须是相同的设计，包括前面的队标，袖子上的号码，和
背后的姓名牌。

(3). 不允许队员以任何方式更改队服，无论是剪去部分，写字，或标注。

(4). 如果裁判员认为，比赛的两个队的队服颜色很相似，容易混错时，主
队有责任更换队服。 部

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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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队服和护袜上，队服的基础颜色必须占约80％以上，姓名和号码除
外。

(6).  队服必须完全穿在护臀外面。
(7). 队服必须适合队员身形，不能过度宽松。

(8). 队服不能长过护臀下端，袖子不能长过手套的手指。

(9). 队员应在各自队服的后背上佩戴25—30厘米（10"–12"）高的号码，
两袖上各佩戴10厘米（4"）高的号码。队员的号码限制在1-99号（没
有分数或小数）。

(10). 同场比赛中，同队的两个队员不能用相同的号码。

(11). 一旦比赛开始，队员不得更改或互换队服。整场比赛或整个赛事中，
他们必须戴自己的号码。

(12). 对于规则40-（11），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比赛中队员的队服被沾血
或撕破。这种情况下，裁判员会让他离开冰面，并更换没有姓名牌的
其他号码的指定队服。

(13). 如果队员的头发太长，遮住了队服上的姓名或号码，那么头发必须被
扎成马尾式或放在头盔里面。

(14). 不允许有淫秽的、辱骂性的或提及文化、种族和宗教的涂鸦式的设计，
图案或艺术作品或标语。

(15). 国际冰联赛事中，每个队员应在队服后背上方佩戴自己的名字，使用
赛事前经国际冰联批准的字体，以10厘米（4"）高的大写罗马字母印
刷。

(16).赛前热身时，某队的所有队员必须穿戴与比赛中同样的队服和号码。

(17). 不遵守这些规定的队员不允许参加比赛。

规则 41 – 队员装备的测量
(1). 任何时候，裁判员都可要求测量任何装备。如果不符合以下规则的国
际冰联标准，会被认为是危险装备，不能在比赛中使用。直到被调整
至符合这些规则或国际冰联标准。

(2).  不可以因为结果为非法装备而取消进球。

(3). 对球员装备的测量仅限于球杆。

(4).  队长或副队长是队伍中唯一可以就对方队员任何装备的特定尺寸向裁
判员提出正式投诉的队员。他可以在任何比赛停止期间或任意一局开
始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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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裁判员应立刻给予测量。如果投诉不成立，请求测量的一方应受队小
罚，如果投诉成立，犯规队员应受小罚，裁判员要将非法装备还给队
员席。

(6). 对任何装备的测量，在每次比赛停止，只允许一个队提出一次请求。

但是队长可以在整场比赛期间多次按需提出测量请求。

(7). 如果某队在比赛最后两分钟或加时赛的任何时间，该队人数缺少两人
的情况下提出测量对方队员的装备，如果被测量的装备合格的，裁判
员将判罚该队任意球。如果测量装备不合格，犯规队员要被判小罚。

(8). 被要求测量时，球杆必须被队员所持。他可以在队员席或者在冰上，
但裁判员必须目测确认，这个受质疑的球杆属于该队员。

(9). 如果球杆被认定非法，犯规球员必须立即到受罚席，允许队友给他另
一个合法球杆。裁判员要将非法球杆还给队员席，如果该球杆被更改

后，可以被再次使用。也可以被再次测量。

(10). 如果裁判员因任何原因，不能使用测量器，测量球杆的弧度，该球杆
被认为是非法的，并要清除出场。但是不对任何一方判罚。

(11). 从比赛开始到结束，加时赛或射门比赛的任何时间，均可测量队员或
守门员的球杆。

规则 42 – 球员球杆的测量/射门比赛

(1). 射门比赛期间，队长可以要求测量球杆。

(2). 如果测量的要求在球员射门前提出，并且球杆是合法的，那么提出测
量的队将被判队小罚，该队必须派一名球员去受罚席。这个受罚球员
没有资格参加射门。被测量球杆的球员可以继续射门。

(3). 如果在规则42-（2）中，球杆是非法的，射门的球员必须立即到受罚
席，并且他没有资格再参加射门。要指派另一球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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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射门比赛中的任何射门之间，队长都可以要求测量球杆。但每次比赛
停止（例如，射门之间的时间）只允许一次测量。

(5). 如果在球员完成射门之后测量，规则42-ⅱ和42-ⅲ同样有效。如果射
门球员的球杆是非法，进球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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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5 – 竞赛规则/总述 

概述 – 规则构成了冰球比赛的基础，必须始终被尊重和遵守。虽然已经尽
量概述了场内的所有犯规，但场内裁判员有权因其他犯规进行判罚，根据
该规则手册裁判员认为违反了公平竞赛的精神和运动的正直性，但未在以
下规则中列出的犯规。

规则 43 – 比赛如何进行
(1). 一场比赛包括三局，每局20分钟，需要的话，加上加时赛和射门比赛。

(2). 比赛中两队竞争最多进球得分。得分较多的队为胜者。

(3). 要使进球得分，某队必须根据规则将球合法的打入对方球门（例外另
见规则179和180，判定进球）。

(4). 球员控制球杆上的球。并通过传，射，滑行，使球往前运动。

(5). 身体冲撞是比赛中的基本要素，是获得控球最普遍的方式。要使身体
冲撞合法，必须严格符合这些规则阐明的一系列的标准。

(6). 由场内裁判员判罚违反规则的队员和队伍官员，更严重的犯规情况由
专门权利机构处罚。

规则 44 – 比赛时长
(1). 常规比赛时间包括3局，每局20分钟，以及停表时间。

(2). 局间休息15分钟。

(3). 每局开始，交换场地。
(4). 每局（除了5分钟和10分钟的加时赛）开赛前，必须重新整理冰面。

(5).当60分钟常规赛时间结束后比分为平局时，第三局比赛之后进行加时赛，
加时赛时长可以为5分钟、10分钟或20分钟。每种情况下都采用突然死
亡法（进球致胜）。射门比赛每队进行三轮射门（如果需要），如果三
轮射门后是平局，进行突然死亡法射门比赛。

规则 45 – 计时钟
(1). 记时钟记录比赛时间，并且倒计每局的时间（从20分钟，或10分钟，
或5分钟）走到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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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内裁判员一争球，计时钟就开始计时，场内裁判员一吹哨，计时钟
就停止。

(3). 场内裁判员可以与录像监门员商讨对计时钟多走过的时间进行必要的
调整的情况，尤其是争球违例后，或由于计时员在裁判员吹哨后反应
迟缓。

规则 46 – 哨
(1).  当场内裁判员吹哨停止比赛时，队员必须停止与对方队员的接触，并
且不能碰球。

(2). 如果比赛在进行中，直到场内裁判员吹哨才停止比赛。

规则 47 – 冰球
(1). 冰球必须主要为黑色，并且由硬橡胶或其它经国际冰联批准的材料制

成。
(2). 冰球的尺寸必须为直径7.62厘米（3"），厚度2.54厘米（1"）。
(3).  冰球必须重156–170克（5.5–6.0盎司）。

(4). 印在冰球上的会标、商标和广告在冰球每一面上的面积不能超过直径
4.5厘米（1 ¾"），或不超过冰球每一面面积的35％。它们可以同时印
在冰球的两面上。

7.62厘米

2.54厘米

规则 48 – 热身
(1).  热身期间不允许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并且不能越过中区红线。在热身
期间违反这些规则，由监管热身的替补裁判员处理。

(2). 因为场内裁判员没能在冰上直接观察，他们不能判罚热身期间的犯规。
但是这些犯规可以在赛后被专门权利机构调查。

规则 49 – 球在比赛中
(1).  如果球不是完整的（例如：以任何方式破碎或损坏），将立即停止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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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赛中如果场内出现合法比赛用球以外的另一个球，比赛不会停止直
到发生球权转换或者错误地打到非法的球而不是比赛用球。

(3). 球必须一直在运动中或队员在打球。如果其中一队或者两队同时拒绝
打球，场内裁判员将停止比赛，并且在离停止比赛时球所在位置最近
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50 – 交换场地
(1). 比赛开始，比赛队应先防守离自己队员席最近的球门。

(2). 两队必须在每个正常局或20分钟加时赛时交换场地。如果在加时赛前
不用重新整理冰面（例如：5分钟或10分钟的加时赛）两队也要交换场
地，射门比赛开始前不交换场地。

(3). 室外冰场的比赛，第三局第10分钟时停止比赛，两队交换场地。加时
赛时不交换场地。

规则 51 – 开始比赛 
(1).  比赛必须总是以场内裁判员执行争球开始。

(2). 每局比赛以在中心争球点争球开始。其他情况，每次比赛以在冰面标
出的九个指定争球点之一争球开始。

规则 52 – 判定争球点/总述
(1). 当比赛因为未在以下规则中具体列明的原因停止时，将在离最后打球

最近的区域内的争球点争球。

(2). 如果比赛停止是因为某队违反两条规则（例如：高杆击球和故意越位)，
将在犯规队没有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两队都违反规则导致比赛停止（例如：高杆击球和故意越位）,将
在离比赛停止时球所在位置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4). 当进攻球员在攻区内导致比赛停止时，应将在中区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除非守队同时被判罚。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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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队员把球打起足够高击中计时钟或中心区域上方的任何障碍物，
将停止比赛并且在离打起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53 – 判定争球点/判罚

(1). 当队员们被判罚导致某队的判罚时间被置于计时钟上时，将在人数缺
少的队伍端区的其中一个争球点争球。以下是例外：

①. 在进球后的判罚，在中心争球点争球；

②.  在一局的结束，或开局前的判罚，在中心点争球；

③. 当防守队即将受罚，进攻球员在争吵期间进入攻区，超过端区争
球圈边缘，在攻区蓝线外的两个争球点之一争球。

(2). 如果攻队球员在攻区内争球时被判罚，争球将移至被判罚队的守区。

(3). 如果同一次比赛停止期间两队均有判罚，但是在不同的情况并且由于
不同的原因，将在最后犯规队的守区争球。

(4). 当双方的判罚都被显示在计时钟上时，将在离比赛停止区域最近的争
球点争球。

(5). 如果进攻球员在他的攻区被判违例或者严重违例，将在离比赛停止时
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54 – 判定争球点/受伤
(1).  当因为队员受伤停止比赛时，将根据比赛停止时球的位置和哪队拥有
球权决定争球点。

(2). 如果受伤队员的队伍在攻区拥有球权，无论受伤队员位于哪个位置，
将在攻区蓝线外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受伤队员的队伍在中区拥有球权，无论受伤队员位于哪个位置，
将在两条蓝线之间比赛停止时离打球位置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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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受伤队员的队伍在守区拥有球权，无论受伤队员位于哪个位置，
将在守区两个争球点之一争球。

(5). 如果场内裁判员受伤将立即停止比赛，除非有得分机会,并且将在比赛
停止时离打球位置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55 –判定争球点/守区

(1).  防守队员在守区贴着界墙封锁住球，如果比赛停止，在比赛停止的那
侧争球点争球。

(2). 如果进攻球员往前射或传球并且在中区被防守球员以任何方式反弹出
界外，将在中区离反弹到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进攻球员往前射或传球并且防守球员在他的守区以任何方式反弹
打球出界外，将在离反弹到球最近的端区争球点争球。

(4). 如果攻队有意越位，将在其守区发生越位一侧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56 – 判定争球点/中心争球点

(1).  以下情况在中心争球点争球

①.  每局开始；

②.  射中得分后；

③.  场内裁判员错判死球后；

④.  两队球员在中区红线附近贴着界墙封锁住球；

⑤. 因替换守门员早入，犯规队获得球权后比赛停止在攻区半场时，
但仅限于比赛越过中区红线。如果在球达到中区红线之前比赛停
止，将在离比赛停止所在区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2). 当比赛停止在中区时，不是具体归因于某一个队，将在蓝线间最近的
争球点争球。当不明确五个争球点中哪个最近时，将选择在给予主队
最大区域优势的中区争球点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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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57 – 判定争球点/攻区 

(1).  如果攻队球员在攻区沿界墙封锁住球，裁判员认为有意停止比赛的，
将在攻区蓝线外比赛停止一侧争球。

(2). 如果攻队球员在攻区蓝线内将球射出防护玻璃，球没有碰到对方队员
的身体或球杆，将在蓝线外离射球位置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攻队球员在攻区内将球射出防护玻璃，但球碰到对方队员的身体
或球杆，将在蓝线内离最后碰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4). 如果队员在场内任何位置射门，球未经反弹打到球门框任何部分并且
出界，将在攻区内离射球位置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5). 当攻队球员以高杆击球、踢的动作或任何其他被场内裁判员或录像监
门员认为非法的方式将球打入球门时，将在蓝线外争球。

(6). 当球因为直接反弹到场内裁判员而进入球门时，将在离球反弹到场内
裁判员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7). 如果攻队球员在他的攻区碰撞球门脱离球门钉，并且未试图避免这个
        碰撞，将在离攻区最近的中区争球点争球。但是如果被防守队员推进

球门框，将在攻区内的端区争球点争球。

(8). 有四种情况是比赛停止在攻区蓝线内，但是争球在蓝线外：

①. 如果场内一名或两名的后卫或从攻队队员席下来的队员，在队员冲
突期间进入攻区，超过端区争球圈的外边缘；

②. 如果攻队球员将球射或弹出界，球没有以任何方式弹到球门或守队
队员；

③.  如果攻队在攻区高杆击球；

④.  如果进攻球员在球门区内建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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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58 – 争球程序
(1).  场内裁判员必须在九个指定的争球点之一掷球。

(2). 每队只允许一名球员参与争球。

(3). 两名参与争球的球员必须正对对方球门站位，相距大约一个冰球杆长
度，杆刃顶端静止放在争球点白色部分。

(4). 如果只有一名队员准备好争球，前提是其他所有不介入争球的球员都
不越位并且在预备位置，场内裁判员可以掷球。

(5). 在守区半场争球时，守队球员必须先放球杆在冰上，攻队球员紧接着
再放球杆。

(6). 在中心争球点争球时，客队球员必须先放球杆在冰上。

(7). 所有不执行争球球员的冰刀必须位于争球圈外（允许接触线）。球员
的球杆可以在争球圈内，前提是球杆不接触对方队员身体或对方球杆。

(8). 球员的球刀必须位于他标志线（允许接触线）的一侧。球员的球杆可
以放在标志线内，但是球杆不接触对方队员身体或对方球杆。

(9). 在蓝线之间，所有球员必须位于自己的一侧，与执行争球的球员保持
合适的距离。他们必须保持静止并且在争球程序中不能自由滑行，或
者影响或者干扰争球程序。

(10).一旦球员位于争球的位置，他们不能更换位置。

规则 59 – 争球违例
(1). 如果执行争球的一名或双方球员在指示下未能立即适当站位，场内裁

判员可以命令由场内队友替换他或他们进行争球。

(2). 如果不执行争球的其他球员过早进入争球圈，场内裁判员将停止争球。
犯规队的争球球员必须被替换。

(3). 如果不执行争球的其他球员过早进入争球圈，并且球已经被掷出，将停
止比赛并且重新争球，除非对方队伍得到球权。如果比赛停止，犯规队
的争球球员必须被替换。

(4). 争球违例后不允许换人，直至已经适当执行争球并且开始比赛，除非发
生了判罚而影响了其中一队场上人数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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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球员通过踢球给队友而赢得争球，将停止比赛并重新争球。犯规
队的争球球员必须被替换。

(6). 如果通过手传球赢得争球，将停止比赛并重新争球，手传球队的球员
必须被替换。争球中，如果球员用手套触球并且对方队伍得到球权，
将继续比赛。任何场内裁判员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停止比赛。

(7). 任何队伍在同一次争球中发生第二次争球违例，将被判队小罚。

(8). 场内裁判员刚刚掷球后，队员不能在空中用手敲击或拍打球赢得争球。

(9). 争球时，如果球员的冰刀在裁判员掷球前越过标志线，被认为是争球
违例。

(10).争球时，如果掷球前，对对方队员的身体或球杆的任何接触，都被认
为是争球违例。

规则 60 – 电视广告暂停
(1). 电视实况转播的国际冰联比赛，每局设2次广告暂停。

(2). 这些暂停发生在比赛开始后显示为14:00分钟和8:00分钟时。

(3). 电视广告暂停不能发生在：
①. 判定死球后；
②. 多打少期间；
③. 进球后；
④. 判罚任意球导致的比赛停止。

(4). 如果在预设的时段未进行广告暂停，将在下一个广告休息时段的第一
次比赛停止时进行补偿。第二个广告将于这一时段第一次广告休息后
第二个比赛停止时播出。如果发生另一个事件而错过第二次广告播出，
将继续重复这个程序，直到完成所有广告休息。唯一的例外发生在某
队员被判5分钟大罚时（非同等判罚）。这种情况下，广告休息将于
预设的时间进行。

(5). 加时赛期间不允许进行电视广告暂停。

规则 61 – 队伍暂停
(1). 常规赛和加时赛期间，允许每队有一次30秒钟的暂停。

(2). 比赛停止期间，教练或者教练指定的一名球员可以向裁判员请求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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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队的场上队员和守门员，都可以在暂停期间回到各自的队员席。

(4). 两队可以在同一次比赛停止期间提出暂停，第二个要求暂停的队必须
在第一个暂停结束之前通知裁判员。

(5). 在射门比赛期间，或一局开始前，或一局结束后，某队不能要求暂停。

(6). 队员换人程序已经完成后，某队不能要求暂停。

(7). 争球违例后，某队不能要求暂停。

(8). 比赛进行中，某队不能要求暂停。

规则 62 – 加时赛
(1). 任何必须分出胜负的比赛（例如：不允许平局的比赛），如果常规赛

结束后是平局的，必须增加一个5分钟或10分钟或20分钟突然死亡法
的加时赛。

(2). 对于5分钟，或10分钟的加时赛，在常规赛后的局间休息时间是3分钟，
不重新清理冰面。并且队伍交换场地。

(3). 对于20分钟的加时赛, 在常规赛后，重新清理冰面后，两队要回到更
衣室，局间休息时间是标准的15分钟。并且队伍交换场地。

(4). 关于在加时赛中的判罚及人员调整，参阅规则115。

规则 63 – 射门比赛 
另见规则第176-178条任意球的程序
(1). 如果在突然死亡加时赛中没有进球的话，将进行射门比赛，决定胜负。

(2). 在射门比赛开始之前，在两个端区争球点之间的冰场的整个中心部分
将由清冰车进行清扫。

(3). 裁判员召两队队长到裁判区，掷硬币，胜者选择是否先射门。

(4). 守门员将防守与加时赛相同的球门。

(5). 每队的守门员可以在每次射门后作替换，但是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导致
重新射门的话，那么该球员和守门员都不能被替换，除非受伤。

(6). 每队派三个不同的球员交替射门（A，B，A，B，A，B，）。不必先
明确球员人选，在裁判员吹哨示意开始射门前，任何时间都可以更换
射门球员。

(7). 所有登记在比赛记录表中的两队队员均有资格参加射门比赛，除了加
时赛结束后而受罚时间还未结束的队员，和被判严重违例或停赛的队
员。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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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六次射门后，进球最多的队伍被宣布为比赛的胜者。如果比赛的结果
在六次射门之前已经得出，那么不需要再进行之后的射门。

(9). 如果在六次射门后仍然是平局，那么会继续进行突然死亡法。

(10). 突然死亡法就是，每队各派一名球员来射门，直到决出胜负。任意球
员，包括此前参与第一阶段的球员，都有资格在接下来的可能发生的
对决中进行多次射门。

(11). 在前三轮首先射门的队伍，从第四轮射门开始, 换为后射门, 直到决
出胜负。

(12). 如果在裁判员的催促下，教练没有派球员射门，或者球员拒绝射门，
那么宣布本次” 不进球”，对方球队将继续下一个射门。

(13). 如果某队拒绝参与射门比赛 ，对方将赢得比赛。

(14). 只有在对球是否越过球门线有疑问时，裁判员才可以向录像监门员商
量。在射门比赛期间，录像监门系统不适用于其他情况。

这些队员在射门比赛期间必须留在受罚席或更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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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6 – 竞赛规则/比赛停止

概述 – 裁判员一争球就开始比赛。违反以下制定的其中一条规则，或者任
何事件导致比赛无法进行时（如球出界、球被封压等），场内裁判员吹哨
停止比赛。

规则 64 – 观众干扰
(1). 任何被观众干扰的事件，都必须由场内裁判员报告给专门权利机构。

(2). 观众往冰面扔东西,导致比赛受阻，要停止比赛，然后在距离停止比
赛时的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3). 球员被观众抱住或干扰，要停止比赛。

(4). 如果受到干扰的球员的球队正在控球，等到更换球权后再停止比赛。

规则 65 – 死球/混合型死球
(1). 如果人数相等或人数多于对方的队伍队员，从自己半场以任何方式

（球杆、手套、冰刀、身体），包括从界墙或防护玻璃反弹使球越过
对方死球线，球没有接触到任意一队的任何队员，死球生效。

(2). 在混合型死球规则下，边线裁判员必须做两个判断。首先，他必须判
断从队员自己半场射出的球将越过攻区的死球线。其次，他必须判断
是防守球员还是进攻球员将第一个接触球。

(3). 虽然可以早做决定，但是必须在第一个球员达到端区争球点的瞬间做
出第二个决定。球员冰刀的位置是决定性的因素。

(4). 如果射出球或使球绕界墙行进并且滑向中心区域，边线裁判员将判断
哪个队员将第一个接触球。这种情况下，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端区争球
点，而是球本身。

(5). 如果没有队员去追球，将不判死球，直到防守队员越过他的防守蓝线
并且球越过死球线。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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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双方追球太接近而不能判断哪个队伍哪名队员将先接触球近，将
判死球。

(7). 死球的状况中，当比赛停止时，应该严格执行关于避免身体接触的规
则。

(8). 死球状况中，当因为进攻球员已经获得位置上的优势而解除死球时，
队员们必须遵守关于身体接触的规则进行竞争。

规则 66 – 死球/比赛详解
 另见规则 205-死球和守门员

(1). 对于死球，整条中区红线是进攻半场的一部分。一旦球员“获得线”，
他可以将球射出，不导致死球。

(2). 为了“获得线”，队员必须用球杆运球（不是冰刀）接触中区红线。

(3). 只有人数缺少的队（场上球员少于对方），允许从自己的半场将球射
出，越过对方的死球线，不发生死球。

(4). 某队是否人数缺少，取决于球离开队员球杆时的场内球员人数。如果
受罚时间结束时记罚员已经打开门，但是队员本身还没踏入场内，就
死球的规则解释而言，视为他在场内。

(5). 如果场内队员人数少于允许的人数，但不是因为判罚导致，将不视为
某队人数缺少。

(6). 如果球打到裁判后弹到端区，仍然形成死球，但是如果由于打到裁判
后，球速很慢地滑向端区，并且不越过死球线，应该解除死球。

(7). 判定死球后，接下来在打死球队的，离打出球最近的，端区争球点争
球。

(8). 如果裁判误判死球，在中心点争球。

(9). 如果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解除死球：

①. 如果参与争球的球员直接争成死球；

②. 任何对方球员，除了守门员，可以在球越过死球线之前打到球的
（包括球员为了放慢滑行速度确保球越过死球线，或者假装快速
滑行但是没有真正尽力去得到球）;

③. 如果队员在换人时忽略球去队员席，而不去打球，无论是为了避
免因场上多人判罚或是其他任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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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如果球打出后，越过死球线前，接触到对方队员的身体的任何部
位或装备;

⑤. 死球过程中，如果守门员离开球门区，或他当时在球门区外，并
且向球的方向移动；

⑥. 如果球打到球门框并且越过死球线。

规则 67 – 球出界
(1). 当球被射出或弹出比赛区域（包括进入队员席），或者击打到,除了冰

面上的板墙、防护玻璃以外的任何障碍物，将停止比赛，在离射球或
弹到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除非另有规则规定。

(2). 由于队员射或者传球击中了在队员席的队友而停止比赛时，该队员身
体倚靠出界墙或者身体探出到冰面，或者由于球通过开着的门进入本
队队员席而停止比赛时，将在离射出球最近的区域内犯规队没有区域
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3). 由于队员射或者传球击中了在对方队员席的队员而停止比赛时，该队
员身体倚靠出界墙或者身体探出到冰面，或者由于球通过开着的门进
入对方队员席而停止比赛时，在中区离对方队员席最近的犯规队没有
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4). 如果争球时，球直接飞出场外，将在同一争球点重新争球。并且不因
延误比赛而判罚任何球员。

(5). 位于队员席两端的防护玻璃连接一个支柱，这个支柱连接一个弯曲的
螺旋体（队员席内侧部位的防护玻璃），如果球打到支柱，继续比赛。
如果球打到螺旋体，认为球出界。

(6). 如果球击到任何一端球门后的挂网，被视为出界，只要比赛停止适用
正常的争球规则（例外另见规则70- （9））。

规则 68 – 球在界墙护台上
(1). 如果比赛期间，球停在沿着冰场内侧的界墙护台上，可以继续比赛，

并且队员可以用任何合理的方式获得球权。

规则 69 – 球在球门上（底部和顶部）
(1). 当球落在球门网外（包括在球门网后面的底部和球门网顶部）长于比

赛许可的时间，或者停在球门上，裁判员停止比赛。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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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因为防守球员停止比赛，在端区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因为进攻球员停止比赛，在蓝线外的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4). 队员不耽误时间的话，可以将球从球门网上敲下来，不论是从球门网
后面的底部还是球门网顶部，比赛继续。

(5). 如果在从球门顶部拍击球下网的动作中，队员用球杆接触球，适用通
常的高杆击球规则。

规则 70 – 球打到端区挂网

(1). 如果球在攻区内被射出，并直接打到挂网上，在攻区蓝线外争球。

(2). 球在攻区内被射出，从防守队员身上弹到挂网，在攻区内离射出球最
近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球是从攻区外被射出，并在直接打到挂网上，在离射出球最近的，
对犯规队没有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4). 如果第（3）项的射球发生在中区，在离射出球最近的，对犯规队没有
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5). 如果第 （3） 项的射球发生在守区，在守区最近的争球点开球。

(6). 如果球从攻区外面射出, 弹到防守队员后打到挂网上, 在离弹出球最近
的，对犯规队没有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7). 规则70-（6）中，球在守区被弹飞，在守区最近的争球点开球。

(8). 规则70-（6）中，球在中区被弹飞，在中区离弹出球最近，对犯规队没
有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9). 如果球打到了挂网，但是裁判没有吹哨，就像击中了防护玻璃一样，比
赛继续。

规则 71 – 球在视线外
(1). 裁判员看不到球，会吹哨停止比赛。在比赛停止最近的争球点争球。除

非另有规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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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72 – 球打到球门

(1). 攻队球员射出的球击到了球门框或者球门，然后直接飞出场外，没有
以任何方式碰到对方队员，接下来在攻区争球。如果球在击中球门框
或者球门之前或者之后，弹到防守队员，接下来在端区离击球最近的
争球点争球。

规则 73 – 球打到场内裁判员
(1). 在常规比赛进行中，不会因为球接触到场内裁判员而停止比赛，除非：

①. 球因此进入球门；
②. 球因此出界；
③. 场内裁判员受伤。

(2). 如果攻队因为球弹到场内裁判员或弹起而直接进球得分，进球无效，
并且将在离球接触到场内裁判员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球打到场内裁判员之后以任何合法的方式进入球门，进球有效。

(4). 如果球打到位于中区的场内裁判员之后出界，将在中区离球接触到场
内裁判员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5). 如果球打到任意一边端区内的场内裁判员之后出界，将在在端区离球
接触到场内裁判员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74 – 手传球
(1). 不允许球员用手抓住球，并且抓住球滑行，无论是为了避免冲撞或者

控制球权。
(2). 当发生手传球时，停止比赛，然后在离传出球最近或者队友接球最近

的争球点争球，选择对犯规队较少区域优势的争球点。

(3). 允许球员在守区内手传球，前提是接球的球员和球都在守区内。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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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球员在他的守区故意用手套或手臂导球给队友，或者允许他的队
伍在除了守区以外的任何区域内获得了优势，将停止比赛，并且将在
守区内离发生手传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5). 不允许位于中区的球员手传球给位于自己守区内的队友。这种情况下，
裁判员将停止比赛并且在守区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6). 攻队球员无论是用手套将球打入球门，或者是球先碰到手套后，再被
任何队员以任何方式打入球门都进球无效，接下来将在蓝线外离手传
出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使该争球点对犯规队没有区域优势。

(7). 如果防守队员用手拍球或手套打球，球进入自己的球门，进球有效。

规则 75 – 高杆击球/比赛期间
(1). 如果队员的球杆高于肩膀以上接触球，并且无论是他或队友获得球权

并控球，或是球被拍击出界，将停止比赛。

(2). 如果高杆击球发生在攻区，接着队友在攻区得到球，接下来将在蓝线
外，离队友得到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高杆击球发生在攻区，接着队友在中区或者守区得到球，接下来
将在离接到球最近的，对攻队没有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4). 如果这个犯规发生在中区，将在守区离队友获得球权并控球最近的一
侧争球点争球。

(5). 如果这个犯规发生在守区，将在防守端离队友获得球权并控球最近的
一侧争球点争球。

(6). 在比赛中，高杆击球取决于队员的肩部（但反弹球进入球门的允许高
度是球门的横梁）。

(7). 如果队员以任何方式用高于肩部的球杆接触球，并且下一个打球的是
对方队员，比赛将继续。

(8). 如果队员用高杆击球并敲击球进入自己的球门，将记为对方队伍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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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允许像“长曲棍球”的方式,球员用球杆杆刃托球,前提是这个动作-举起
来的球杆（并且延伸到球），任何时候都没有超过肩部的高度。但是如
果这个过程中任何时候球杆和球超过肩部的高度，就停止比赛。

(10). 对方队伍缓判期间，如果拥有球权队伍的队员用高杆接触球，将在被
判罚队的两个端区争球点之一争球。

规则 76 – 高杆击球进入球门
见规则 97 –(2)

(1). 如果进攻球员的球杆高于球门横梁，以任何方式导球、弹球、或打球
进入球门，进球无效。即使之后球弹到任何队员、守门员、裁判员，
或者弹到冰面，再弹入球门，也都进球无效。

(2). 决定性的因素是球接触到球杆的位置与球门横梁的关系。如果球杆接
触球的部分位于或低于球门横梁，进球有效。

规则 77 – 防护玻璃/损坏
(1). 比赛进行中，如果防护玻璃任何部位或部分出现了损坏，将立即停止

比赛并且不能恢复，直到完成修理后。

规则 78 – 越位
(1). 进攻的蓝线是唯一的越位线。攻队球员不能早于球越过这条线并且不

发生越位。

(2). 蓝线的全部宽度被视为球所在区域的一部分。

(3). 如果球在攻区蓝线外，不视为在攻区内直到球完全越过蓝线。

(4). 如果球在攻区内，不视为在蓝线外直到球完全越过蓝线。

(5). 如果攻队球员在攻区内并且球在中区，球不视为在攻区直到球完全越过
蓝线。

(6). 越位取决于攻队的冰刀在攻区蓝线上和球的关系。当球整个越过蓝线之
前，两只冰刀都越过了攻区蓝线，进攻球员越位。这包括了球的三维空
间位置。如果球早于任何进攻球员在空中位于蓝线水平面的正上方，不
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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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球员冰刀只解释为二维空间。任何在空中的冰刀被视为不在蓝线的任
何一侧，直到冰刀接触冰面。

(8). 为了不越位，球员可以一只冰刀在蓝线内，只要一只冰刀在蓝线上或
者蓝线外接触冰面。

 越位

 越位

 未越位

 未越位

  未越位

队员的冰刀
队员的冰刀在越位的位置
传球

守     区
A       队

攻     区
A       队

  比赛的方向  
A       队

规则 79 – 越位情况
(1). 如果进攻球员射或传球，打到早于球进入攻区的队友，将停止比赛并判

越位。将在离传出或射出球最近的对犯规队有较少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
球。

(2). 如果进攻球员从攻区外射球，队友早于球进入攻区，球从攻区内出界，
停止比赛，判定越位。在离传出或射出球最近的，对犯规队较少区域优
势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守队队员在他的守区并且通过向外射或传球清区，球打到位于蓝线
外的场内裁判员并且弹回到蓝线内，此时攻队球员仍然在蓝线内，将视
为越位缓判。

(4). 如果球员从他的守区外传球给两只冰刀都位于攻区内的队友，将判越位
并且在中区离传出球最近的，对犯规队有较少区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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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队员从他的守区传球给，位于攻区内的队友，判定越位。在守区
离传出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6). 如果进攻球员位于攻区内，但是他在攻区蓝线上内外来回拨球，判定
越位。在吹哨时离球最近的中区争球点争球。

规则 80 – 越位后争球
(1). 如果发生越位，将停止比赛并且依据以下情况进行争球：

①. 如果队友早于球在蓝线内，进攻球员带球越过蓝线，在最近的中
区争球点争球；

②. 如果传或射出球发生在中区红线和攻区蓝线之间，在中心争球点
争球；

③. 如果传或射出球发生在守区蓝线和中区红线之间，在靠近守区的
中区争球点争球；

④. 如果球员有意导致越位，在犯规队守区内的端区争球点争球；

⑤. 如果进攻球员从他的守区传或射球，在犯规队守区内的端区争球
点争球；

⑥. 如果传或射球造成越位缓判后直接出界，在离打到球最近的争球
点争球；

⑦. 如果守队在越位缓吹时被判罚，在守区争球点争球。

规则 81 – 不越位
(1). 如果带球者保持控球，他的两只冰刀早于球进入蓝线，视为他不越位，

前提是他的两只冰刀都在中区时先控球，并且他保持运球直到球整个
越过蓝线。

(2). 如果球员接到传球并且球杆和一只冰刀越过了蓝线，但是一只冰刀在中
区内接触冰面，不越位。

(3). 当进攻球员还在攻区内，位于中区或攻区的守队球员将球打进他自己
的守区（球杆控球、传球或踢球），不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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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82 – 越位缓判
(1). 如果进攻球员早于球进入攻区，但是没有碰球。裁判员举手示意越位

缓判。如果守队控制球。并且攻队球员没有去抢球或迫使带球者深入
端区，而是撤出攻区，攻队球员至少一只冰刀接触到蓝线才算撤出攻
区， 比赛继续。

(2). 在边线裁判员可以解除越位缓判之前，进攻球员必须完全清出攻区，
或者守队必须将球移动出自己的蓝线。那时，攻队可以尝试获得球权
或再次进入攻区。

(3). 如果越位缓判导致比赛停止，将在蓝线外离比赛停止时球所在位置最
近的争球点争球。

(4). 如果越位缓判期间守队没有尽力将球移动出自己的端区，并且攻队没
有尽力清区，将停止比赛并判越位。将在蓝线外离比赛停止时球所在
位置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5). 如果在越位缓判期间，守队使球进入自己的球门，进球有效。

(6). 在越位缓判期间，允许守队在清区过程中运球到自己球门后方，只要
没有企图延误比赛。

(7). 如果射球进入端区导致了越位缓判，并且球被射入球门（无论是直接
射入，或弹到防守队员，守门员，裁判员之后进入，或者从防护玻璃，
界墙弹入），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这与球进入球门前攻队是否
已完成清区无关。

(8). 越位缓判期间，守队队员直接将球射出界，适用规则-延误比赛，执行
相应判罚。

(9). 如果发生规则82-（8）的情况，球弹到玻璃或队友但是没有越过蓝线，
不判罚，但是由于越位缓判，将在中区争球。

(10). 如果发生规则82-（8）的情况，球弹到玻璃或队友但是球越过蓝线，不
判罚，并且在守区内射或弹到球的一侧争球。

(11). 越位缓判期间，攻队将球射出蓝线，球弹到守队后出界，接下来在离射
出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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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暂缓处罚的规则优于越位缓判的规则。当对守队犯规缓判时，因为攻队
越位缓判而停止比赛的话，按正常判罚后的争球规则，在守区争球。

规则 83 – 越位缓判/混合型死球
(1). 如果球员正在尝试解除死球，早于球进入攻区蓝线，造成一个越位缓判，

将依据混合型球规则判死球。如果边线裁判员判断该越位的队员先接触
到球，将判越位。

(2). 在规则83-(1)中，如果队员先于判死球之前接触球形成越位缓判，将
在离射球位置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84 – 有意越位
(1). 当攻队做出动作示意故意导致比赛停止为目的时，判定越位是有意的。

(2). 将在有意越位的队伍守区争球。

(3). 越位缓判被判定有意越位，如果：
①. 越位缓判过程中，球被攻队射向球门或在球门附近，迫使守门员
救挡的；

②. 越位缓判期间，攻队通过打球或试图身体冲撞拥有球权的防守球
员去接触球或试图获得球权；

③. 攻队在比赛中的进球制造了越位缓判（例如：射入攻区的球进入
球门），这种情况下进球无效；

④. 攻队没有尽力清区解除越位。

(4). 如果球被打入攻区，导致越位缓判并且球以任何方式进入球门，进球
无效，除非由防守队员的故意动作进球。将在有意越位的队伍守区争
球。

(5). 如果攻队正在清区，球意外打到在攻区内的进攻球员，将判越位，但
不判定为有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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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85 – 球员受伤
(1). 如果明显球员已经严重受伤，场内裁判员将立即停止比赛，并且召唤
适当的医护人员上冰。

(2). 其他所有情况下，如果球员受伤不能继续比赛或去队员席，将继续比
赛直到他的队伍获得球权，除非他的队伍正在得分位置。

(3). 如果球员受伤同时被判罚，允许他回到队更衣室。如果他被判小罚、
大罚或停赛，他的队伍必须立即派一名替罚球员到受罚席受罚满时。

(4). 如果受伤的被判罚球员有能力在他的受罚时间结束前回到比赛，他必
须亲自去受罚席执行剩余的时间。

(5). 由于球员受伤而停止比赛时，受伤球员必须离开冰面并且不能返回，
直到比赛已经恢复。

规则 86 – 场内裁判员受伤
(1). 比赛中场内裁判员受伤时，将立即停止比赛（除非某队有得分机会)，

去评估伤势的严重程度并且治疗受伤的场内裁判员。如果问题可以立
即处理，受伤的场内裁判员将滑至主队队员席，或者由主队的医护人
员进行治疗。

(2). 如果裁判员受伤并且不能继续比赛，另一名裁判员（四人制中）将是
唯一的裁判员。三人制中，由裁判监督、受伤的裁判员、或者领队选
中的一名边线裁判员履行裁判员的职责。

(3). 如果边线裁判员受伤不能继续比赛，无论是四人制还是三人制，如果
裁判员（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对他进行替换。

(4). 如果将由替补裁判员上场，适当的裁判员将在着装并准备好时进入比
赛，但在这期间比赛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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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7 – 竞赛规则/队员替换 

概述 – 比赛期间队员可以有两种方式进行替换：比赛停止期间和比赛进
行中。无论何种方式，关进行队员替换的合法性，要应用特定的规则。

规则 87 – 场内/场外的定义
(1). 队员一只冰刀位于冰上，一只冰刀位于场外的队员席，认为该队员位
于场外。除非该队员打球，或者以任何方式接触对方队员，或者两脚
都在冰上。

规则 88 – 比赛进行中队员替换 
(1). 队员可以在比赛进行中的任何时候进行替换。前提是替换的队员们都
要在队员席前，距界墙1.5米（5'）范围内，并且进行替换的队员们不能
以任何方式介入比赛。

(2). 如果在替换过程中，当退场的队员至少有一只冰刀在场外跨入队员席之
前，入场的队员滑出1.5米区域并且参加比赛，该队将被判罚场上多人。

(3). 如果在替换过程中，当退场的队员和入场的队员都位于1.5米区域内。
有队员打球、或者接触对方队员、或者参加比赛，该队将被判罚场上
多人。

(4). 比赛进行中，进行替换的队员们都位于1.5米区域内，队员们都没有以
任何方式介入比赛，不判罚。

规则 89 –错误地出入对方队员席
(1). 比赛中任何时候，都不允许队员使用对方队员席，除非意外。

规则 90 – 蓝线内的队员席/越位
(1). 越位缓吹期间，在攻区内的离开冰面，进入位于攻区内的队员席，如果
替换他上场的队员是从位于中区的队员席进入冰面的，那么认为他在场
外。如果替换他的队员是从攻区内的队员席进入冰面的，并且还处于越
位缓吹中，那么替换上场的队员必须要清出攻区。如果其他进攻队员清
出攻区并且边线裁判员取消了越位缓吹，这种替换不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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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91 – 比赛停止期间队员替换
(1).  一个或多个队员的替换都构成了队员替换。
(2). 主队有权作”最后的替换”。客队教练必须先派队员上冰，主队教练
紧接其后按以下程序派队员上冰。如果任一队伍未作正确的替换，裁
判员将禁止换人。

(3). 某队不遵守或延缓执行，或者有意错误执行该规则的，第一次会被裁
判员警告，之后会因延误比赛被判队小罚。

(4). 一旦完成换人，队伍就不允许更改场上阵容，直到重新争球开始比赛
后。

(5).  争球违例后，不允许两队替换队员。

(6). 队员替换后，如果一方或双方被判罚，影响了场上某队实力时，两队

可以换人。

(7). 队员席内的队员，只有参加队员替换的，才能在进球得分后进入冰面，
不允许除此之外的其他队员上冰庆祝。

规则 92 – 队员替换程序
(1). 队员替换必须进行以下程序：

①.比赛一停止，裁判员就示意客队教练进行队员替换；

②. 客队有5秒的时间来作替换；

③. 5秒种结束后，裁判员举起手臂，示意客队不得再进行队员替换；

④.在举起手臂时，裁判员示意主队教练进行队员替换；

⑤. 5秒钟结束后，裁判员放下手臂，表示主队不得再进行队员替换；

⑥. 当裁判员一放下手臂，执行争球的边线裁判员立刻吹哨，表示两
队将有不超过5秒钟的时间站位争球；

⑦. 5秒钟一结束，（ 或者争球员已经更早一些准备好的情况下 ），
边线裁判员可以掷球。边线裁判员的职责是确保所有的球员在适
当的位置进行争球。

⑧. 如果一队企图在其指定的时间以后替换队员，裁判员将把队员送
回到队员席，并警告教练，再次发生违反这个程序的犯规，将因
延误比赛被判队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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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93 – 死球后队员替换 
(1). 一队若打出死球，争球前不允许进行队员替换。这些不能替换的队员
是指在死球形成过程中，球离开队员球杆的瞬间，在场内的队员。

(2). 一队在打死球后，企图换人的，第一次，裁判员警告，第二次将因延
误比赛被判队小罚。

(3). 如果某队打死球后，在比赛停止时使用暂停，仍然不允许进行队员替
换。

(4). 一队允许进行队员替换的情形是：

①. 替换一个守门员上场，这个守门员是之前已经被队员换下场的；

② .替换受伤的队员或守门员；

③. 任意一队被判罚而影响场上队员实力，允许打死球的队作队员替
换，但是要在被判罚队的守区争球。

(5). 死球时，球员的球杆损坏，允许他去队员席更换新球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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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8 – 竞赛规则/进球 

概述 – 适用于进球有效以及进球无效的特定规则。

规则 94 – 进球得分 
(1). 比赛中，当某队将球射或导入球门，并且球完全越过球门线。裁判员
和/或录像监门认为是合法的，进球得分（例外，见规则99- （7））。

(2). 当球射进两球门柱之间、横梁以下，并完全越过了球门线，进球得分。

(3).  守队队员以任何射球、踢球、导球或其他任何方式使球进入球门，进球
得分。

(4). 队友射球，球被意外击打到球员身上任何部位后，弹进球门，进球得分。

(5).  球越过球门线时，它必须是完整的。

(6).  比赛停止期间任何球射入球门，都不算进球。

(7). 进球之后，一旦已经在中心争球点执行了争球，那个进球就算正式进球
得分。在争球之后得到的，表示进球无效的录像证据不被采纳。

(8). 比赛中，任何同一时间，只能判定一个队一个进球得分。如果一队进球
后，未能停止比赛，之后出现任意一个队进球得分。如果录像回放显示
第一个进球有效，第二个进球将被取消，应该判定第一个进球得分，并
且要将计时钟调整回到第一个进球的时间（调回比赛时间和受罚时间）。

(9). 如果在规则94-（8）中，根据之后的回放，录像监门员判定第一个是非
法进球的，那么判定第二个进球得分并且不调整计时钟的时间。

(10). 在规则94-（8）中, 要执行两个进球之间的任何判罚，或者在第二个进
球后的判罚。除非某队进球得分前，对另一队缓判的第一个小罚（适用
于缓判期间，关于进球后解除判罚的规则）。

(11).如果球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高过肩部，允许球员以”长曲棍球”的方式
扫进球门（另见规则75-（9））。

(12). 球被进攻球员的球杆或身体弹入球门，这个进攻球员在守门员在球门区
内，在球进入球门区的三维空间之前已经站位于球门区内，进球无效。
并且要在蓝线外的争球点执行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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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规则94-（12）中，如果球员的冰刀没在球门区内，但是他的球杆在球
门区内，然后球从球杆上弹入球门，如果该球杆没有干扰守门员的防守
能力，进球有效。如果球杆干扰了守门员，进球无效，并且要在蓝线外
的争球点争球。

(14). 为使进球合法有效，球必须在每局时间结束前越过球门线才算合法有效。
如果计时钟没有计时，可以咨询录像监门员，任何其他情况下，场内裁
判作最后的决定。

(15). 当受罚时间结束，如果记罚员未能打开门，导致受罚球员延迟进入冰上，
这时对方进球，那么进球有效。

规则 95 – 球门区与进球得分
(1). 如果进攻队的球员被防守球员推，搡，或者被犯规，导致他进入球门区，
此时进球，那么进球有效。除非进攻球员有足够时间离开球门区。

(2). 如果球在球门区内是无人控制的球，被进攻球员用球杆打入球门，进球
有效。

(3). 如果在球越过球门线，进入球门的瞬间，一名攻队球员位于球门区内，
他的位置对守门员的防守及跑位能力丝毫没有影响。进球有效。

(4). 射中时，如果守门员位于球门区外，进攻球员妨碍他回到球门区，或妨
碍他跑位的，进球无效，并且进攻球员要因干扰而被判小罚。

(5). 球门区是三维立体的，所有球门区的规则不仅适用于蓝色冰面区域，而
且适用于蓝色冰面区域上方至球门横梁之间的空间。

规则 96 – 冰刀导致的进球

(1).  如果球被进攻球员明显的踢入球门，射中无效。

(2). 明显的踢的动作是冰刀沿冰面移动或摆动的动作，以此动作使球进入球
门。

(3). 如果进攻球员踢球，球被守门员救挡之后，再被该球员或队友射进球门，
进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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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进攻球员踢球，球直接从守门员身上或他的护具上，或任何队员身
上弹入球门，进球无效。

(5). 如果进攻球员，以任何方式转动冰刀试图使球弹到冰刀上，并且弹入球
门，如果没有明显踢的动作，进球有效。

(6). 如果进攻球员试图将球踢到球杆上，但是在球被踢入球门前未能用球杆
接住球。进球无效，因为是明显踢的动作使球进入球门。

(7). 如果进攻球员与对方队员挤贴在一起，在此期间，当他试图保持平衡时，
他用明显踢的动作使球进入球门。进球无效。明显的踢的动作是唯一的
标准，而不是与对方队员的挤贴。

(8).  如果球在进攻球员的球杆上，他踢球杆，使球进入球门，进球无效。

规则 97 – 进球无效/比赛期间
另见规则184–186，关于守门员和球门区犯规的规则

(1). 如果球被进攻球员踢入、扔入、用手打入，或用身体其它部位，或用球
杆以外的方式故意导入球门内，即使球之后碰到任何队员或裁判员弹入。
进球无效。

(2). 进攻球员在高于球门横梁的位置用球杆以任何方式击，弹或拍打球，即
使球之后碰到任何球员，守门员或裁判员身上弹入，或者从冰面上反弹
进球门，进球无效。决定性的因素是当球接触球杆时的位置与横梁的高
度关系。如果那个接触点的高度低于球门横梁，进球有效。

(3). 如果球是从场内裁判员身上直接弹入球门，即使球之后碰到任何球员，
守门员弹入球门，进球无效。如果球打到场内裁判员，之后被以合法的
方式打入球门，进球有效。

(4). 当球被一名防守队员压在身下，进攻队员将球和这名队员一起推入球门，
进球无效。

(5).  从队员席下来的球员非法进入比赛，当他在场内时，他的队进球，进球
无效。

(6). 球员由于自己或记罚员的错误，过早离开受罚席。当他在场内或已经被
替换，球员的队进球，进球无效，并且这个球员必须回到受罚席罚满剩
余的时间。如果期间另有判罚，也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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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裁判员有权与边线裁判员商讨导致进球的事件。如果进球前，裁判员
未能发现，而边线裁判员观察到有大罚，严重违例，停赛或违反体育
道德的犯规，边线裁判员可以向裁判员报告这个事件，裁判员可以决
定取消进球并且判罚。

(8).  如果一局时间结束后，球才整个越过球门线，进球无效。

(9). 如果在球越过球门线之前，裁判员已经吹哨停止比赛，进球无效。录
像监门不回放此类事件。

规则 98 – 进球/球门移动
(1). 防守队员移动自己的球门，对方队伍进球。以下情况进球有效：

①.  对方射门动作，早于球门移动；

②. 裁判员认为如果球门处于正常位置上，球已经进入球门。

(2). 当进攻球员突破时，如果守门员离场换上球员，队友移动球门。判定
进球。

(3).  以下情况认为球门移动：

①.  任一球门钉不在各自的孔里；

②. 球门框与一个或两个球门钉脱离；
③.  一个或两个球门柱不是平坦的位于冰面上。

(4). 要使进球有效，进球的瞬间，其他所有没使用球门钉的球门框架必须
平坦的置于冰面上。

(5). 比赛中，如果球门有任何移动，没有被移回到正常的位置，都要停止
比赛。如果被移回正常的位置，继续比赛。

(6). 球越过球门线之前，球门是移动的，进球无效。除非符合规则98-(1)
的情况。

规则 99 – 使用录像监门系统判定进球 
(1).  只有在裁判员或录像监门员的要求下，录像监门员才会与裁判员商量。
主要是与录像监门员商讨决定进球的合法性。

(2). 如果进球或看似进球，裁判员会立即判定，然后，如果需要的话，他会
与录像监门员商量。录像监门员有权力确认裁判员的判定，或者如果有
合适的证据，驳倒裁判员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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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录像回放无法作出结论，那么裁判员的最初判定成立。

(4). 如果录像监门员需要与裁判员商议潜在的进球，这个球是场内裁判员
都没能留意到的，那么录像监门员的意见是决定性的。

(5). 比赛停止时，如果录像监门员和场内裁判员都没有重审一个可能的进
球。执行争球之后就不允许再进行重审。

(6). 如果一局结束后，录像监门员或裁判员都没有立即表示要重审受到质
疑的比赛，一旦队员离开冰面就不能再重审。

(7). 只有以下情况才能由录像监门员进行重审（其他的使用，参阅规则45 
-（3） ）：

①.  球越过球门线；
②.  球门被移动前，球进入球门；
③.  在一局比赛结束前或后的瞬间，球进入球门；

④. 球被进攻队员的手导入，被冰刀踢入球门，被故意以身体任何部位
打入球门；

⑤.  球从场内裁判员身上弹入球门；

⑥. 球被进攻球员用高于球门横梁的球杆击入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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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9 – 判罚/时长及情形

概述 – 由场内裁判员执行判罚。 

关于守门员的所有犯规，见第12章 – 守门员的具体规则。 

规则 100 – 可判罚的时间
(1). 比赛中的任何时间可以进行判罚。包括60分钟的常规比赛，加时赛、
射门比赛、比赛停止期间、队伍离开冰面去往更衣室期间。

(2). 如果犯规被判罚并且被记入比赛记录表，场内裁判员必须直接观察到
这些犯规。包括在赛前，赛中，赛后的所有事件。

(3). “比赛前“指开球之前，场内裁判员和队员在冰上，但比赛尚未开始
的时间。

(4). 赛前热身期间或看台下的任何犯规，不以比赛中的标准进行判罚，因
为当时场内裁判员未参与其中。这些犯规由替补裁判员处理，必要的
话，由专门权力机构处理。

(5). 比赛期间或比赛刚结束后，不允许队员或队伍官员进入场内裁判员更
衣室。任何此类犯规要报告给专门权力机构。

规则 101 – 判罚的含义
(1). 两人裁判制中，队员的同一个犯规行为，不能由两个裁判员判罚，但是
两个裁判员可以判罚同一个队员的两个犯规。

(2). 如果即将被判罚的某队正在控球，立即停止比赛。如果对方在控球，
继续比赛，直至被判罚的队控球。

(3). 在缓判期间，如果控球的队射中对方球门得分，将取消第一个小罚。
如果将要判双重小罚，取消其中一个小罚，对另一个执行判罚。如果
将要执行大罚，违例或停赛，即使进球得分，仍将进行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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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缓判期间，即将对多个队员进行两个或多个判罚时对方进球得分。裁
判员将询问受罚队队长取消哪个处罚。将执行第二个及后续判罚。不
考虑判罚的顺序。

(5). 突破的进攻球员被对方犯规，根据犯规的程度，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
例，无论任意球是否进球，都要执行这个大罚。

(6). 被判罚后，球员必须直接去受罚席或更衣室，除非场内裁判员另有指
示。未按此执行，将被加判队小罚。

(7). 某队同时被判多个处罚，影响场上人数实力时，如果之后的判罚会导
致其中一名受罚球员可以早于其他人离开受罚席，队长必须告知裁判
员受罚的顺序。

(8). 如果在第三局被判违例，使他无法参加加时赛和射门比赛，球员必须
去更衣室。

规则 102 – 计时钟上的判罚
(1). 受罚结束时间为计时钟上显示的确切时间加上受罚时长。例如：如果
小罚被判的时间在4:58，结束在2:58。如果一个大罚被判的时间在
13:05，结束在8:05，无论受罚球员是否在受罚结束的时刻上冰。而对
于同等判罚的小罚和违例，球员要在受罚时间结束后的第一次比赛停
止才能回到场内。

(2). 只有显示在计时钟上的判罚结束后，才允许队伍在比赛中增加球员。
不显示在计时钟上的判罚包括同等的小罚或大罚、违例、严重违例、
以及同等的停赛。

(3).  必须显示在计时钟上判罚包括小罚、双重小罚、大罚和停赛。

(4).  暂缓开始计时的处罚，要等到实际开始计时才会被显示在计时钟上。

(5). 对于违例，球员要在受罚时间结束后第一次比赛停止时才能返回场内。

(6). 对某队的多个处罚，只允许球员在他们自己的受罚时间结束后才能返
回场内。某球员在队友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受罚时间结束后返回场内，
将被加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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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03 – 人数缺少
(1). 某队人数缺少是指，比赛中由于一个或多个判罚导致场上人数少于对

方。

(2). 当某队人数缺少，对方进球得分，如果该人数缺少是由于小罚或队小
罚导致的，那么受罚球员可以立即返回场内。

规则 104 –110 – 判罚的时间 
总结（对某队员）

小罚/队小罚=2分钟置于计时钟上（2PIMs）

大罚=5分钟置于计时钟上+自动严重违例，计时钟上不显示（25PIMs）

小罚+大罚=5分钟置于计时钟上，然后2分钟置于计时钟上+自动严重违例
计时钟上不显示（27PIMs）

违例=10分钟，时间不置于计时钟上（10PIMs）

小罚+违例=2分钟置于计时钟上+10分钟， 计时钟上不显示（12PIMs）

小罚+严重违例=2分钟置于计时钟上+比赛剩余时间，计时钟上不显示
（22 PIMs）

严重违例=比赛剩余时间，计时钟上不显示（20 PIMs）

停赛=5分钟置于计时钟上+比赛剩余时间，计时钟上不显示（25 PIMs） 
+自动停赛一场

规则 104 – 判罚的时间/小罚-队小罚
(1). 小罚时间为2分钟的比赛时间，受罚球员必须受满。这名受罚球员不允
许代替上场。如果对方多打少期间射中得分，视为第一个小罚结束，
受罚球员可以返回场内。

(2). 如果某队在多打少期间，任意球射中得分，受罚球员不能返回场内。

规则 105 – 判罚的时间/大罚
(1). 大罚由5分钟的比赛时间加自动严重违例构成。5分钟内这名受罚球员
不允许代替上场。受罚队员必须去更衣室，由教练通过队长指派一名队
友替他受罚。期间无论对方进多少个球，这名球员必须受罚满5分钟。
一旦5分钟结束，允许替换球员执行严重违例的判罚。赛后由专门权利
机构自动执行对大罚的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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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06 – 判罚的时间/小罚和大罚 
(1). 当某球员同时被判一个小罚和一个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时，先受
大罚，然后再开始小罚。被判罚队员必须去更衣室，由教练通过长队
指派一名队员替他受罚。

(2). 当同队的两个队员同时分别被判一个小罚和一个大罚，该队已经人数
缺少时，应先受小罚，大罚的受罚时间要等到该队第一个受罚时间结
束才开始。被判大罚的球员必须回更衣室，由教练通过队长指派一名
队员替他受罚。

规则 107 – 判罚的时间/违例
(1). 违例判罚时间是10分钟的比赛时间，但允许立即代替上场。受罚球员
必须受罚满时，除非他受伤，可由教练通过队长指派一名队友到受罚
席替罚。执行判罚的球员在受罚时间结束后不允许离开受罚席，直到
其后第一次比赛停止时。

(2). 队员在一场比赛中第二次被判违例处罚时，将自动形成严重违例。他
必须立刻离场至更衣室，但允许立即代替上场。并且不需要队友替他
受罚。

(3). 如果守门员被判违例，必须由教练员通过队长指派一名停止比赛时在
场上的球员到受罚席替罚。

规则 108 – 判罚的时间/小罚和违例 

(1). 当一名球员在同一时间被判小罚和违例时，受罚队必须立即指派额外
一名球员到受罚席受小罚。这名受罚球员不允许代替上场。小罚时间
结束后，这名队友可以离开受罚席，但是受罚球员必须留在受罚席执
行违例判罚。即使有队友已经执行小罚，违例也要等任何较轻的判罚
结束后才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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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09 – 判罚的时间/严重违例 
(1). 严重违例要求受罚的队员或队伍官员离场去更衣室，但允许立即代替
上场。

(2). 锦标赛中，在同一场比赛或不同的比赛中被判两次严重违例的队员，
下一场将被自动停赛。

规则 110 – 判罚的时间/停赛
(1). 受停赛处罚的队员，或队伍官员将被立即逐出比赛，由教练员通过队
长指派一名球员到受罚席替他受罚5分钟。这名受罚球员不允许代替
上场，直到5分钟受罚时间结束后。

(2).  被判停赛，附加自动停赛（至少）一场。

规则 111 – 判罚情形
(1).  只有显示在计时钟上处罚才会影响场上人数实力（除了暂缓开始计时
的那些处罚）。

(2). 可以在对方进球后回到场内的受罚球员，他的队必须在进球时已经由
于小罚或队小罚（不算缓判）而人数缺少。如果多个球员受罚,第一个
小罚或队小罚结束（除非是与对方球员的同等小罚或队小罚，这种情
况下，取消下一个小罚或队小罚）。

(3). 如果某队被缓判一个小罚或队小罚时已经因为大罚或停赛而人数缺少，
并且对方在比赛停止前进球得分，那么取消示意缓判的判罚。

(4). 如果对某队员有小罚，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或停赛的缓判，对方在
缓判期间进球得分，那么取消小罚，但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或停赛
将被判罚。该球员必须去更衣室，由教练通过队长指派一名队友替他
受大罚或停赛。

(5). 某队在同一次比赛停止时，被判2个或多个相同时间的处罚。在比赛
开始前，该队的队长必须告知裁判员，哪个球员先返回场内（无论是
对方多打少时进球，还是受罚时间结束，球员要离开受罚席），裁判
员要相应地通知记录员。 部

分
 9



72

规则 112 – 同等判罚
另见国际冰联规则解释 – 同等处罚

(1). 当比赛的两个队在同一次停止比赛时被判数量相等、受罚时长相同的
小罚、大罚或停赛时，这样的判罚是同等判罚。

(2). 当两队在同一次比赛停止时被判罚，裁判员要尽可能多地抵消两队时
长相等的判罚（小罚、队小罚、双重小罚、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停
赛）。

(3). 当两队5打5时，对每队只判一个小罚或队小罚的，两队将进行4打4。
双方受罚队员必须到受罚席，场上不能替补。他们可以在受罚时间结
束后返回场内。

(4). 如果在规则112-（3）中，一名或双方受罚队员被判小罚加违例，两
队将进行4打4，并且将有额外一名球员去受罚席接受小罚，同时被判
罚的队员要受罚全部的12分钟。受小罚的队员在受罚时间结束后可以
返回场内。

(5). 当出现规则112-(1)的判罚时某队人数缺少，允许每队对数量相等、时
长相同的同等判罚立即代替受罚，并且不影响暂缓开始受罚时间（见
规则113）。

(6). 如果两队不是5打5，那么不会由于可以互相抵消的同等判罚而进一步
减少场上人员实力。

(7). 如果两队被判多种判罚，根据同等判罚的规则，将取消相同数量的小
罚，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和停赛。任何判罚的时间差将被置于计
时钟上。队员将相应地受罚。他们要等受罚时间结束后的第一次比赛
停止时，才能返回场内。

(8). 被判同等大罚或同等停赛的队员必须回更衣室，但是不需要队友替他
到受罚席，除非其中某个判罚被置于计时钟上。

 (9). 如果涉及守门员的话，见规则207-（2）和规则207-（4）。

  (10). 在同等处罚的应用中，小罚和队小罚是一样的。

规则 113 – 暂缓开始判罚时间
(1). 比赛中的任何时候，某队不可以少于3个场上球员。

(2). 队员们必须按他们自己受罚时间结束的顺序返回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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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规赛期间，若某队已有两名队员正受罚，又有第三名或更多队员被
判罚需要去受罚席，他的受罚时间要在前两名受罚队员之一的受罚时
间结束时才开始计时。第三名或更多球员一但被判罚就必须去受罚席，
但在他（们）受罚开始计时之前，可以代替上场。

(4). 三名或多名队员的第一个判罚结束，受罚时间暂缓开始的球员不能返
回场内，直到他的受罚时间结束时或结束后的第一次比赛停止。

规则 114 – 缓判
(1). 对大部分的处罚，要犯规队的队员控球，才停止比赛并且判罚。

(2). 球杆碰或蹭球，不算控球。除非这种接触导致将被判罚的队进球。

(3). 如果犯规队没控球，裁判员要举手示意，他将有一个判罚，但不会停
止比赛，直到：

①. 犯规队控球；
②. 球被停住；
③. 球出界；
④. 控球队犯规；
⑤. 任何队打死球；
⑥. 其他原因。

(4). 缓判期间，控球队射中自己球门，那么对方得分，但犯规仍然要被判
罚。

(5). 缓判期间，将被判罚的队不能以自己的方式射中得分。

(6). 当裁判员举手后，如果控球的队射中得分，那么进球有效，如果有多
个小罚被缓判，裁判员将询问受罚队队长取消哪个判罚。

(7). 如果被缓判的队已经人数缺少并且对方在缓判期间进球，之前正在执
行的小罚自动终止，并执行所有缓判的判罚。

(8). 如果被缓判小罚或队小罚的队，已经因大罚或停赛人数缺少，对方进
球的话，取消缓判的处罚。大罚或停赛继续受罚。

(9).  如果某队犯规与进球几乎同时发生，裁判员未能在进球前及时吹哨停
止比赛，他仍然可以在比赛停止时取消进球并且执行判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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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15 – 加时赛中的判罚
(1).  无论加时赛的比赛时长是多久，如果常规赛结束时没有影响任意一队
场上人数实力的判罚带入到加时赛，或者在加时赛开始前未发生影响
任意一队场上人数实力的判罚，每队必须要4个队员和1个守门员。

(2). 某队在加时赛中被判小罚，将进行4打3。

(3).  加时赛中的同等处罚不影响场上人数。

(4). 如果某队被判罚后对方形成2人优势，该队要留3名队员在场上，同时
允许对方第5名队员上场。2人优势失效后，第一次比赛停止时将场上
人数调整为4打4或4打3。

(5). 常规赛结束时，如果是5打4或者4打3，加时赛将以4打3开始。

(6). 常规赛结束时是5打3，加时赛将以5打3开始。受罚时间结束时，为了
继续比赛，场内人数可能形成5打4或5打5。在第一次比赛停止时，将
调整为4打4或4打3。

(7). 如果常规赛结束时是4打4，而且有队员留在受罚席，加时赛以4打4开
始，并且队员正常离开受罚席，场内人数形成5打4或5打5。在第一次
比赛停止时将调整到4打3或4打4。

(8). 如果常规赛结束时是4打4，队员留在受罚席受同等判罚，加时赛以4打
4开始。

(9). 如果常规赛结束时是3打3，加时赛以3打3开始。场内人数成为5打4或
5打5之后，在第一次比赛停止时，将调整到4打3或4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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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10 – 判罚的描述

概述 – 以下是比赛中（包括常规赛60分钟，加时赛，射门比赛，以及比
赛刚结束后队员离场回各自更衣室期间）犯规的定义、解释和说明。

规则 116 – 侮辱裁判员 
定义：队员或队伍官员试图夺取场内裁判员的权力，诋毁场内裁判员，质
疑场内裁判员的正直性或能力，或与场内裁判员身体对抗。

(1).  小罚
①.  队员敲击防护玻璃，对场内裁判员的判罚表示抗议；

②. 队员用球杆或其他物品敲击界墙，对场内裁判员的判罚表示抗议。

(2).  队小罚
①. 无法辨认的队员或队伍官员使用粗俗的、亵渎的或侮辱性的语言，
或者大肆喧哗裁判员的名字；

②. 受罚队员不遵从场内裁判员的指示直接去受罚席或更衣室；

③. 队伍官员用球杆或其他物品敲击界墙，对场内裁判员的判罚表示
抗议。

(3).  违例
①. 队员对裁判员的判罚进行挑战或争辩；

②.  当场内裁判员去捡球时故意将球射开;

③. 当场内裁判员相互协商或向场外裁判员报告时进入或逗留在裁判
区;

④. 在场内或场外，队长或副队长员就如何判罚、规则解释或管理比
赛向场内裁判员进行抱怨；

⑤. 队员对场内裁判员的判罚不满，用球杆或其他物件敲击界墙，此
前他已经因此被判小罚的；

⑥. 队员已经被判小罚，用球杆或其他物品敲击防护玻璃，对场内裁
判员的这个判罚表示抗议。

(4). 严重违例
①. 队员或队伍官员因为已经被判的小罚或者队小罚，而对场内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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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使用粗俗的、亵渎的或侮辱性的语言。如果这发生在比赛结束
后，无论场内或场外，不需要先判小罚或队小罚，可以直接判严
重违例。

(5). 停赛
①. 队员或队伍官员以任何方式接触场内裁判员，妨碍裁判员管理比
赛；

②. 队员向场内裁判员挥舞球杆。

规则 117 – 队小罚
定义：队员席内可辨认的或无法辨认的队员或队伍官员，妨碍比赛进行或
违反规则。

(1).  队员席内的犯规被判为队小罚。

(2). 任何场内被判违例或严重违例的行为，如果来自队员席内可辨认的队
员或队伍官员，与场内进行同等的判罚。

(3). 队小罚可以由停止比赛时在场内的任何队员执行，除非本规则另有规
定。

(4). 如果被判罚队的主教练拒绝指派球员受队小罚或受守门员的罚，裁判
员可以指派球员。

规则 118 – 咬人
定义: 队员咬对方身体的任何部位。

(1).  咬人的队员要被判停赛。

规则 119 – 向界墙冲撞
定义：队员用身体阻截，肘顶，加速冲撞或绊的方式使对方猛烈摔向界墙。

(1).  向界墙冲撞至少判小罚。

(2). 队员以向界墙冲撞的方式使对方队员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
大罚和严重违例，或停赛。

(3).  沿着界墙挤贴对方控球队员，不视为向界墙冲撞。

规则 120 – 损坏的球杆/用于比赛—替换 
定义：球杆不是完整无缺的，其杆刃或杆柄损坏，或者不是整支，被视为
损坏的即非法的球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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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队员必须立即扔掉损坏的球杆。如果他用损坏的球杆参加比赛，将被
判小罚。

(2). 比赛中使用守门员球杆的队员将被判小罚。

(3). 队员球杆损坏，禁止接受从队员席或由观众扔到冰上的球杆，但可以
不去队员席而接受场内队友给他的球杆。这种交换必须由手递手完成。
队友向他扔、投掷、滑或射球杆，将被判小罚。

(4). 规则120-（3）包含某队员完好的球杆掉落，他的队友尝试为他取回
的情况。

(5). 任何时候不允许队员从以下地方获得对方队员的球杆：

②.对方队员席内对方队员手中；
③.对方队员席内球杆架上。违反本规则将导致小罚。

(6). 参与比赛的队员拿替换球杆给队友或守门员，将被判小罚。

(7). 如果队员在比赛期间接受在受罚席的队友给他的球杆，接受球杆的队
员将被判小罚。

(8). 手中没有球杆的队员任然可以参加比赛。

规则 121 – 杆柄杵人
定义：队员握杆的上手沿着杆柄移动，使杆柄危险地突出，杵进对方队员
身体。

(1). 企图用杆柄杵人可判双重小罚和违例。

(2). 队员用杆柄杵对方队员，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或停赛。

(3).  队员用杆柄杵人使对方队员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停赛。

规则 122 – 加速冲撞
定义：队员向对方队员滑行后使用不必要的力量冲撞他，或者跑向或跳起
冲向对方队员。

(1). 队员使用不必要的力量冲撞对方队员，或者跑向或跳起冲向对方队员，
将至少被判小罚。

(2). 队员在吹哨停止比赛后身体接触对方队员，但是他有足够时间可以避
免这个接触，将至少因加速冲撞判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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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方队员所持或者已经掉落在冰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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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只因为身处球门区外，守门员不是“公平比赛”。对方队员对守门员
进行不必要的接触，有必要以干扰或加速冲撞判小罚。

(4). 队员因加速冲撞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
重违例，或停赛。

规则 123 – 背后冲撞 
定义：队员向一名易受伤的队员发起冲撞，易受伤的队员没有察觉即将发
生的撞击或者他无法保护自己。接触点是身体的背部。

(1). 队员从背后以任何方式将对方队员撞到界墙、球门框架或者冰面，将
至少被判小罚和违例。

(2). 队员因背后冲撞鲁莽地危害对方队员，将被判大罚和严重违例。

(3). 队员因背后冲撞使对方队员受伤，将被判停赛。

(4). 如果被撞队员在发生冲撞前一刻转向背对对方，并使自己处于易受伤的
位置，以造成背后冲撞的情况，将不以背后冲撞判罚（但仍可能判罚为
其他犯规）。

规则 124 – 冲撞头部或颈部 
定义：队员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或装备向对方队员的头部或颈部进行任何形
式的直接撞击，或者推动或迫使对方的头部撞到防护玻璃或界墙。该规则
适用于所有对头颈部撞击的类似动作，和打架相关的动作除外。

(1). 对头部的撞击都不符合规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对头部或颈部的
每一次直接撞击将被判罚。

(2). 队员冲撞对方队员的头部或颈部,将被判其中之一：
①小罚和违例；
②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
③停赛。

(3). 队员因冲撞头部或颈部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停赛。

(4). 队员冲撞对方队员时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之一，将被判罚冲撞头部或颈
部：

①. 队员用身体任何部位或装备直接撞击对方队员的头部或颈部；

②. 球员利用上身任何部位推动或迫使对方的头部撞到防护玻璃或板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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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球员伸出并控制上身任何部位接触对方队员的头部或颈部；

④. 球员向上或向外伸展身体为了够到对方队员，或者用上身任何部位
接触对方队员的头部或颈部；

⑤.  球员跳起（两支冰刀离开冰面）向对方队员头部或颈部发起猛烈一
击。

(5). 如果带球队员抬头滑行，并且预测到冲撞，对方队员无权撞击他的头
部或颈部。

(6). 如果最初撞击的力量是针对身体区域的，然后接触部位向上滑至头颈
部，不判罚冲撞头部或颈部。

(7). 球员冲撞一个低头带球向他滑行的对方队员，他没有向上的动作或朝
对方队员抬高身体，将不以冲撞头部或颈部判罚。

(8). 当对方球员冲向他时，球员在比赛中正常保持他的位置，这个接触
不按冲撞头部或颈部判罚，除非违反规则124-（4） 或124-（5）。

规则 125 – 扑倒绊人
定义：扑倒绊人是队员降低自己的身体，带有明确的意图冲撞对方膝部的
行为。

(1). 队员用扑倒的方式发起冲撞，或者降低自己的身体去冲撞对方膝部，
将至少被判小罚。

(2). 队员靠近板墙蹲下以避免受到身体冲撞，并且因此导致对方队员被他
绊倒，将至少被判小罚。

(3). 队员以扑倒绊人的动作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
自动严重违例，或停赛。

规则 126 – 合手握球 
定义：虽然球员可以用手套拍击球，或抓球后立即放在冰面上，但是不允
许他将球藏于手掌中（例如：将球留在他的手套里），或握球时间长于放
在冰上所需时间，或者手中持球滑行 。

(1). 队员静止或滑行时用手套抓球并握住球，为了避开对方或者为了完全
获得球权，将因合手握球被判小罚。

(2). 比赛中，球员在自己的球门区外，从冰上用手或手套捡球，将被判小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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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队员在自己的球门区外，用手套在冰上盖住球，将被判小罚。

(4). 如果球员在自己球门区的三维立体空间内用手套从冰上捡起、遮住或
盖住球，同时他的守门员在场内，将判给对方任意球。

规则 127 – 横杆推阻
定义：队员用双手握住全部离开冰面的球杆向对方身体发起冲撞。

(1). 队员横杆推阻对方,将至少被判小罚。

(2). 横杆推阻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
或停赛。

规则 128 – 危险装备
定义: 任何可能导致受伤的材料制成的护腿和护具被视为是危险的，并严
禁使用。

(1). 裁判员可以禁止任何队员使用，他认为可能导致受伤的装备。

(2). 有队员使用非法装备参赛的队伍，第一次将被裁判员警告。未按裁判
员指示调整、更换或系紧装备，将意味着接下来该队的任何队员再次
违反危险装备规则，将被判违例。

(3). 如果裁判员认为球员的球杆是危险的，该球杆必须被清理出场，但不
判罚。如果球员再次使用这个球杆，他将被判违例。

(4). 裁判员可要求球员移除视为有危险的个人饰品。若饰品很难移除，队
员应将其捆扎或放在队服里面，使其不再具有危险性。在此过程中，
球员将被要求离开冰面，并且球队会被警告。未遵从裁判员的警告，
将意味着接下来该队的任何队员再次因个人饰品违反规则，将被判违
例。

(5). 危险装备包括破裂或破损的面罩或护目镜。虽然允许队员用这样破损
的装备完成本轮比赛，但是在他下一轮比赛前必须修复或更换。未按
此执行，第一次将导致警告，然后将被判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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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29 –137 – 延误比赛 
定义：有意或无意放慢比赛、迫使比赛停止，或妨碍比赛开始的行为。

规则 129 – 延误比赛/调整装备

(1).  队员为了修复或调整装备使比赛停止或拖延比赛开始，将被判小罚。

规则 130 – 延误比赛/球门移动

(1).  队员故意将球门从其正常位置移开，将被判小罚。

(2). 如果在常规赛的最后两分钟或加时赛的任何时候，队员故意将自己的
球门从其正常位置移开，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3). 当进攻球员突破时，如果队员故意将自己的球门从其正常位置移开，
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4). 当进攻球员突破时，如果守门员已离场，其队友将球门从其正常位置
移开，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射中一球。

(5). 如果在比赛中球门被攻队移动，此时守队控球，并且有明显的机会向
前移动，不吹哨停止比赛，直到球权再次更换。如果守队往向移动并
射中，进球有效。

(6). 规则130-（5）中，如果球权更换在守队的蓝线内，在中区靠近守队
蓝线的争球点争球。

(7).  规则130-（5）中，如果球权更换在中区或守队的攻区，在离比赛停
止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131 – 延误比赛/队员摔倒在球上
(1). 球员摔倒在球上，或把球抓、搂在身体或装备下，造成比赛停止，将

被判小罚。但是如果因为队员阻挡射球或传球，球嵌入他的冰鞋或装
备里，将停止比赛但不进行判罚。

(2).  球员用手把球遮进手掌或装备里，迫使比赛停止，将被判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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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32 – 延误比赛/非必要封堵球 

(1). 对方未施压力时，球员用球杆，冰鞋或身体沿界墙或冰面上封堵球，
将被判小罚。

规则 133 – 延误比赛/庆祝进球 
(1). 进球后，只有以换人为目的队员可以从队员席进入场内，除换人队员

外其他队员不能上冰庆祝。违反这条规则，裁判员要警告双方队伍，
再次违反将被判队小罚。

规则 134 – 延误比赛-迟列阵容

(1).  教练未及时派出所需人数的队员开始下一局比赛，包括加时赛，将被
判队小罚。

规则 135 – 延误比赛-射或扔球出界

(1). 比赛中，队员从他的守区未经过任何反弹，直接将球从冰场任何位置
射出、扔出或拍击出界（没有防护玻璃的地方除外），将被判小罚。
决定性的因素是打到球时候的位置。

(2). 队员射球直接越过界墙进入队员席，但未越出队员席后面的防护玻璃，
将不判罚。

(3). 队员在比赛中或比赛停止后，在场内任何位置故意射球出界，将被判小
罚。

(4). 队员在守区内将球打起并且击中冰面上方的计时钟或任何构造物导致比
赛停止，将不判罚。

规则 136 – 延误比赛-死球后换人 

(1). 某队打死球后不能换人，除非：

①.  替换守门员，该守门员已经被替换为一名额外球员；
②.  替换受伤的队员或守门员；
③. 如果任意一队被判罚改变了场上人数实力，允许打死球的队换人，
但将在被判罚队守区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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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裁判员或边线裁判员组织正确列阵时，教练在死球后试图非法换人
迫使比赛延误，第一次将被裁判员警告。教练第二次试图以拖延争球
为目的换人，将被判队小罚。

规则 137 – 延误比赛-争球违例 

(1). 不执行争球的队员在掷球前进入争球圈，该队执行争球的队员必须被
替换。该队任何队员在同一次争球时第二次违反规则，犯规队将被判
队小罚。

(2). 当执行争球的球员被场内裁判员换下，同队另一个球员在被警告后延
迟列位争球，犯规队将被判队小罚。

(3). 站位争球的队员处于越线位置或以任何形式不适当站位，被场内裁判
        员警告后，继续处于越线位置或不适当站位，将被判小罚。

规则 138 – 假摔或假装 
定义：队员明显修饰摔倒动作或假装受伤，企图以他的行为引起判罚。

(1). 队员修饰犯规或假装被对方队员犯规，将被判小罚。

规则 139 – 肘顶人
定义：队员利用肘部对对方队员犯规。

(1).  队员肘顶人将至少被判小罚。

(2). 队员以肘顶人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
违例，或停赛。

规则 140 – 与观众冲突
定义：在比赛期间、比赛停止期间和局间休息期间，队员或队伍官员与观
众发生身体接触。

(1). 队员或官员与观众直接身体接触，报复，或起冲突，将被判停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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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41 – 打架 
定义：在比赛期间、比赛停止后或任何常规比赛中持续的队员冲突期间，
队员猛击对方。

(1).  先开始打架的队员将被判停赛。

(2). 队员因被打以任何方式报复，将至少被判小罚。

(3). 意在参与和对方的冲突的队员，脱去手套或头盔，除任何其他判罚以
外将被判违例。

(4). 如果打架中有明显的煽动者或挑衅者，除任何其他可能发生的判罚以
外，该队员将因挑衅者被判一个小罚。

(5). 如果打架中没有明显的煽动者或挑衅者，双方队员都可以被判停赛。

(6). 场内队员第一个介入到双方在发生的打架中（第三人），除任何事件
中可能发生的判罚以外，将被判严重违例。介入的程度是执行解释的
标准。

(7). 打架队员在被裁判员命令停止后仍试图继续或继续打架，或抗拒边线
裁判员试图避免继续打架，将被判双重小罚，或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
或停赛。

(8). 如果介入打架的一名队员在场内，另一名队员在场外，双方都将被判
违例或严重违例，或停赛。

(9). 队伍官员介入打架，在场内或场外，将被判严重违例或停赛。

(10). 场内冲突中，第一个离开队员席或受罚席的任意一队的队员，将被判
双重小罚和自动严重违例。在队员冲突中后续离开队员席的队员将被
判违例。在队员冲突中后续离开受罚席的球员将被判小罚和严重违例。
这些判罚将于之前的判罚结束后执行。单纯离开队员席或受罚席的行
为构成犯规，即使这些队员在场内没有介入到打架中。

(11). 在队员冲突之前，允许队员替换（例如：换人列阵），但任何队员如
果离开队员席或受罚席，之后介入到队员冲突中，将被判罚。

(12). 如果双方队员同时离开各自的队员席，或一队队员看到另外一队队员
离开队员席后才那么做，本规则项下，各队第一名可辨认的队员将被
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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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规则项下，可判罚每队最多5个违例和/或严重违例。

(14). 某队员不能因继续打架而同时被判停赛和严重违例。

规则 142 – 用头部冲撞 
定义：队员用头撞击对方，戴头盔或没戴头盔。

(1). 队员试图头部冲撞或成功用头部冲撞，将被判停赛。

规则 143 – 高杆
定义：队员将球杆或球杆任何部分举过肩部，并用任何部分击打到对方。

(1). 队员高杆接触对方，将至少被判小罚。

(2). 队员高杆犯规，意外导致对方受伤。将被判双重小罚。

(3). 队员无意的高杆犯规导致对方受伤，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或停
赛。

(4). 队员抡杆射球或射球或传球后，球杆碰触到对方队员上身的任何部位，
这样的动作要因高杆被判罚。

规则 144 – 抱人
定义：队员用单手或双手，手臂，大腿或任何其他方式阻止对方自由滑行。
妨碍他活动。

(1).  队员抱人将被判小罚。

(2).  通常有三种抱人方式：

①. 队员用单臂或双臂抓住对方有球或无球的队员，唯一目的是阻止对
方自由滑行；

②. 队员利用界墙用手臂、上身或下身抵住对方阻止其离开界墙，并且
不是以打球为目的；

③.  队员抓住对方的队服，以限制他自由活动，或者使他降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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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45 – 握球杆 
定义：队员用单手或双手抓住对方球杆，以阻止他滑行、打球或在其他方
面自由进行比赛，或者任何阻止对方使用球杆的行为。

(1).  握对方球杆的队员将被判小罚。

规则 146 – 钩人
定义：队员用球杆妨碍对方前进或干扰带球或不带球的对方队员。

(1). 队员钩人将至少被判小罚。

(2). 通常有4种钩人的方式：

①.  队员钩正要传球或射球的对方队员的手臂、手或手套；

②. 队员在1对1抢球期间，用球杆接触对方身体的任何部位；

③.  队员对对方身体使用球杆，阻止他保持球权；

④.  队员用球杆阻止对方自由滑行。

(3). 队员钩人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
或停赛。

规则 147 – 非法球杆-球杆测量 
定义：队员必须使用符合国际冰联标准的合法球杆。
(1). 任何比赛停止时，队长可以要求球杆测量。如果测量判定球杆是非法

的，犯规队员将被判小罚，并且裁判员将球杆归还至队员席。

(2). 在提出测量要求时，将被测量的球杆必须被队员持有。他可以在队员
席或在场内，但是裁判员必须目测确认此球杆属于该队员。

(3). 如果测量结果判定此球杆是合法的，提出测量的队将因延误比赛被判
队小罚。该判罚必须由提出测量时在场内的任一队员执行。

(4). 比赛中不限制提出测量球杆要求的次数，但每次比赛停止只允许一个
队提出测量一次。

(5). 如果当裁判员要求测量时，该队员拒绝交出球杆，或毁坏他的球杆或
装备的任何部分，该装备将被认为是非法的，并且该队员将被判小罚
和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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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规比赛中，进球后可以提出测量球杆，但是如果该球杆被认定非法
的话，进球仍然有效。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加时赛和射门比赛。

规则 148 – 错误地出入受罚席  
定义：球员没有通过冰面出入受罚席。

(1). 队员使用除冰面以外冰场的其他部分出入受罚席，将被判小罚。

规则 149 – 受伤球员拒绝离开冰面 
定义：如果因某队员受伤而停止比赛，该队员不能继续比赛或无法自行离
开冰面的队员，必须离开冰面。

(1). 受伤并需要场内医疗的队员要去队员席，至少要在争球之后才能回到
场内。拒绝执行的队员将被判小罚。如果他在被判小罚后仍然拒绝离
开，将被判违例。

(2). 不允许正在流血的队员返回比赛，直到他的伤口被充分地包扎或缝合，
已止血。如果没有适当保护或装备上带有任何血迹返回比赛，他将被
判小罚。

(3). 队员躺在冰上，假装受伤或拒绝起身离开冰面，将被判小罚。

规则 150 – 干扰
定义: 队员妨碍或阻止无球的对方队员滑行、接球或在冰上自由地移动。

(1). 球员妨碍对方向前移动将被判小罚。

(2). 比赛中以下的任何行为构成干扰：

①.  球员阻碍对方向前移动；

②. 队员阻挡对方自由移动进入攻区，特别是将球射入攻区时，翘起
臀部迫使对方绕过他；

③. 球员阻止对方冲撞本队带球的队友，或者自己没有首先建立身体
位置时移动至对方前进路线上（例如：接球）；

④.  球员阻挡对方达到接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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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球员赢得争球但是阻止对方向球前进（争球干扰）；

⑥. 比赛中，任意一队队员席或受罚席内的队员，伸出球杆或身体到
冰面，干扰球或对方队员的移动；

⑦.  球员没有首先建立身体位置，侧向移动去妨碍对方队员前进；

⑧. 队员将冰面上的装备（球杆、手套、头盔）推离对方队员，阻止
对方队员从冰面上捡回。

(3). 球员在球门前努力占据在前面的位置，或推开位于前面的对方队员时，
只要不超过公平竞争的界限，对判罚可以留有余地，例如：干扰、横
杆推阻、钩人、抱人、绊人和用杆击打。
该区域内的犯规包括：击倒对方没有球的队员；拉对方队员的队服；
把球杆放在对方队员两腿之间作螺旋式；暴力地横杆推阻对方；用杆
击打对方腿部后方。

(4).  不列为干扰的情况包括：

①. 只要队员保持他的滑行速度和身体位置，在对方队员和无人控制的
球之间，他有权拥有已经占据的冰面。如果他降速，他有干扰对方
的风险；

②. 球员有权站在他的冰面范围内，如果对方队员想滑过这个区域，不
需要避让；

③.  只要球员位于对方队员的前面，并且双方是朝相同的方向移动，他
可以阻挡对方；

④. 只要没有使用手或手臂去抱或阻挡对方，队员可以利用他的身体位

置迫使对方选取较远的路线去获得球。

(5). 队员冲撞不带球的对方队员，将会因干扰被判小罚。

(6). 滑向无人控制的球时，两名球员有权推搡争抢位置，但是如果一方使
用球杆、手臂或冰刀妨碍对方滑行得球的能力，他将因干扰被判小罚。

(7). 队员因干扰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
例或停赛。

规则 151 – 干扰守门员
定义：球员以任何方式阻止守门员发挥比赛能力。

(1). 球员用球杆或身体干扰或妨碍球门区内守门员的活动，或者阻止守门
员发挥比赛能力，将被判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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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进攻球员控球，向前滑或倒滑，接触到球门区内的守门员并且进
球，进球无效，并且进攻球员将至少被判小罚。这条规则也适用于任
意球和射门比赛。

(3). 进攻球员与守门员面对面，在守门员面前挥舞手臂或球杆，目的是分
散守门员打球的注意力而不是站位试图打球，无论进攻球员在球门区
内还是球门区外，将被判小罚。

(4). 守门员在球门后打球，对方球员阻止或阻挡守门员回到球门区，或者
过分地碰撞他，将被判小罚。

(5). 比赛中只要不接触守门员，进攻球员可以滑过球门区。如果他接触守门
员，或当守门员在球门区内后退时接触到他，这个进攻球员将被判小罚。

规则 152 – 踢人
定义：队员朝向对方队员身体的任何部分做出摆动冰刀的动作。

(1). 队员踢人或试图踢人将被判停赛。

规则 153 – 膝顶人
定义：队员以接触对方队员为目的伸出他的膝盖。

(1). 队员用膝盖接触对方队员，将至少被判小罚。

(2). 球员膝顶人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
例或停赛。

规则 154 – 过早离开受罚席 
定义：比赛中，只允许记罚员，开关通往受罚席的门。除了每局结束或受
罚时间结束后，不允许球员离开受罚席。

(1). 受罚队员由于自己的过错，在受罚时间结束前离开受罚席，除必须执
行完现有判罚的剩余时间之外，将被判小罚。 部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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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记罚员的失误，使球员过早地离开受罚席，不判罚。但是他必须
返回受罚席完成剩余受罚时间。

(3). 球员为了挑战场内裁判员的判罚而早于受罚时间结束离开受罚席，将
被判小罚和严重违例。

(4). 队员为了加入或参与冲突或打架，早于受罚结束时间离开受罚席，将
被判双重小罚和自动严重违例（如果是这样做的第一人）或将被判小
罚和严重违例（如果是后来加入）。

规则 155 – 未戴头盔比赛 
定义：球员未戴适当固定在头部的头盔参加比赛。

(1). 比赛中，头盔掉落的球员未能立即去队员席，将被判小罚。

规则 156 – 拉扯头发，头盔，面罩 
定义：队员抓或抓住对方队员的面罩或头盔或拉扯对方的头发。

(1). 队员抓或抓住对方的面罩或头盔或拉扯对方的头发，将被判小罚或大
罚和严重违例。

规则 157 – 拒绝开始比赛 
定义：不允许队伍漠视裁判员开始比赛的指示。

(1). 如果两队都在场内并且一队由于任何原因拒绝比赛，裁判员将警告不
愿比赛队伍的队长，并允许其队伍在30秒内恢复比赛。如果该队仍拒
绝比赛，裁判员将判队小罚。

(2). 如果相同事件再次发生，裁判员将停止比赛，并向专门权力机构报告
该事件，专门权力机构有权判该队丧失比赛资格对方赢得比赛。

(3). 如果一队不在场内，并且在裁判员通过队长、领队或教练员命令上场
时未上场，裁判员将允许拒绝上场的队伍2分钟开始比赛。如果该队
在这2分钟内恢复比赛，将被判队小罚。如果该队拒绝上场，裁判员
将停止比赛，并向专门权力机构报告此事，专门权力机构有权判该队
丧失比赛资格对方赢得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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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58 – 粗暴
定义：队员在比赛期间推搡或攻击对方。

(1). 介入到与对方冲突中的队员，将被判小罚、双重小罚或大罚和自动严
重违例。

(2). 队员为了迫使对方队员离开比赛而故意敲掉对方头上的头盔，将被判
小罚。

(3). 队员执意持续介入粗暴行为，依据打架规则判罚。

(4). 队员脱掉手套参与到与对方一名队员的冲突中，将被判违例。

规则 159 – 用杆击打
定义：队员朝对方队员的身体或装备，用单手或双手挥舞球杆。接触到对
方不是判罚的必要条件。

(1). 如果只限于试图让对方失去球权为唯一目的，击打控球队员的球杆，
不视为用杆击打。强劲地接触，特别是如果导致自己或对方球杆断裂，
视为用杆击打。

(2). 队员用杆击打对方，将至少被判小罚。

(3). 队员用杆击打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
违例或停赛。

(4). 队员在冲突中对其他队员挥舞球杆，将被判大罚和严重违例或停赛。

(5). 队员对着球，空中或冰上乱挥舞球杆，以恐吓对方队员为目的，将至少
被判小罚。

(6). 队员将置于对方队员两腿之间的球杆抬起，目的是接触腹股沟，将被
判大罚和严重违例或停赛。

规则 160 – 踢脚绊人 
定义：队员危险地从背后踢对方队员的脚或冰刀，或者从下面敲击或踢对
方冰刀的同时向后拉他。

(1).  队员对对方队员踢脚绊人，将被判停赛。

部
分

 1
0



92

规则 161 – 杆刃刺人
定义：队员用杆刃的末端戳对方或试图戳对方，不管是用单手还是两只手
握杆。接触到对方不是判罚的必要条件。

(1). 队员试图用杆刃刺对方，将被判双重小罚和违例。

(2). 队员杆刃刺人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或停赛。

(3). 队员因杆刃刺人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停赛。

规则 162 – 吐痰 
定义：比赛中，队员向或朝着对方队员、观众或冰场内的任何人吐痰。

(1). 比赛中，队员或队伍官员向或朝着对方队员、或冰场内的任何人吐痰，
将被判停赛。

(2). 流血的队员故意将他身上的血擦到对方或冰场内任何人身上，将因吐
痰被判停赛。

规则 163 – 嘲讽 
定义：为了嘲讽或刺激对手，队员滑过对方队员席时用欢庆的、嘲笑的愚
弄的手势或挑衅的语言庆祝进球或嘲讽对手。

(1). 以任何方式在对手队员席前，过分的庆祝或嘲笑对方将被判违例。

规则 164 – 队伍官员进入冰面 
定义：比赛期间，未经场内裁判员的准许，严禁队伍官员跨入冰面。

(1). 队员受伤并比赛停止时，队医（或其他医护人员）无需等待裁判员准
许，就可以上冰检查伤者。

(2). 队伍官员在每局开始到结束之间的任何时候踏入冰面（除了规则164-
(1)），将被判严重违例。

规则 165 – 投扔球杆或物件 
定义：队员或队伍官员向场内或场外，投扔球杆或任何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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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队员向场外投扔球杆或部分球杆或任何物件，将被判严重违例。

(2). 只要他的行为未干扰对方队员，队员可以把球杆或其任何部分或任何
物件从自己身边区域滑开或导开。但是，场内队员把球杆或其任何部
分或任何物件扔向或导向在中区或攻区的球或带球者，将被判小罚。

(3). 在队员席或受罚席的队员或队伍官员把球杆或其任何部分或任何物件
扔向或导向在中区或攻区的球或带球者，将被判小罚或队小罚。

(4). 如果队员或队的官员在其守区做出规则165-（2）或165-（3）中的行
为，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5). 投扔发生时，球或带球者的位置是判小罚或队小罚或任意球的决定性
因素。

(6). 队员或队伍官员向突破的进攻球员扔球杆或其任何部分或任何物件，
裁判员将判给该进攻球员任意球。

(7). 如果守门员已经被替换为一名额外球员，留下空门，并且他的队友或
队伍官员把球杆或其任何部分或任何物件扔向中区或留下空门的守区
内的球或带球者，由此阻止带球者无障碍地射门，将直接判攻队进球
得分。一旦替换的队员一只冰刀在场内，就视为守门员离场。

规则 166 – 场上多人
定义：允许队伍在场内最多有1名守门员和5名球员或6名球员。但是，任
何时候一队场内有一名或多名球员多于规定人数，可因场上多人被判小罚。

(1). “在场内”是指两只冰刀必须在场内。如果队员一只冰刀在场内，另
一只冰刀跨过界墙或在场外，在队员席或受罚席，视他为在场外。但
是，如果根据这个定义他在场外，不允许他打球、接触对方或以任何
方式参与比赛。

(2). 进入冰面的队员必须等到，离场的队员到达队员席前1.5米换人区内。

(3). 比赛中和比赛停止期间的队员替换，必须只在队员席进行。使用任何
其他的出入口替换场上人员是非法的，并且将导致因场上多人被判队
小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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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赛期间一队场内人数多于规定人数，将因场上多人被判队小罚。

(5). 比赛中队员换人期间，如果进入冰面的队员或离开冰面的队员打球、
接触对方或参与比赛，此时两个队员都位于1.5米（5英尺）区域内，
将因场上多人被判队小罚。

(6).  如果比赛中换人期间①正在替换的队员位于距界樯1.5米（5英尺）
队员席相同宽度范围内，并且②正在替换的队员未以任何方式介入
比赛，不因场上多人判罚。

(7). 因场上多人被判队小罚，必须由停止比赛时场内球员执行。

规则 167 – 绊人
定义：队员用球杆、脚或腿敲击对方摔在冰上。

(1). 队员以任何方式绊对方队员将至少被判小罚。

(2). 如果队员追赶带球的对方队员，跨弓箭步沿冰面猛冲用杆将球打开，
并随后导致对方摔倒，不判罚。

(3). 规则167-（2）中，如果队员未能首先碰到球，并导致对方摔倒，将
因绊人被判小罚。

(4). 队员绊人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
或停赛。

规则 168 – 违反体育道德 
定义：队员或队伍官员违反关于体育道德，公平竞赛和相互尊重。

(1).  小罚
①. 可辨认的队员违反体育道德，公平竞赛和相互尊重，将被判小罚。

②. 可辨认的队员对场上或冰场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使用粗俗的、亵
渎的或侮辱性的语言，将被判小罚。

③. 可辨认的队员在对方队员受伤后与队友庆祝或祝贺队友，将被判
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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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守门员压住球使比赛停止，进攻球员向他溅雪将被判小罚。

(2).  队小罚
①. 不可辨认的队员或队伍官员违反体育道德，公平竞赛和相互尊重，
将被判队小罚。

②. 不可辨认的队员或队伍官员在对方队员受伤后与队友庆祝或祝贺
队友，将被判队小罚。

③. 不可辨认的队员或队伍官员，对在场上或冰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使用粗俗的、亵渎的或侮辱性的语言，将被判队小罚。

④. 场外不可辨认的队员或队伍官员向场内投扔球杆或任何物件，将被
判队小罚。

(3). 违例
①. 停止比赛或一局结束后，队员射球，将被判违例。

②. 如果犯规恶劣或队员继续违反体育道德，他将可能被判违例。

③. 队员坚持对场内或在冰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使用粗俗的、亵渎的
或侮辱性的语言，之前已经因此被判小罚，将进一步被判违例。

④. 被判罚队员在打架或队员冲突后没有直接并立即去受罚席，将被判
违例。

⑤. 队员坚持刺激对方队员使其犯规，将被判违例。

⑥. 除非意外，队员因任何原因进入对方队员席将被判违例，除了任何
其他可能因此产生的判罚以外。

(4). 严重违例

①. 队伍官员已受到队小罚后仍坚持他的行为，将被判严重违例。

②. 队员或队伍官员对场内或冰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使用粗俗的、亵
渎的或侮辱性的语言，之前已经因此被判过小罚或队小罚，将被
判严重违例。当这发生在比赛结束之后，在场内或场外，无需先
判小罚或队小罚，可直接判严重违例。

(5). 小罚（队小罚）和严重违例

①. 场外可辨认的队员（或队伍官员）向场内投扔球杆或任何其他物
件，将被判小罚（或队小罚）和严重违例。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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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停赛
①. 队员或队伍官员对任何人进行恐吓、诋毁种族或宗教、吐痰、涂
血或发表性别歧视的评论，将被判停赛。

②. 队员或队伍官员在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在场内或冰场的任
何地方对任何人做任何侮辱手势，将被判停赛。

③. 队员对观众或除了对方队员以外的任何人挥舞球杆，将被判停赛。

规则 169 – 非法撞人 （女子）
定义：女子冰球中，不允许队员向对方队员发起身体冲撞。

(1). 女子冰球中非法撞人指身体冲撞对方队员。

(2).  队员身体冲撞对方将被判以下之一：①小罚；②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
③停赛。

(3). 队员身体冲撞使对方受伤或鲁莽地危害对方，将被判大罚和自动严重
违例或停赛。

(4). 如果两名队员在追逐球，前提是两人持续将获得球权作为唯一目的，
允许合理的推搡和互相倾靠。

(5). 如果两个或多个队员在争抢球权，不允许她们利用界墙与对方发生身
体接触以此将她排除出比赛，或将她推向界墙，或沿着界墙按压住她。
所有这些行为表明对获得球权没有兴趣。

(6). 静止的队员有权占据那片冰面区域。对方应避免身体接触这样的队员。
如果该队员站在对方和球之间，对方队员有义务绕行静止的队员。

(7). 如果带球队员直接滑向静止不动的对方队员，带球队员有义务避免与
她接触。但是，如果带球队员尽一切努力避免接触，并且对方队员移
动碰撞到带球队员，对方队员将因身体冲撞被判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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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11 – 任意球和判定进球

概述 – 守队成员用不合法的方式拒绝给予对方合理的得分机会，守门员在
场内的情况下，裁判员有权判给对方任意球；守门员离场的情况下，裁判
员有权判对方进球。

这些规则的目的是恢复由于对方背后犯规或明显的违反规则而被削弱的合
理的得分机会，如果未被削弱已经形成合理的得分机会或进球。

规则 170 – 任意球和射门比赛是冰球比赛的一部分 

(1). 罚任意球和射门比赛被视为冰球比赛的一部分。任何在比赛中可能执
行的判罚同样适用于任意球和射门比赛期间。

规则 171 – 判定任意球/突破
(1).  如果进攻球员突破并且遭到对方队员背后犯规，或被对方守门员犯规，
将判给该球员任意球。

(2). 如果该球员被犯规后失去对球的控制或失去球权，裁判员将停止比赛
并判任意球。

(3). 如果该球员被犯规但仍然设法保持球权，裁判员将缓判并允许他完成
动作。

(4). 如果被犯规的队员完成得分，将取消任意球。如果即将判小罚，将因
进球被取消，但是如果即将判违例、大罚和自动严重违例或停赛，将
仍然进行这些判罚。

(5). 如果裁判员示意判任意球，并且在比赛因进球停止或宣布判任意球之
前，同队被判另一个犯规，无论球员在比赛中或者之后罚任意球进球
得分，将进行额外的判罚。

(6). 如果犯规发生在任何一局临近结束时（常规赛或加时赛），并且计时
钟在裁判员能判任意球之前显示时间结束，仍然将执行任意球。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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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72 – 判定任意球/干扰或投扔物件 

(1). 如果队员或队伍官员朝球或带球者射或导废弃的或损坏的球杆、其他
装备或物件，此时比赛在犯规队守区，裁判员将判罚任意球。

(2). 如果队员或队伍官员从队员席或场馆任何其他地方非法进入比赛，并
干扰突破的进攻球员，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3). 如果队员或队伍官员扔或射球杆或球杆的任何部分或任何物件，或者
（用身体任何部分）将球杆或球杆的一部分或任何物件导向球或带球
者的方向，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4). 如果场内队员朝在他守区内的球或带球者扔或导球杆或其任何部分或
任何物件，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5). 如果队员席或受罚席内的队员或队伍官员朝在他守区的球或带球者扔
或导球杆或球杆的任何部分或任何物件，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
球。

规则 173 – 判定任意球/常规比赛的最后两分钟或加时赛期间 

(1). 如果队员在常规赛最后两分钟或加时赛任何时候，故意将他的球门从
其正常位置移开，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2). 如果常规赛最后两分钟内或加时赛任何时候，某队故意非法替换队员
制造场上多人的情况，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3). 比赛中某队有意派出额外队员上冰，以得到优势、导致比赛停止或阻
止进球为目的时，故意非法替换队员发生。

(4). 比赛中错误的替换队员不视为故意非法替换队员，犯规队将被判队小
罚，除非如同规则173-（3）所述成为一种战术。

(5). 如果某队缺少2人，其队长在常规赛最后两分钟内或加时赛任何时候要
求测量装备，结果不被支持，裁判员将判要求测量的队伍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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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74 – 判定任意球/队员移动球门 

(1). 如果队员在进攻球员突破时故意将自己的球门从其正常位置移开，裁
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规则 175 – 判定任意球/球员摔倒在球上  

(1). 如果球员在守区球门区内摔倒在球上或抓、搂球至身体里面或用手捡
起球或用手在冰面上遮住球，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规则 176 – 任意球程序/概述
(1). 在球员被犯规获得任意球的情况下，必须由该名被犯规球员罚任意球。
如果他受伤并且不能执行罚球，可以由当时在场上的任何未被判罚的
球员罚任意球。

(2). 鉴于罚任意球的程序，“受伤”意味着队医必须与裁判员确认该球员
身体状况不能执行罚球。如果裁判员认为该球员是假装受伤，专门权
利机构可以对该球员或教练追加判罚。

(3). 在无法辨认被犯规球员的情况下，该队教练可以指派犯规时在场内的
任意球员罚任意球，只要该球员没有即将被执行的判罚。

(4). 如果罚任意球不是对某个特定球员犯规导致的，球队的教练可以指派
犯规时在场内的任意球员罚任意球，只要该球员没有即将被执行的判
罚。

(5). 允许守队教练在罚任意球前更换守门员，但是不允许上场的守门员以
任何方式热身。

(6). 如果同一次比赛停止期间判给同一个队两个任意球（因两个单独的犯
规），只能记一个进球得分。如果第一个任意球射中，第二个任意球
自动取消，但对第二个犯规要适当判罚。如果第一个任意球未能射中，
罚第二个任意球。罚任意球的顺序将取决于比赛中的犯规顺序。

(7).  只允许守门员或替补守门员在罚任意球或射门比赛期间担任守门员。

(8).  只有首发守门员和替补守门员都因受伤或执行判罚离开比赛，才允许
球员在罚任意球或射门比赛期间担任守门员。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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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77 – 任意球程序/罚任意球 
(1).  两队的队员必须回到各自的队员席并全部离开冰面。只允许防守的守
门员，罚球的队员，场内裁判员留在冰上。

(2).  裁判员将球放在中心争球点上。

(3). 罚球球员在罚球开始前，必须位于中心区域的本队一侧。

(4). 守门员必须留在其球门区内，直到球员在冰面中心触球。如果守门员
在那一时刻之前离开球门区，裁判员将举手示意并允许执行罚球。如
果球员射中得分，进球有效。如果球员没有射中，将允许球员重新罚
球，并将警告守门员。如果守门员在同一名球员这次罚球中再次离开，
将被判违例，教练必须通过队长指派一名队员到受罚席。如果球员没
有射中，将允许重新罚球。第三次犯规，将判给罚球球员射中一球。

(5). 如果守门员在罚任意球期间对罚球队员犯规，并且没有射中得分，守
门员将受相应的判罚，并且教练必须通过队长指派一名球员去受罚席。
将允许罚球队员重新罚球。如果守门员对同一名球员这次罚球第二次
犯规，裁判员将判守门员违例，并且教练必须通过队长指派另外一名
球员到受罚席。球员将重新罚球。对同一名球员这次罚球第三次犯规，
如果没有射中，将判射中一球。

(6). 裁判员吹哨表示球员开始罚球时，任意球正式开始。罚球球员必须在
听到裁判员哨音后合理的时间内，运球向对方球门线方向前进，连续
运动并且设法射门得分。

(7). 如果球员途中越过球未击中并且没有接触到球，球位于中心争球点，
他可以返回并且继续罚任意球。一旦球员以任何方式接触球，可以说
罚球已经开始。

(8). 一旦球离开球员球杆并且球员射门动作或尝试已经完成，视为罚球结
束。任何形式的第二次射门进球都不得分。

(9). 只要球员表现出球持续向球门方向往前移动，允许他使用冰场的整个
宽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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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旦出现以下情况，视为完成罚球：

①.  由于球员射门球离开球员球杆；
②.  守门员做了救挡；
③.  球员没有保持球向前持续移动；
④. 球接触到中区红线和死球线之间的界墙的任何位置，并且没有直接
进入球门；

⑤.  球以任何原因或以任何方式前进越过死球线；
⑥.  进球得分。

(11). 如果球员控球失误或摔倒，但是球继续向前运动，他可以追上球，重
新获得球权并且继续以正常方式射门。

(12). 如果任意球射中得分，将在中心点争球。如果未射中得分，将在离尝
试罚球最近的端区争球点争球。

规则 178 – 任意球程序/具体情况
(1).  如果对方队员干扰或使罚球球员分散注意力，并且由于这些行为罚球失

败，裁判员将允许球员重新罚球，并将判犯规队员违例。

(2). 如果守队队员席内的队伍官员干扰或使罚球球员分散注意力，并且由于
这些行为罚球失败，裁判员将允许球员重新罚球，并将判犯规官员严重
违例。

(3). 当球员靠近球门时，不允许做360度转身。

(4). 不允许像”长曲棍球”那样，用球杆杆刃托球的方式滑行。

(5). 当球员和守门员已经被各自的教练选派罚球和守门时，如果由于守门员
违反规则或犯规必须重新罚球，该球员和守门员均不可以被替换，除非
其中一人或两人受伤。在这种情况下，教练可以指派另一名球员罚球或
指派替补守门员守门。

(6). 罚任意球或射门比赛期间，守门员的救挡动作或守门员“试图救挡”导
致进球时球门框脱离球门钉或者球门不在正确位置上，不需要回放监门
录像，判进球有效。

(7). 罚任意球或射门比赛期间，如果守门员的救挡动作或守门员“试图救挡”
导致球门框脱离球门钉或者球门不在正确位置上，并且球没有进入球门，
将判不进球。 部

分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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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球员为了分散守门员的注意力，使用任何方法罚任意球或进行射门比
赛，将导致视同罚球结束，并判不进球。

(9). 如果观众干扰罚任意球，以致罚球球员无法适当罚球或守门员无法适
当发挥比赛技能，裁判员将判重新罚球。

(10). 如果在多打少的情况下罚中任意球得分，将不允许受罚球员返回场内。

(11). 罚任意球时，计时钟将静止在比赛停止时。罚任意球过程中，计时钟
不计时。

规则 179 – 判定进球

(1). 对于球没有进入球门，裁判员直接判定进球，防守的守门员必须已经
在犯规前离场被替换成一名额外球员。

(2). 如果守门员已经离场，球位于球门区的三维空间内，球员故意做出以
下行为将判定进球：

①.  摔倒在球上、将球抓，或搂进身体；
②.  用手捡球；
③.  用手盖住球。

(3). 如果守门员已经离场，进攻球员突破时遭到背后犯规而失去了一个明
显的得分机会，将判定进球。

(4). 当进攻球员突破时，如果守门员已经离场并且同队球员将球门从其正
常位置移开，将判定进球。

(5). 当进攻球员突破时，如果守门员已经离场，同队队员或队伍官员从队
员席或场馆任何其他地方非法进入比赛，并干扰进攻球员，将判定进
球。

(6). 如果守门员已经离场，任何队员或队伍官员从队员席或受罚席用球杆
或任何物件或身体的任何部分，干扰对方守区蓝线外的球的运动，将
判定进球。

规则 180 – 判定进球/阻挡球门 
(1).  守门员已经被替换离场时，如果队员将任何物件留于球门前并且球打到
该物件，阻止球进入球门，将判定进球。

(2). 如果守门员在离场替换球员之前将球杆或其他装备或任何物件留于球门
前，或者在球门前堆雪，并且任何这些障碍阻止球进入球门，将判定进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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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12 – 守门员特定规则 

概述 – 本部分包含所有适用于守门员的规则和规定。任何提及”守门员”
处同指”替补守门员”。

规则 181 – 守门员热身 
(1). 一旦已经争球开始比赛，任何时候不允许之后进入比赛的任何守门员

热身（规则202-（7）例外）。

(2). ”守门员”是指任何时候，重新进入比赛的首发守门员，替补守门员，
第三守门员，或被迫着装并担任守门员的球员。

规则 182 – 守门员担任队长或副队长 
(1).  比赛期间守门员不能担任本队队长或副队长。

规则 183 – 保护守门员
(1). 任何时候不能接受球员向对方守门员发起接触。因此，守门员从来不

会因预料到身体冲撞而合理地承担责任。无论是否用球杆或身体的任
何部位附带接触。

(2). 球员对对方守门员进行不必要的接触，每一次都将被判罚。当守门员
在球门区外打球时，允许附带的接触，前提是进攻球员做出合理的努
力去减小或避免这个接触。

(3). 如果进攻球员被对方队员推、挤、或犯规因此造成他与守门员接触，
不认为这个接触是进攻球员发起的，前提是该进攻球员已经做出合理
的努力去避免与守门员的接触。

(4). 当守门员做了救挡后，不允许任何进攻球员戳，捅，击打守门员的手
套，无论是在冰上还是空中。

(5). 不允许进攻球员以任何方式打掉守门员手中的球杆。

(6). 不允许球门区外的守门员干扰正在试图打球或冲撞对方的进攻球员。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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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84 – 守门员和球门区 
概述–守门员发挥比赛技能的能力以他在球门区内自由移动的能力为基础。
即使允许进攻球员滑行穿过球门区，他这样做有引起判罚或被取消进球的
风险。此外，进攻球员发起的与守门员的任何接触，无论是直接接触还是
把对方推向守门员，也存在引起判罚或被取消进球的风险。

(1). 如果进攻球员在球门区内占据位置，将停止比赛，并在中区最近的争
球点争球。

(2). 进攻球员对守门员犯规，不管守门员发挥比赛技能的能力或即将打球
的位置，将至少被判小罚。

(3). 如果进球时守门员在球门区外，并且进攻球员阻止他返回球门区或阻
止他适当地发挥比赛技能，该进球无效，并且该进攻球员将因干扰被
判小罚。

(4). 如果球进入球门时进攻球员在球门区内，并且在视野上妨碍守门员而
影响他发挥比赛技能的能力，进球无效并且不判罚。

规则 185 – 守门员和球门区/进球有效 
(1). 如果球越过球门线的瞬间，进攻球员在球门区内，并且对守门员救挡

或发挥比赛技能的能力没有任何影响，进球有效。

(2). 当球进入球门时，如果攻队球员被防守球员推、挤或犯规而导致他在
球门区内，进球有效，除非进攻球员有足够的时间离开球门区。

(3). 当双方都尝试获得球权时，进攻球员附带地接触球门区外的守门员，不
判罚。如果此时进球，进球有效。

(4). 如果进攻球员在球门区外占据位置但是在守门员前面，遮挡了守门员的
视线但是没有发生接触，并且进球，进球有效（除非违反规则151-(3)）。

规则 186 – 守门员和球门区/进球无效 

(1). 比赛中，如果进攻球员接触球门区内的守门员，他将因干扰被判小罚。
如果此时进球，进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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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赛中，如果进攻球员有意接触守门员，将因干扰被判小罚。如果此
时进球，进球无效。

(3). 比赛中，如果进攻球员以任何方式推对方而导致该对方队员接触他自
己的守门员，并且此时进球，进球无效。

(4). 如果进攻球员在球门区内占据位置，遮挡守门员的视线但是没有发生
接触，并且进球，进球无效。

(5). 比赛中进攻球员非附带地接触球门区外的守门员，将因干扰被判小罚。
如果此时进球，进球无效。

规则 187 – 守门员装备/总述 
所有守门员装备的测量和尺寸，在不同的文件中详细说明。

(1). 所有护具（手套、面罩、守门员护腿除外）必须完全穿在队服里面。

(2). 只可以在第一局或第二局刚结束时要求测量守门员装备，球杆除外。

(3). 冰刀和球杆除外，守门员穿戴的装备必须只是为了保护头部或身体，
并且不包含任何为守门员守门提供过分协助的或使守门员体型更大的
服装或附件。

(4).  禁止护臀外面，向下延伸到大腿前部的护腹。

(5). 任何装备上不允许有淫秽的、辱骂性的或提及文化、种族或宗教的涂
鸦式设计、图案、艺术作品、绘画或标语。

(6). 裁判员可要求守门员移除视为有危险的个人饰品。若饰品很难移除，
守门员应将其捆扎或放在队服里面，使其不再具有危险性。在此过程
中，球员将被要求离开冰面，并且球队会被警告。

(7). 守门员第二次违反规则187-（6），裁判员将判犯规守门员违例。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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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88 – 挡球手套/守门员 
(1).  挡球手套必须是长方形的。

(2). 保护大拇指和手腕的护垫必须紧系在挡球手套上，并紧贴大拇指和手
腕的轮廓。

(3).  挡球手套的任何部分都不允许隆起。

规则 189 –胸部和臂部护具/守门员
(1).  护胸的前沿或侧边，护臂内侧和外侧，整个肩膀都不允许突起。

(2). 允许护肘上的叠层增加保护，但是不允许增加挡球的面积。

(3). 肩盖的保护层必须紧贴肩盖的轮廓，不突出或延伸超过肩膀或肩盖。

(4). 护肩锁骨层的每一面都不能突出或延伸超过肩部或肩帽或延伸超过腋
下。锁骨保护层和护胸之间不允许有可以抬高锁骨保护层的插入物。

(5). 如果守门员正常屈膝时，护肩或肩盖被推高超过肩部的轮廓，该护胸
将被视为是非法的。

规则 190 – 面罩/守门员 
(1). 比赛中，守门员必须全程戴面罩。面罩构造必须是冰球不能从开口处

穿过。

(2). 年龄分组在18岁以内的所有守门员必须戴构造是球和球杆都不能从开
口处穿过的面罩。

(3).  允许守门员戴与队友不同颜色和设计的面罩。

(4). 局间休息后穿过冰场回到他的队员席时，不要求替补守门员戴头盔和
面罩。

规则 191 – 护膝/守门员
(1).  必须扎紧护膝，并且必须装在防摔裤大腿护垫下面。

(2). 膝盖上方的守门员护具内侧，不允许附着未穿在防摔裤大腿护垫下面
的护片。

(3).  束膝垫是隔离膝盖内侧与冰面的保护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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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护膝必须用带子系紧，为的是不遮挡“5孔”的任何部分。束膝垫和
膝盖窝之间的防护垫不受该测量标准影响。

(5). 不允许中间卷起（缝合边隆起）。

规则 192 – 颈部和喉部护具/守门员

(1). 无论参加哪项赛事或锦标赛，18岁及以下年龄的全部守门员必须戴颈
部和喉部护具。

规则 193 – 护腿/守门员
(1).  在冰刀前面的护腿底部与冰面之间不允许被任何材料覆盖。

(2). 不允许有淫秽的、辱骂性的或提及文化、种族或宗教的涂鸦式设计、图
案、艺术作品、绘画或标语。但是，护腿可以是任何非荧光的颜色。

(3).  护腿的任何部位不允许有附加物，例如挡球的塑料板。

规则 194 – 防摔裤/守门员
(1).  由国际冰联供应商根据国际冰联指示生产，没有国际冰联专员认可，

不能作任何更改。

(2). 裤腿和腰部的内部与外部不允许有护垫提供保护（例如：里侧和外侧
没有隆起）。

(3). 如果守门员的防摔裤外罩穿得很松，允许他在屈膝时关闭护腿上方双
腿之间的开放空间，该外罩将被视为是非法的。

(4).  防摔裤内侧护大腿部分必须紧贴腿部轮廓，正方形的护大腿部分被视
为是非法的。

规则 195 – 冰刀/守门员

(1). 守门员每只冰刀的鞋身前端必须有一个非荧光色的保护罩。

(2).  冰刀的刀刃必须是平坦的，并且不能超过鞋身的长度。

(3).  禁止在鞋身上附加任何使守门员更多接触冰面的刀刃、突出物或欺骗
性物体。

规则 196 – 球杆/守门员
(1).  守门员球杆必须由木头或其它经国际冰联批准的材料制成。球杆不得

有任何突出部分，所有的边缘必须是斜面的。 部
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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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杆柄，从杆柄顶端到杆刃，必须是直的。
(3). 守门员球杆杆柄顶端必须有防护。如果合金球杆的帽盖被移走或脱落，

此球杆将被视为危险装备。

(4).  禁止将任何物质插入球杆的空心杆柄中，以改变球杆的重量、质地或
作用。

(5). 球杆的任何部分可以缠任何有粘性非荧光色的胶带。球杆不允许涂荧
光色。

(6). 守门员球杆杆柄从顶端到根部最长163厘米
（64"），最宽3厘米（13⁄16"），最厚2.54厘
 米（1"）。

(7). 杆柄由两部分组成。下方到跟部的加宽部
分长度不得超过71厘米（30"），宽度不
得超过9厘米（3 ½"） 。两部分都必须是
直的。

(8). 沿杆刃底部从根部到杆头最长39厘米
（153⁄8"）。最高9厘米（3½"），跟部除
  外可以为11.5厘米（4½"）。最大弧度
为1.5厘米（5 ⁄8"）。

3厘米

2.
54

 厘
米

71
厘
米

16
3
厘
米

39厘米
9厘米

11.5厘
米

规则 197 – 队服/守门员
(1). 守门员队服由国际冰联供应商根据国际冰联特定指示生产。没有国际
冰联技术代表认可，不能作任何更改。

(2). 不允许紧束队服的袖口，如果这会造成队服被拉紧，从而使腋下出现
网状效果。

(3).  不允许为了制造网状效果而在队服的任何位置有束缚或添加物。

(4).  如果队服的长度覆盖了守门员双腿之间的任何区域，队服是非法的。

(5).  袖子的长度不得延伸超过抓球手套手指和挡球手套。

规则 198 – 护喉/守门员
(1).  允许守门员在面罩的下巴处添加护喉，它必须由不导致受伤的材料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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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99 – 着装/守门员
(1).  允许守门员穿戴与队友不同颜色和设计的面罩。

(2). 允许守门员使用与队友不同颜色冰刀和手套。

规则 200 – 比赛期间/守门员

(1).  比赛中，如果守门员被射门击中面罩，没有立即得分机会，裁判员可
以停止比赛。

(2). 比赛中，如果本队控球时守门员的面罩脱落，裁判员将立即停止比赛。
将在离比赛停止时球所在位置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3). 比赛中，如果对方球队控球时守门员的面罩脱落，此时没有立即得分
的机会，裁判员将停止比赛。将在守队的争球点之一进行争球。

(4). 比赛中如果守门员的面罩脱落，并且在裁判员吹哨停止比赛前球进入
球门，进球有效。

(5).  如果球打到守门员面罩并且进入球门，进球有效。

规则 201 – 向前扔球/守门员 
(1). 如果守门员用任意一只手套得到球并放在他前面的冰上，并且用球杆、

冰刀或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或装备使球向前移动，将不判罚。

(2). 如果守门员往前扔球并且首先打球的是他的队友，裁判员将停止比赛，
并且将在端区离扔出球最近的争球点争球。

(3).  如果守门员往前扔球并且首先接到球的是对方队员，将允许继续比赛。

规则 202 – 守门员替换
(1). 如果守门员在比赛停止期间因任何原因滑向队员席，他必须被替换，

除非这个比赛停止是比赛暂停或电视广告暂停。他不能因调整、修复
或更换装备而延误开始比赛。

(2).  如果他的球杆损坏或因任何原因希望更换球杆，他必须留在球门区，
请队友进行替换。

(3). 比赛停止或队伍暂停期间守门员替换时，离开比赛的守门员不能再次
进入比赛，直到比赛恢复后。 部

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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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赛中，允许场内守门员与替补守门员之间作替换，如同球员之间替
换，但是他们适用同样的“活动换人”规则。

(5). 无论何时不允许替补守门员或上场守门员热身。(例外见规则202-(7) ）。

(6). 如果守门员受伤或生病，他必须准备好在场内接受治疗后立即比赛。
如果受伤导致过度延误，受伤的守门员必须离开比赛并且被替换，即使
他之后可以在任何时间返回比赛。

(7). 比赛中，如果某队的两个守门员都不能参加比赛，允许该队队员席的球
员着装担任守门员。该球员有10分钟时间换装准备比赛，但是如果他早
于10分钟准备完毕，允许他用剩余的时间在场内热身。

(8). 如果发生规则202-（7）的情况，两名常规守门员都不允许再返回比赛。

(9). 在国际冰联的赛事中，当每队有3名守门员注册并且比赛记录表中两名
守门员之一不能比赛时，适用相应的国际冰联附则。

规则 203 – 非法替换/守门员  
定义：要上场替换守门员的球员必须等守门员到达队员席前1.5米（5'）的
替换区内。

(1). 如果守门员为了替换成额外球员去往队员席，但是替换过早，当犯规
队得到球权时裁判员将停止比赛。

(2). 当比赛停止在进攻半场时，将在中心争球点争球。

(3). 当比赛停止在防守半场时，将在离比赛停止最近的，对犯规队没有区
域优势的争球点争球。

规则 204 – 争球/守门员
(1). 守门员不能参与争球。

规则 205 – 死球和守门员
(1).  如果示意死球过程时守门员离开他的球门区或位于球门区外，并且他

向球的方向移动，死球将解除，即使他回到他的球门区内。

(2). 在球被射出并示意死球时守门员在他的球门区外，如果他立即滑回球
门区内，死球将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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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球被射出并示意死球时守门员在他的球门区外，如果他没有试图立
即移动回球门区，将不判死球。

(4). 比赛中守门员在去往队员席的路上并且示意死球，如果他没有试图去
打球，无论是继续去往队员席或是直接回到他的球门区，将判死球。

(5). 比赛中守门员在去往队员席的路上并且示意死球，如果他打球或试图
去打球，将不判死球。

规则 206 – 队伍暂停和守门员
(1).  只允许守门员在队伍暂停或电视广告暂停期间回到队员席。

规则 207 – 守门员判罚/概述
(1).  守门员对进攻球员犯规，将至少被判小罚。

(2).  守门员从不执行要求他待在受罚席的，对他本人或队伍的判罚。

(3). 在同一次比赛停止时对守门员所判的任何追加判罚，必须由比赛停止
进行判罚时在场上的该队球员执行（前提是那名球员自己没有发生判
罚）。

(4).  替守门员执行判罚的球员，在比赛停止进行判罚时必须已经在场上。

(5). 守门员被判第一次违例，他继续参加比赛。该判罚必须由一名比赛停
止时在场上的球员执行（前提是那名球员自己没有发生判罚）。

(6). 在一场比赛中守门员被判第二次违例，（导致自动严重违例），他必
须离开比赛并且被替补守门员替换。

(7).  被判大罚、严重违例和停赛，守门员被驱逐出场。

(8). 在守门员被判大罚或停赛的情况下，必须由比赛停止时在场上的本队
球员执行5分钟判罚（前提是那名球员自己没有发生判罚）。

(9). 任何守门员被驱逐出比赛的情况下，球员可以着装担任守门员之前，
必须首先选择由替补守门员替换被驱逐的守门员。

(10). 同一次比赛停止中，当守门员被判多个小罚或大罚时，可以由教练通
过队长指定一名比赛停止时在场上的球员执行任何判罚（前提是那名
球员自己没有发生判罚）。

部
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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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同一次比赛停止中守门员同时被判小罚和违例，必须由比赛停止
时在场上的一名球员执行小罚，并且必须由比赛停止时在场上的另一
名球员执行满12分钟的判罚。两名队员都必须由教练通过队长指派。

规则 208 – 守门员判罚/描述
(1). 在第10章 - 判罚的描述中列明的所有判罚适用于守门员。此外，以下

列出一些特定规则，关于他的场内位置、装备以及他在比赛中的作用。

规则 209 – 越过中区红线/守门员 
定义：任何时候不允许守门员越过中区红线参与比赛。

(1).  违反这条规则将被判小罚。

(2). 要构成判罚，两只冰刀必须都越过中区红线。

(3).  进球后，守门员在进攻半场参与队伍庆祝，将被判小罚。

(4).  如果守门员越过中区红线参与冲突，按打架规则判定。

规则 210 – 损坏的球杆/守门员  
定义：球杆不是完整无缺的，其杆刃或杆柄损坏或者不是整支，被视为损
坏的即非法的球杆。

(1).  守门员必须立即扔掉损坏的球杆。如果他用损坏的球杆参与比赛，将
被判小罚。

(2). 球杆损坏的守门员禁止接受从队员席或由观众扔到冰上的球杆，但他
可以接受当时在场内的队友给他的球杆，不需要去队员席拿新球杆。
但是，这种传递必须由手递手完成。另见规则120-（3）和120-（4）。

(3). 比赛停止期间，守门员滑向队员席更换球杆，然后回到他的球门区，
将被判小罚。但是如果他被替换直到比赛恢复，将不判罚。

(4).  比赛进行中，允许守门员去队员席并且更换他的球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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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赛中如果球杆损坏的守门员接受受罚席内的队友给他的球杆，接受
球杆的守门员将被判小罚。

(6).

(7).  守门员可以使用球员的球杆。

规则 211 – 危险装备/守门员 
定义：守门员的装备必须符合安全标准，有可接受的质量可正常使用，并
且穿在队服里面（手套、面罩和护腿除外）。

(1). 有守门员使用非法装备参赛的队伍，第一次将被裁判员警告。未按裁
判员指示调整、更换或系紧装备，将意味着接下来该队的任何队员再
次违反危险装备规则，将被判违例。

规则 212 – 217 – 延误比赛/守门员
定义：有意放慢比赛、迫使比赛停止或妨碍比赛开始的行为。

规则 212 – 延误比赛/守门员 – 整理装备 

(1). 守门员停止比赛或拖延比赛开始来修整或调整装备，将被判小罚。

规则 213 – 延误比赛/守门员 – 球门框移动

(1).  守门员故意将球门框从其正常位置移开，将被判小罚。

(2). 如果在常规赛的最后两分钟或加时赛的任何时候，守门员故意将自己
的球门框从其正常位置移开，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3). 如果任意球或射门比赛期间守门员将球门框从其正常位置移开，将判
射中一球，除非适用规则178-（6）或178-（7）。 部

分
 1

2

任何时候不允许守门员从以下地方获得对方队员的球杆：①场内对
方队员所持或者已经掉落在冰面上的；②对方队员席内对方队员手
中；③对方队员席内球杆架上。违反本规则将导致小罚。

(8). 守门员不能同时使用多于一根球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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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214 – 延误比赛/守门员 – 沿界墙封堵球 

(1). 守门员用球杆、冰刀或身体，以某种方式沿界墙持球或打球导致比赛
停止，将被判小罚，即使他受到冲撞。

只有守门员身体至少有一部分留在球门区内时，允许封锁住球。

只有受到压力时允许守门员封锁住球。

不允许守门员封锁住球。

3

3

1

2

3

2

1 1

3

规则 215 – 延误比赛/守门员 – 比赛停止期间去队员席 

(1). 守门员在非队伍暂停或电视广告暂停期间的比赛停止期间去队员席，
被替换除外，将被判队小罚。

规则 216 – 延误比赛/守门员-脱面罩 

(1). 比赛中守门员为了使比赛停止故意脱掉面罩，将被判小罚。

规则 217 – 延误比赛/守门员-射或扔球出界 

(1). 比赛中，守门员从他的守区未经过任何反弹，直接将球从冰场任何位
置射出、扔出或拍击出界（没有防护玻璃的地方除外），将被判小罚。
决定性的因素是打到球时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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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守门员救挡时球被弹出防护玻璃，将不判罚，但是如果他在救挡
的动作中拍击或猛击球出界，他将被判小罚。

(3). 守门员在比赛中或比赛停止后，在场内任何位置故意射球出界，将被
判小罚。

规则 218 – 球掉到球门上/守门员 
定义：不允许守门员使球掉到球门网顶端或球门背后，从而造成比赛停止。

(1). 守门员故意使球掉到球门网上或球门背后从而造成比赛停止，将被判
小罚。

(2). 如果球弹到球门网上，允许守门员用手套盖住球，以防止对方队员打
球。

规则 219 – 打架/守门员
定义：戴着手套击打对方或脱掉手套参与用拳打架。

(1).  守门员用挡球手套击打对方的头部、颈部或面部，将被判停赛。

(2). 守门员脱掉手套和挡球手套去参与冲突，除任何其他判罚外，将被判
违例。

(3).  首先打架的守门员将被判停赛.

规则 220 – 球门区内持球-守门员 
定义：救挡后，只要受到对方压力，允许守门员在球门区内封锁住球。如
果他没有受到压力并且有时间安全地传球给队友，他有义务这样做。

(1). 除非守门员受到对方压力，守门员持球超过3秒钟将被小罚。

(2). 守门员没有受到压力，为了获得比赛停止故意使球掉到自己的护腿、
身体或装备里，将被判小罚。

部
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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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221 – 球门区外持球/守门员 
定义：如果守门员的身体在球门区外，在特定情况下不允许他为了导致比
赛停止压球。

(1). 守门员身体完全在球门区以外，并且球在死球线后或标志线之前时，
守门员压球或将球搂在身体下或利用球门或界墙的任何地方持球或置
球，将被判小罚。

(2). 守门员在死球线到端区争球圈标志线之间压球或将球搂在身体下，将
被判小罚，除非他受到至少一名对方队员的压力。

规则 222 –非法阻挡球门或堆雪/守门员 
定义：不允许守门员将球杆或其他装备或其他物件留于球门前或者在球门
前堆雪以阻止球进入球门。保持球门区无障碍是他的责任。

(1). 如果守门员在场内时将球杆或其他装备或其他物件留于球门前或者在
      球门前堆雪，并且任何这些障碍阻止球进入球门，他将被判小罚。

规则 223 – 队员冲突期间离开球门区/守门员 
定义：在场内队员冲突期间守门员必须留在球门区内，除非该冲突移动到
他的球门区内。

(1). 守门员离开球门区附近，为了以任何方式参与冲突，将被判小罚。

(2). 守门员在他的球门区外（例如：在球门后打球，去往队员席）并开始
介入队员冲突，将不因为离开球门区而被判罚，但是根据他在冲突中
的行为适用其他判罚。

(3). 如果队员冲突发生在他的球门区内，守门员可以离开球门区并且不被
判罚。此外，如果场内裁判员指示守门员这样做，他必须离开球门区，
或者滑到角落或自己守区内离球门区最近的任何不属于队员冲突的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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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224 – 场上多人/守门员 
定义：如果替换的队员已经进入冰面，离开冰面时守门员不能打球或接触
对方。

(1). 适用于球员的所有场上多人的规则适用于守门员（见规则166）。

(2). 比赛期间任何时候，不允许某队有两个守门员在场内，除非一名守门
员与另一名守门员在“活动换人”。

规则 225 – 任意球/守门员犯规 
(1).  如果守门员对突破的进攻球员犯规，无论是否从背后犯规，裁判员将

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2). 如果在常规赛的最后两分钟或加时赛的任何时候，守门员故意将球门
框从其正常位置移开，裁判员将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

(3). 当进攻球员突破时，如果守门员故意将球门框从其正常位置移开，裁
判员将判给进攻球员任意球。

(4). 如果替补守门员非法进入比赛并干扰突破的进攻球员，裁判员将停止
比赛并且判给对方队伍任意球。如果队员在比赛停止之前进球，进球
有效，并且取消任意球。

(5). 进攻球员突破时如果守门员脱掉面罩，裁判员将停止比赛并且判给对
方任意球。

规则 226 – 判定进球/守门员犯规  另见规则177-（5） 
(1).  如果罚任意球期间守门员移动或强行移动球门框，将判定进球，除非

另有规则规定（见规则178-（6） 和178-（7））。

(2).  如果罚任意球期间守门员脱掉面罩，将判定进球。

(3). 如果罚任意球期间，守门员把球杆投扔向球或带球者，将判定进球。

部
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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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罚 规则 标准 ADDITIONAL OPTIONS INJURED PLAYER
侮辱裁判员 116 小罚 / 队小罚 Misconduct/GM
侮辱裁判员 
– 有意接触 116 停赛 (MP)
队小罚 117 队小罚 Misconduct/GM
咬人 118 停赛 (MP)
向界墙冲撞 119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120 小罚损坏的球杆/ 用于比赛-替换 
杆柄杵人 121 双重小罚 + 违例 Major + GM/MP Match
加速冲撞 122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背后冲撞 123 小罚 + 违例 Major + GM/MP Match
冲撞头部或颈部 124 小罚 + 违例 Major + GM/MP Match
扑倒绊人 125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合手握球 126 小罚 Penalty Shot
横杆推阻 127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危险装备 128 警告 / 违例
延误比赛 129 –137 小罚 / 队小罚
** 球门移动 130 小罚 Penalty Shot

** 摔倒在球上 131 / 172 小罚 Penalty Shot

** 封堵球 132 小罚
**庆祝进球 133 警告 / 小罚
** 迟列阵容 134 小罚
** 射 / 扔球出界 135 小罚
** 死球后换人 136 警告 / 小罚
** 争球违例 137 警告 / 小罚
假摔或假装 138 小罚
肘顶人 139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与观众冲突 140 停赛 (MP)
打架 141 大罚 + GM MP
** 脱去手套 141 违例
**  第一个离开队员席
或受罚席的队员 141 双重小罚 + GM

** 其他离开队员席的队员 141 违例
** 其他离开受罚席的队员 141 小罚 + GM
用头部冲撞 142 停赛 (MP)
高杆 143 小罚 / 双重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 意外受伤 143 双重小罚
抱人 144 小罚
握球杆 145 小罚
钩人 146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非法球杆 / 球杆测量 147 小罚 / 队小罚 Misconduct
错误地出/ 入受罚席 148 小罚
受伤球员拒绝离开冰面 149 小罚 Misconduct

判罚汇总



119

判
罚
汇
总

PENALTY RULE STANDARD 附加选项 使队员受伤
Abuse of Officials 116 Minor/Bench minor 违例 / GM
Abuse of Officials – intentional
contact 116 Match (MP)

Bench minor 117 Bench Minor 违例 / GM
Biting 118 Match (MP)

Boarding 119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Broken Stick/Playing with Replacing 120 Minor
Butt-ending 121 Double Minor + Misconduct 大罚 + GM / MP 停赛
Charging 122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Checking from Behind 123 Minor + Misconduct 大罚 + GM / MP 停赛
Checking to the Head or Neck 124 Minor + Misconduct 大罚 + GM / MP 停赛
Clipping 125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Closing hand on puck 126 Minor 任意球
Cross-checking 127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Dangerous equipment 128 Warning/Misconduct
Delay of Game 129 –137 Minor/Bench minor
** Displaced goal frame 130 Minor 任意球
** Falling on the puck 131/172 Minor 任意球
** Freezing the Puck 132 Minor
**Goal Celebration 133 Warning/Minor
** Late Lineup 134 Minor
** Shooting/Throwing Puck out of Play 135 Minor
** Substitution after Icing 136 Warning/Minor
** Violation of Faceoff Procedures 137 Warning/Minor
Diving or Embellishment 138 Minor
Elbowing 139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Engaging with spectators 140 Match (MP)

Fighting 141 Major + GM MP
** Removing gloves 141 Misconduct
** First player off players’ bench or

out of the penalty box 141 Double minor + GM
** Other players beavng players’ bench 141 Misconduct
** Other players leaving penalty box 141 Minor + GM
Head-butting 142 Match (MP)

High-sticking 143 Minor/Double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 Accidental Injury 143 Double minor
Holding 144 Minor
Holding the stick 145 Minor
Hooking 146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Illegal Stick/Stick Measurement 147 Minor/Bench minor 违例
Incorrect access to/from penalty box 148 Minor
Injured Skater Refusing to Leave Ice 149 Minor 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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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罚 规则 标准 ADDITIONAL OPTIONS INJURED PLAYER
干扰 (球员) 150 小罚 Major + GM/MP
干扰 (守门员) 151 小罚 Major + GM/MP
踢人 152 停赛 (MP)
膝顶人 153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过早离开受罚席 154 小罚 Minor + GM
未戴头盔比赛 155 小罚
拉扯头发, 头盔, 面罩 156 小罚 Major + GM
拒绝开始比赛 157 队小罚 Stop play
粗暴 158 小罚 / 双重小罚 Major + GM
用杆击打 159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踢脚绊人 160 停赛 (MP)
杆刃刺人 161 双重小罚 + 违例 Major + GM/MP MP
吐痰 162 / 169 停赛
嘲讽 163 违例
队伍官员进入比赛区域 164 严重违例 (GM)
投扔球杆或物件 165 小罚 / 队小罚 Penalty Shot
** 从队员席或受罚席 165 追加 GM
场上多人 166 队小罚 Penalty Shot
绊人 167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违反体育道德 168 小罚 / 队小罚 Misconduct/GM MP
非法撞人 (女子) 169 小罚 Major + GM/MP Major + GM/MP

GM = 严重违例 

MP = 停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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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罚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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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ALTY RULE STANDARD 附加选项 使队员受伤
Interference (on Skater) 150 Minor 大罚 + GM / MP
Interference (on Goaltender) 151 Minor 大罚 + GM / MP
Kicking 152 Match (MP)

Kneeing 153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Leaving Penalty Box Prematurely 154 Minor 小罚+ GM
Playing without helmet 155 Minor
Pulling Hair, Helmet, Cage 156 Minor 大罚 + GM
Refusing to Start Play 157 Bench Minor 终止比赛
Roughing 158 Minor/Double Minor 大罚 + GM
Slashing 159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Slew-footing 160 Match (MP)

Spearing 161 Double Minor + Misconduct 大罚 + GM / MP MP
Spitting 162/169 Match
Taunting 163 Misconduct
Team Official Entering Playing Area 164 Game misconduct (GM)

Throwing a Stick or Object 165 Minor/Bench minor 任意球
** From the Bench 165 Additionnal GM
Too Many Men 166 Bench Minor 任意球
Tripping 167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Unsportsmanlike Conduct 168 Minor/Bench Minor 违例 / GM MP
Illegal Hit (Women) 169 Minor 大罚 + GM / MP 大罚 + GM / MP

GM = Game Misconduct

MP = Match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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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记录统计

参见国际冰联指导手册 – 进球得分

射中与协助
(1). 得分记录中，进球将被记在使球进入对方球门的队员名下或进球前攻

队最后一个接触球的队员名下。

(2). 当进球得分时，最多两名在得分队员之前接触球的队员可被记为协助。
如果攻队开始控球之前没有除得分队员以外的队员触球，进球将被记
为“无协助”。

(3).  射门比赛中，进球只记录在打入制胜球的队员名下。

(4). 得分队员的名字之后出现的第一个名字为第一协助或得分队员之前最
后一个触球的队员。

(5).  队员技术统计中，每个进球和每个协助记一分。

(6). 以下情况，进球没有协助：（a）球未进球门（判定进球）；（b) 射
门比赛期间进球；（b）被记为“自进球”（定义见“自进球”)。

空门进球
对方守门员在自己队员席而未在场内时的进球记为空门进球。守门员在队
员席时的进球不记为失球。

人数相等进球
双方场上球员人数均等时进球得分。

多人进攻进球
守门员在队员席形成额外球员的球队进球得分。

争球 成功/失败
争球后立即获得球权的一方记为争球获胜。

比赛-制胜球
在一场比赛中，比对方总进球得分多出一分的进球（例如：如果某队以5
比2获胜，比赛制胜球记在第三个进球得分的队员名下）；在射门比赛中，
决定射门比赛结果的进球（例如：某队在射门比赛中2比0获胜，制胜球记
在第一个进球得分的队员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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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门员失利
打入比赛制胜球时场上守门员（例如：某队以4比6失利，守门员失利记在
第五个进球时场上守门员名下）。

守门员获胜
打入比赛制胜球时获胜方的守门员（例如：某队以6比4获胜，守门员获胜
记在第五个进球时获胜方场上守门员名下）。

失球
守门员在场上时的失球。空门进球不记入守门员名下。射门比赛中，对打
入制胜球时的场上守门员也记一次有效射门和一次失球。

平均失球数
失球数除以守门员上场分钟数，乘以60（常规比赛时长）。

自进球
由于防守队员直接将球射入守队球门的进球得分。球经防守队员球杆或身
体任何部位反弹后进入守队球门，不视为自进球。

受罚时间 
小罚 = 2 分钟
大罚 = 5 分钟
违例 = 10 分钟
严重违例= 20 分钟
停赛 = 25 分钟

分数
进球数与协助数之和。

多打少进球
某队场上球员比对方多一人或几人时的进球得分。

+/-净胜球

队员上场期间，本队进球数减去对方进球数（多打少进球不记入任何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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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挡成功率
失球数除以守门员面对的射门总数。

少打多进球
某队场上球员比对方少一人或几人时的进球得分。

有效射门
任何时候球指向球门并且进入球门或者如果守门员（或防守队员）没有救
挡已经进入球门。

完胜
全场比赛守门员未失球。如果两名守门员共同完成完胜，不记入任何一名
守门员的个人技术统计，但是记球队一次完胜。如果加时赛或射门比赛期
间以0比1失利，守门员不记完胜。

上场时间
比赛进行期间队员上场时间（比赛读秒期间）。



裁判员和
边线裁判员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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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84-(1) – 进攻球员进入球门区  
一个手臂做半圆的手势，与冰面平
行，放在胸部的高度，模拟球门区，
然后伸出另一手臂水平指向中区的
方向 。

规则 92 – 队员换人
裁判员允许客队5秒时间换人，5秒
后，裁判员举起手臂示意客队不能
再换人，此时主队有5秒时间换人。

规则 74 – 手传球
一只手掌张开，做推的动作。

规则 61 – 暂停
两手掌在胸前呈“T”型。

裁判员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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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94 – 进球得分
伸出的手臂指向球门示意球已经进
入球门。

规则 110 – 停赛
将一只手掌放在头盔上方。

规则 107 和 109 – 违例和严重违例 
双手叉腰。

规则 114 – 犯规缓判
不拿哨的手完全伸直，高举过头。
也可先指犯规队员一次然后再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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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19 – 向界墙冲撞
一手握拳，在胸前击打另一手的掌
心 。

规则 121 – 杆柄杵人
两臂在胸前平屈，一臂在另一臂下
移动，上臂的手掌张开，下臂的手
握拳 。

规则 122 – 加速冲撞
两手握拳，在胸前向前转动。

规则 123 – 背后冲撞
两手掌心面对前方，在肩的高度, 
从胸前做向前推的动作，直至手臂
完全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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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25 – 扑倒绊人
用手从后面敲击膝部下方，保持双
刀直立于冰上 。

规则 127 – 横杆推阻
两手握拳相距约半米，在胸前向前
伸臂 。

规则 124 – 冲撞头部或颈部
手掌张开从脸的侧面推向脸部。

规则 139 – 肘顶人 
用一手拍另一手的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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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43 – 高杆
两手握拳，在额的高度，一手位于
另一手上方相叠。

规则 144 – 抱人 
在胸前一手握另一手手腕。

规则 135 和  217延误比赛 
用不吹哨的手张开手掌，横穿过胸部，从肩部伸出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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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45 – 握球杆
先做抱人的手势，然后做用两手正常握球杆的手势。

规则 146 – 钩人
用双手从前方往腹部拉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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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50–151 – 干扰
双手握拳，两臂胸前交叉。

规则 153 – 膝顶人
用一手手掌拍同侧腿的膝部，双脚
在冰上 。

规则 159 – 用杆击打
用手掌侧砍另一手的前臂。

规则 158 – 粗暴、打架
一手握拳，单臂向侧平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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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67 – 绊人 
用手掌敲击侧膝下方，保持双脚在
冰上 。

规则 161 – 杆刃刺人 
两手向前做猛刺动作。

规则 170 – 任意球 
双臂在头顶交叉。

好球 
两臂经体前向两侧摆至与肩同高，
掌心向下 。
——裁判员做表示：“射中无效”、  
“不是手传球“、“不是高杆击球” 
——边线裁判员做表示：“不是死
球”，“不是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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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69 – 非法撞人 (女子)
不拿哨的手臂横于胸前，手掌置于
对侧肩处 。

裁判员手势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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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65 – 死球
后方边线裁判员（或两人制中的裁判员）将手臂伸直上举过头，表示可
能造成死球，他要一直举着手臂直到前方边线吹哨判定死球或者取消死
球。当前方边线裁判员吹哨判定死球时，后方边线裁判员首先将两臂在
胸前交叉，然后指向将要争球的争球点，并滑向该争球点。

边线裁判员手势

规则 78 – 越位
裁判员必须先吹哨，然后用不拿哨
的手水平的沿蓝线伸出手臂。

规则 82 – 越位缓吹 
不拿哨的手向上完全伸直，高举过
头。取消缓吹时将手臂放下于体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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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66 – 场上多人 
用（一只手张开）六只手指放在胸
前。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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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规则
侮辱裁判员 116
判定进球 179
判定进球/阻挡球门 180

226判定进球 / 守门员犯规
判定任意球/ 突破 171
判定任意球/
干扰或投扔物件 172
判定任意球/ 
常规比赛的最后两分钟或加时赛期间 173
判定任意球/队员移动球门 174
判定任意球 / 球员摔倒在球上 175
队小罚 117
越过中区红线/守门员 209
咬人 118
 挡球手套/ 守门员 188
向界墙冲撞 119
 损坏的球杆 / 守门员 210

 损坏的球杆/用于比赛-替换 120
杆柄杵人 121
队长和副队长 28
交换场地 50
加速冲撞 122
背后冲撞 123
冲撞头部或颈部 124
胸部和臂部护具 / 守门员 189
扑倒绊人 125
合手握球 126
同等判罚 112
横杆推阻 127
危险装备 (定义) 29
危险装备 (判罚) 128
危险装备 / 守门员 211
 场内/场外的定义 87
         延    误比赛/ 整理装备 129
延误比赛 / 球门移动 130
         延    误比赛/ 队员摔倒在球上 131
延误比赛 / 非必要封堵球 132
         延    误比赛/ 庆祝进球 133
延误比赛 / 守门员
–整理装备 212
         延    误比赛/  守门员 – 球门框移动 213
延误比赛 /  守门员 
– 沿界墙封堵球 214
延误比赛 /  守门员 
– 比赛停止期间去队员席 215
延误比赛 /  守门员 – 脱面罩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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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比赛 /  守门员 
– 射或扔球出界 217
         延    误比赛/迟列阵容 134
延误比赛 / 
射或扔球出界 135
         延    误比赛/死球后换人 136
延误比赛 / 争球违例 137
越位缓吹 82
越位缓吹 / 混合型死球 83
缓判 114
暂缓开始判罚时间 113
判定争球点 / 攻区 57
判定争球点/ 中心争球点 56
判定争球点 / 守区 55
判定争球点 / 总述 52
判定争球点 / 受伤 54
判定争球点/判罚 53
进球无效 / 比赛期间 97
假摔或假装 138
界墙门 16
兴奋剂 6

球掉到球门上 / 守门员 218
判罚的时间 /严重违例 109
判罚的时间 / 大罚 105
判罚的时间 / 停赛 110
判罚的时间 / 小罚和大罚 106
判罚的时间 / 小罚和违例 108
判罚的时间 / 小罚-队小罚 104
判罚的时间 / 违例 107
护肘 30
肘顶人 139
与观众冲突 140
面罩 / 守门员 190
越位后争球 80
争球 / 守门员 204
面罩和护齿 31
争球违例 59
打架 141
打架/ 守门员 219
荧光材料 32

 丧失比赛资格 22
比赛期间/守门员 200
参赛性别 2
手套 33
球门区与进球得分 95
球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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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规则
冰刀导致的进球 96
守门员和球门区 184
守门员和球门区 / 进球有效 185
守门员和球门区 / 进球无效 186
守门员担任队长或副队长 182
守门员装备  / 总述 187
守门员判罚 / 种类 208
守门员判罚 / 概述 207
守门员替换 202
守门员热身 181
手传球 74
用头部冲撞 142
头盔 34
高杆击球进入球门 76
高杆击球 / 比赛期间 75
高杆 143
抱人 144
球门区内持球 / 守门员 220
球门区外持球 / 
守门员 221
握球杆 145
钩人 146
比赛如何进行 43
冰面标记 / 区域 19
冰面标记 / 争球圈和争球点 18
冰面标记 / 区 17
冰面 /适合比赛 8
死球和守门员 205
死球 / 比赛详解 66
死球 / 混合型死球 65
错误地出入对方队员席 89
非法撞人(女子) 169
非法球杆 – 球杆测量 147
非法替换 /  守门员 203
非法阻挡球门或堆雪 / 
守门员 222
判罚的定义 101
错误地出入受罚席 148
无资格参赛队员 23
场内裁判员受伤 86
球员受伤 85
受伤球员拒绝离开冰面 149
有意越位 84
干扰 150
观众干扰 64
干扰守门员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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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冰球联合会（国际冰联）作为管理机构

1
踢人 152
护膝/ 守门员 191
膝顶人 153
队员冲突期间离开球门区 / 
守门员 223
过早离开受罚席 154
比赛时长 44
队员装备的测量 41
球员球杆的测量 / 
射门比赛 42
颈部和喉部护具 / 守门员 192
颈部和喉部护具/ 球员 35
冰上物件 11
越位 78
越位情况 79
场内裁判员 4
不越位 81
加时赛 62
护腿 / 守门员 193
防摔裤 /守门员 194
加时赛中的判罚 115
计时钟上的判罚 102
受罚席 10
任意球和射门比赛是冰球比赛的一部分

170
任意球 / 守门员犯规 225
判罚情形 111
任意球程序 / 概述 176
任意球程序 / 具体情况 178
任意球程序 / 罚任意球 177
射门比赛 63
比赛进行中队员替换 88
比赛停止期间队员替换 91
死球后队员替换 93
队员替换程序 92
队员资格 / 年龄 3
上场队员 24
比赛中的场内队员 27
蓝线内的队员席 / 越位 90
队员席 9
人数缺少 103
未戴头盔比赛 155
争球程序 58
专门权力机构和纪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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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守门员 183
防护玻璃 14
防护玻璃 / 损坏 77
防护网 15
冰球 47
球在比赛中 49
球打到端区挂网 70
球打到球门 72
球在界墙护台上 68
球在球门上 (底部和顶部) 69
球出界 67
球在视线外 71
球打到场内裁判员 73
拉扯头发、头盔、面罩 156
拒绝开始比赛 157
界墙 13
粗暴 158
计时钟 45
进球得分 94
进球 / 球门移动 98
小腿护具 36
冰刀 / 守门员 195
冰刀 / 球员 37
用杆击打 159
踢脚绊人 160
杆刃刺人 161
吐痰 162
冰场的规格 12
开始比赛 51
球杆 /守门员 196
球杆 / 球员 38
队服 / 守门员 197
胶带 39
嘲讽 163
队伍组成 21
队伍官员进入冰面 164
队伍官员与科技设备 26
队伍工作人员 25
队伍暂停 61
队伍暂停和守门员 206
电视广告暂停 60
术语 7
护喉 / 守门员 198
投扔球杆或物件 165
向前扔球 / 守门员 201
场上多人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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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多人/守门员 224
绊人 167
着装 / 守门员 199
着装/ 球员 40
违反体育道德 168
 使用录相监门系统判定进球 99
热身 48
可判罚的时间 100
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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