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PONY 小马棒球联赛
Pinto-8U 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PONY 宗旨
关爱国家的青少年，棒球伴随健康成长
二、竞赛时间地点
10 月 2 日-6 日 南京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棒球场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棒球协会
主办单位：小马棒球联赛组委会、小马波尼（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帕星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PX 青少年棒球俱乐部联盟、原力棒球（南京）、
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合作单位：玛林国际有限公司
四、竞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
总决赛参赛球队必须为 2019 年为小马棒球联赛合作联盟（Partner League）
的球队或地区联赛/选拔赛（Local League）的球队，或申请外卡获得组委会特
邀参赛的外卡球队。总决赛参赛资格不可转让或替换。
2、地区预选赛/选拔赛（Local League）各年龄组别排名前 10%的球队（数
量向上取整），可获得晋级总决赛的资格。
3、小马棒球联赛各合作联盟（Partner League）根据本联盟竞赛规程，确
定晋级小马棒球联赛总决赛球队资格。名额数量为合作联盟在小马联赛登记的各
年龄组 10%的球队数（数量向上取整），可获得晋级总决赛资格。
4、非参加过地区选拔赛（Local League）或合作联盟（Partner League）
的代表队，可通过申请外卡的形式向组委会申请参赛。联赛组委会与承办单位可
根据实际情况共同确认外卡数量及发放对象，外卡球队需参加外卡组比赛(外卡
赛时间形式以总决赛组委会安排为准)。
5、各队参加总决赛时限报运动员 12-15 名，教练 3 名。运动员必须为当年
度报名表中登记过的选手，符合参赛年龄资格，国籍(地区)、性别皆无限制。
6、除外卡邀请球队的选手外，总决赛报名参赛选手须为参加过地区联赛/
选拔赛（Local League）或合作联盟（Partner League）比赛的选手。每名选手
在总决赛期间、只能代表一个组别的一支球队参加比赛。
7、选手报名须提交本人护照、户口本或第二代身份证（其中之一）的复印
件，报到时携带原件以备查验，根据比赛需要，不能提供原件者，取消比赛资格。
各报名单位必须给参赛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向大会出示保单复印件或
证明，签署保险免责协议。

8、根据需要，组委会可对参赛运动员进行骨龄测试抽查，每队 3 人，测试
费用由球队自理。
9、凡弄虚作假、虚报年龄、冒名顶替者，一经查明立即取消该队员参赛资
格，并对所在运动队进行相应处罚。
(二)竞赛年龄分组
组别
纹马组 Pinto
Pinto-8

年龄限制
7-8 岁

出生年月参考
2010 年 9 月 1 日-2012 年 8 月 31 日

(三)报名方法
各组别球队根据补充通知的相关要求提交报名表和报名费；
未按要求填写或未在规定时间内递交资料并获得组委会确认报名成功回复
的视为报名无效。
(四)奖励办法
总决赛：取各组别前 8 名给予证书及奖杯；优胜队经确认后获得相应组别代
表中国 PONY 小马联盟出征 PONY 亚太锦标赛参赛资格；
个人奖励：地区预选赛奖项由各城市竞赛规程决定，总决赛各组别分别设置
安打王奖、本垒打王奖、三振王奖、最佳投手奖、最有价值球员奖和最佳教练奖。
(五)服装和器材
1、 各队应准备 2 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服装必须统一，上衣印有
清晰易辨的号码(不低于 16 厘米)。球衣右臂上必须佩戴 PONY 联盟徽章;
2、 运动员不允许穿金属钉鞋;
3、 比赛时，接手必须穿戴护胸、护面、护喉、护腿等护具，局间代替接手
接球的队员需戴头盔。击球员和跑垒员必须戴双耳头盔;
4、 8U 组比赛用球为布瑞特(BRETT)BR350 小马专用棒球。
(六)赛事仲裁
组委会组成仲裁委员会，其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
执行。
凡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的队，必须在赛后 1 小时内提出申诉书，并上缴申
诉金人民币 1000 元，否则不予受理。凡胜诉申诉费退回；若驳回，申诉费上缴
联赛组委会。
五、竞赛规则
1、垒间距为 15.24 米，投球距离为 11.58 米，采用本方教练投球规则
2、Pinto-8U 组别的比赛每场为 6 局或限时 90 分钟。
3、比赛两队三局相差 15 分，四局相差 10 分，即可提前结束比赛。
4、防守队教练员每场比赛可进场指导投手 3 次。自第四次起，每次进场指
导需更换投手。如进入延长局比赛，无论前六局比赛指导投手是否已满 3 次，从
第七局起，每三局可指导投手 1 次。教练员上场与任何一名队员交谈后，由该队
员与投手交谈，视同于教练员上场指导投手一次。
5、比赛进行过程中，裁判可进行无故中身 3 次，取消投手该场比赛资格的
判罚，裁判有权力判定故意中身，并驱逐相关队员离场。
6、裁判员宣布交换攻守后，双方队员要迅速跑上跑下交换攻守。

7、各队在比赛开始 30 分钟前上交该场比赛的上场队员名单，未列入上场名
单的队员，不能参加本场比赛。
8、各队教练员、运动员要尊重裁判，裁判员的判罚是比赛场上的最终判罚。
任何人不能有谩骂、侮辱的行为，或拖延比赛的行为；一旦违反，将按国家体育
总局相关条例予以处罚，对裁判员判罚执行规则错误提出申诉，按规则要求提出。
裁判组拥有最终解释权。
9、比赛开始 15 分钟后，如某一队到场队员人数不足 9 人，按 0:10 判负。
如双方均未按时到齐 9 人到场，则双方无成绩，不积分。如球队只有 9 人到场参
与比赛，上场 9 人比赛，其中由于受伤等客观因素有一人未能继续参与比赛，球
队在至少 8 人的情况下仍然能记录当下成绩,受伤下场选手后续轮击棒次以出局
计。
10、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天气）中断比赛，依据主审裁判意见可提前结束
比赛。比赛结果在双方打满 3 局（三局下半时后攻队领先也视为打满 3 局）或时
间超过 1 小时的情况下比分有效，如不满 3 局且时间未满一小时，比赛无效，择
期再赛。
11、胜一场积 3 分，平积 1 分，负积 0 分。循环赛阶段若遇两队以上积分相
等，按如下次序决定名次：
(1)相互间的胜负决定名次，胜者在前
(2)相互间的比赛失分少者在前
(3)相互间比赛得分多者名次在前
(4)全部比赛失分少者在前
(5)全部比赛得分多者在前
(6)以上方式如仍相等，则抽签决定名次。
12、淘汰赛中如遇平局，进行延长局的比赛。自第 7 局或正常时间结束后的
下一局起，一、二垒放跑垒员(应轮击击球员的前两名击球员)，直至比赛分出胜
负，投手投球数继续累计。
13、一局结束后，若比赛时间剩余不超过 10 分钟，不再新开一局比赛；若
后攻球队在半局比赛结束时处于领先，则可比赛结束。
14、不执行 DH 规则。
15、在上场名单上的所有球员须轮流上场打击，但防守只能 9 人防守。换人
没有上下场次数限制，防守球员可随意更换，包括投手。但如一名球员自投手位
置被换下，该场比赛中不可再担任投手。
16、纹马组全国总决赛采用教练投球方式。
17、击球员不可对球触击或轻挥。否则则计 1 好球，此球为死球。
【例外】
唯有「纹马球员投球」的比赛中允许触击。
18、击球员若对投球机或教练投手的 6 个球未能击出界内球，应被宣告出
局。6 次挥棒或第 6 球之前，若已达 3 好球，则击球员出局。挥棒落空、界外
球及擦棒球皆计好球。击球员不因界外球或擦棒球出局，除非是第 6 次挥棒。
19、捕手可就捕手位置，或避开击球区，待击球员挥棒后，才归位防守。(没
有「第 3 好球未确实接捕」规则。)
20、跑垒员不可盗垒或离垒，投球被击中或通过本垒之前须一直碰触垒包。
如跑垒员提前离垒，而球被击出，则跑垒员被判出局，且该球为比赛进行中。如
球未击出，则跑垒员须回垒，该球为死球。
21、没有「内野高飞球」规则。
22、当球持于内野手的手中，而且裁判依情况判断对所有跑垒员的比赛行为
已停止时， 应减「暂停」(Time)，球为死球，若用击球座，则球回本垒，若用

投球机或教练投手，则球回投手区。
23、如击出之球击中教练投手或操作投球机之教练，则此球为死球，算界外
球，计 1 好球， 跑垒员不得进垒，假如比赛进行中的活球击中教练投手或操作
投球机的教练，而裁判认定该教练妨碍野手处理球时，则为死球，最前位之跑垒
员出局。
24、本场比赛如有资格申诉，需检举人举证由组委会经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如违反有关资格规定，违规方被判定本场比赛结果为 0：20 负；比赛结束后超过
1 小时，不再接受本场上诉。
25、未尽事宜以 2019 版中国棒球协会《棒球规则》为准

六、大会活动要求
(一) 主办方如举办开/闭幕式活动，并安排进场仪式，各参赛队需准备含本
队口号在内的 100 字左右介绍文稿和队旗（规格：3 号旗，192CM*128CM）；另
外，各队需准备一张统一着队服的集体照（电子版随报名表一并上传），以用于
制作秩序册和宣传栏。
（二）各队在比赛期间，务请注意队伍形象和礼仪，凡球队集体出行，需整
齐着装并列队，并对嘉宾、观众主动问好。比赛期间，队员上场及退场，需严格
按棒球礼仪要求进行。
(三) 比赛期间，如主办方安排集体活动，应给与积极配合。

七、技术官员
总决赛裁判员、记录员、仲裁等技术官员将由主办方协同承办单位选派。
八、其它
本竞赛规程为 2019 年 PONY 小马棒球联赛的总决赛规程。赛事有关事项以补
充通知形式发布。本次比赛的解释权属于小马棒球联赛组委会。
组委会（Pinto-8U 组）联系人
夏 毅 13910668946 xiay@ponychina.cn
骆新雨 18516186645 ulrikkelocke@battoforce.com
顾铭菲 15005185393 josiegu@battoforce.com
比赛报名：
1、下载并完整填写报名表
2、8 月 31 日前 同时发送报名表至邮箱：bm@ponychina.cn 及 8U 组
委会报名邮箱：ulrikkelocke@battoforce.com
3、组委会回复确认报名成功后，方认为报名成功
信息发布平台：
PONY 小马棒球联赛官网：www.ponychina.cn
具体赛区竞赛规程，以赛区实际印刷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