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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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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球场地建设与器材配备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义务教育小学学校（简称学校）小排球场地建设与器材配备的通用要求、场地建设要

求、器材配备要求及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学校建设用于6至12岁儿童排球教学、训练和比赛的室内外场地和配备相关器材，社

会教育机构面向6岁至12岁儿童开展排球教育时可参考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教育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19272—2011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T 19851.5—2005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5部分：排球

GB/T 19851.13—2007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13部分：排球网柱、羽毛球网柱、网球网柱

GB/T 19851.14—2007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14部分：球网

GB/T 19995.2—2005 天然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2部分：综合体育场馆木地板场

地

GB/T 20239—2015 体育馆用木质地板

GB/T 22185 体育场馆公共安全通用要求

GB/T 22517.4—2017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4部分：合成面层篮球场地

GB/T 29458—2012 体育场馆LED显示屏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GB/T 34279—2017 笼式足球场围网设施安全通用要求

GB 36246—2018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31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T 131 体育场馆声学设计及测量规程

JGJ 153—2016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JGJ/T 280—2012 中小学校体育设施技术规程

QB/T 2601 体育场馆公共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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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_T 8948 聚氯乙烯人造革

GB/T 8949 聚氨酯干法人造革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排球 mini-volleyball

面向6岁至12岁儿童阶段开展的排球运动。

4 通用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学校应根据资源情况选择建设室内或室外小排球场地，优先建设室内小排球场地。

4.1.2 小排球场地设施设备、器材应布局合理，使用方便。

4.1.3 小排球场地应经过有第三方检验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合格后投入使用，器材应有合格证明。

4.1.4 应设置小排球场地及器材的使用须知及安全须知牌。

4.1.5 应配备体育教学、比赛、体育文化精神、体育公平竞赛等方面的图书、图册、音像资料、软件

等产品，图书、图册应为国家正式出版物，音像资料、软件应经产品登记和备案。

4.1.6 应制定应急预案。

4.2 室内小排球场地

4.2.1 室内小排球场地设施的建筑设计应符合 GB/T 22185、JGJ 31 的要求。

4.2.2 室内建筑物的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

4.2.3 室内建筑物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符合 GB 17945 的要求。

4.2.4 室内建筑节能设计应符合 GB 50189 的要求。照明节能应符合 JGJ 153—2016 中第 7 章的要求。

4.2.5 室内小排球场地声学设计应符合 JGJ/T 131 的规定。

4.2.6 室内小排球场地宜采用运动木地板或合成面层材料。

4.2.7 室内小排球场地净高应不小于 7 m。

4.2.8 室内小排球场地应配置通风排气设施。

4.3 室外小排球场地

4.3.1 室外小排球场地的长轴宜呈南北向，向南方向偏角宜在偏东 20°至偏西 10°。

4.3.2 室外小排球场地面层宜采用合成材料面层。

5 场地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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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规格及划线

5.1.1 硬式排球场地规格为 16 m×8 m，场地划线见图 1。

5.1.2 气排球场地规格为 12 m×6 m，场地划线见图 2。

5.1.3 场地规格允许偏差±0.01 m。四周安全区尺寸应不小于 2 m。

5.1.4 画线宽度 50 mm，画线宽度允许差应不大于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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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端线；

2——进攻线；

3——中线及球网；

4——前场区；

5——后场区；

6——网柱；

7——进攻线延长线；

8——边线；

9——教练员限制线；

10——发球区短线。

图 1 硬式排球场地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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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端线；

2——进攻线；

3——中线及球网；

4——前场区；

5——后场区；

6——网柱；

7——进攻线延长线；

8——边线；

9——教练员限制线；

10——发球区短线；

11——跳发球限制线。

图 2 气排球场地平面示意图

5.2 场地面层

5.2.1 合成材料面层

5.2.1.1 材质

场地及缓冲区应为同一材质。

5.2.1.2 外观

5.2.1.2.1 场地表面应平整、无裂痕、无分层、无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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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2 场地表面各区域颜色色泽均匀，标志线颜色应与背景色对比鲜明。

5.2.1.3 平整度

5.2.1.3.1 场地基础与合成面层应平坦，划线内区域在 3 m 直尺下游标塞尺测量，间隙应不大于 4 mm。

5.2.1.3.2 雨后 1 h，深度大于 2mm 的积水区域面积不大于总面积的 3%，单点积水面积应不大于 1m2。

5.2.1.4 坡度

5.2.1.4.1 单片场地应采用边线向边线放坡的形式，在同一个斜面上。

5.2.1.4.2 并列多片场地，从边线到边线向同一方向倾斜的场地应不大于 2 片，从端线到端线向同一

方向倾斜的场地应不大于 2 片。

5.2.1.4.3 场地的横向坡度应不大于 1%，纵向坡度应不大于 0.1%。

5.2.1.5 厚度

场地面层平均厚度应大于等于8mm，低于规定厚度10 %的面积应小于等于总面积的10%。任何区域的

厚度均应大于等于6mm。

5.2.1.6 物理机械性能

5.2.1.6.1 场地球反弹率应大于等于 75%。

5.2.1.6.2 面层冲击吸收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2 有关球类场地的要求。

5.2.1.6.3 抗滑值（BPN,20℃）应符合 GB 36246-2018 表 2 中有关球类场地及其他活动场地的要求。

5.2.1.6.4 渗水型面层和非渗水型面层的拉伸强度应分别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2 的有关要求。

5.2.1.6.5 拉断伸长率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2 的有关要求。

5.2.1.6.6 邵氏硬度（邵 A）应为 50～90。

5.2.1.6.7 垂直变形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2 的要求。

5.2.1.7 耐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应符合GB 36246-2018中5.4.1的要求。

5.2.1.8 无机填料及高聚物的含量

5.2.1.8.1 合成材料面层中无机填料含量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 5.5.1 的要求。

5.2.1.8.2 合成材料面层防滑胶粒高聚物总量应符合GB 36246-2018中5.5.2的要求。

5.2.1.9 面层成品和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

5.2.1.9.1 现浇型和预制型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4 的要求。

5.2.1.9.2 合成材料面层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要求如下：

a） 铺装时使用的固体原料（包括防滑颗粒、填充颗粒、铺装前的预制型面层）中有害物质限量及

气味要求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6要求；

b） 铺装时使用的非固体原料（包括各种胶粘剂、现浇型面层用预聚体和多元醇树脂组分等）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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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36246-2018 中表 7 的要求。

5.2.1.10 阻燃性

面层材料的阻燃性应为Ⅰ级。

5.2.2 运动木地板面层

5.2.2.1 木地板材料

木地板材料的选用应符合GB/T 20239—2015中5.1的要求。

5.2.2.2 外观质量

5.2.2.2.1 整体面层外观质量应符合 GB/T 20239—2015 中 5.3.1 的要求。

5.2.2.2.2 结构层外观质量应符合 GB/T 20239—2015 中 5.3.2 的要求。

5.2.2.3 结构层的理化性能

5.2.2.3.1 面层的理化性能应符合 GB/T 20239—2015 中 5.4.1 要求。

5.2.2.3.2 载荷分布层（毛地板）与龙骨的理化性能应符合 GB/T 20239—2015 中 5.4.2 要求。

5.2.2.4 平整度

铺装好的木地板层表面，用2 m靠尺测量，间隙应不大于2 mm；场地整体平整，在场地上任意选取

间距15 m的两点，其标高差值应不大于15 mm。

5.2.2.5 整体面层物理机械性能

5.2.2.5.1 教学、训练用木地板冲击吸收应不小于 35 %,竞赛用木地板冲击吸收应不小于 53%。

5.2.2.5.2 球反弹率应不小于 90%。

5.2.2.5.3 抗滚动载荷性能：在滚动载荷试验下，木地板应不起毛刺，没有裂纹、断裂、劈裂、漆膜

损坏现象，残余压痕应不大于 0.5 mm。

5.2.2.5.4 滑动摩擦系数应为 0.4～0.6。

5.2.2.5.5 教学、训练用木地板标准垂直变形应不小于 1.0 mm，竞赛用木地板标准垂直变形应不小于

2.3 mm。

5.2.2.6 涂层性能

涂层的颜色不应影响赛场区域的划线的辨认，反光不应影响运动员的发挥，并具有耐磨、防滑、难

燃的特性。

5.2.2.7 通风设施

场地通风设施既能起到良好的通风作用，又要布置合理，不可设在比赛区域内，其颜色和面层相同

或相近。

5.2.2.8 防变形措施



JY/T 0628—2020

7

应采取防变形措施，避免地板因外界环境变化而发生影响正常使用的起翘、下凹等各种变形。

5.3 场地安全防护设施

5.3.1 室内排球场地防护

室内排球场地端线及边线外2 m之内若有墙或柱等障碍物，应安装缓冲包扎物，保护条厚度应不小

于0.03 m，高度应不低于1.6 m。保护条宜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合成发泡材料。

5.3.2 室外排球防护设施

室外排球场地的防护使用围网结构的，围网性能应符合GB/T 34279—2017的要求。

5.4 照明要求

5.4.1 场地照明应无眩光。

5.4.2 一般教学或业余训练场地照明系统应符合 JGJ 153—2016 中 4.2.1 对排球场地照明Ⅰ级要求。

5.4.3 业余比赛或专业训练场地照明系统应符合 JGJ 153—2016 中 4.2.1 对排球场地照明Ⅱ级要求。

5.4.4 专业比赛场地照明系统应符合 JGJ 153—2016 中 4.2.1 对排球场地照明Ⅲ级要求。

5.4.5 灯具应安装防护装置，宜使用 LED 照明光源。

5.4.6 场地出入口及通道的疏散照明水平照度应不低于 5 lx。

5.4.7 室内排球场地灯具距面层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 7 m。

5.5 辅助设施

5.5.1 替补席

5.5.1.1 应设置固定或移动式运动员替补席，替补席距边线距离应不少于 3 m。

5.5.1.2 替补席座位应舒适安全，且四角圆滑无棱角。

5.5.2 看台

5.5.2.1 排球场地周边设置固定式或移动式看台，应符合 JGJ/T 280—2012 中 5.10 的要求。

5.5.2.2 看台边缘距场地边线距离不少于 5 m，距场地端线以外距离应不少于 8 m。

5.5.2.3 看台座椅应符合 QB/T 2601 的要求。

5.5.3 体育器材室

5.5.3.1 应设置体育器材室。

5.5.3.2 体育器材室的门及通道尺寸应方便搬运体育器材。

5.5.3.3 体育器材室内各专用器材应分类整齐摆放。

5.5.4 更衣室

5.5.4.1 应配置男女分设的更衣室。

5.5.4.2 更衣室应设置更衣柜、长条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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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 更衣室应保持清洁并及时进行通风干燥。

6 器材配备要求

6.1 排球网柱

6.1.1 基本尺寸

排球网柱的基本尺寸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排球网柱基本尺寸

单位为毫米

类 型 尺寸

拉网中间高度 1800±5

网柱高度 1920±5

球网两端高度 球网两端高度不应高于拉网中央高度20 mm，且两端应相等

6.1.2 垂直度

球网被拉紧时，网柱应稳固地与地面保持垂直，立柱轴线对水平面的垂直公差应小于等于1/500。

6.1.3 刚性要求

6.1.3.1 排球网柱应能承受不低于 600 N 的外力，球柱应不产生永久变形，无倾倒现象。

6.1.3.2 移动式排球网柱的立柱与底座间无拉动摆动现象，在移动时底座轮子应灵活，使用时底座轮

子不应支持地面。

6.1.4 紧网装置

6.1.4.1 穿网绳应牢固紧拉，并与网柱顶平齐。

6.1.4.2 紧网装置应紧线灵活，锁定可靠，不应有卡滞或自动返松现象。

6.1.5 调节装置

网柱高度可以升降调节，可使球网高度在2.00 m～2.2 m高度可调节，升降灵活，无卡滞现象。

6.1.6 外形和结构设计要求

6.1.6.1 网柱底座和立柱各支撑体表面的所有楞边和尖角，半径应大于等于 5 mm。

6.1.6.2 任何结构形式的网柱，其各部位均不应侵入场地边线（内）的垂直线内。

6.1.7 环保要求

使用的塑料、橡胶、皮革等非金属零部件及金属表面涂饰层，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应存在染色、

掉沫以及感官能觉察到的较浓异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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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表面质量要求

6.1.8.1 应符合 GB 19272—2011 中 5.10 的要求。

6.1.8.2 为保证安全，排球网柱外加防护套，包扎厚度不小于 25 mm。

6.2 排球网

6.2.1 硬式排球网

6.2.1.1 基本尺寸

硬式排球网基本尺寸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硬式排球网基本尺寸

单位为毫米

部位名称 尺寸

球网长度 8500～9000

球网宽度 1000±25

网孔尺寸 （100±20）×（100±20）（正方形）

球网上包边宽 W 70±4

球网左右包边宽 W1 50±4

网线直径 φ4～φ5

6.2.1.2 外观结构

6.2.1.2.1 网孔大小应基本一致，同一张网上不应有超过两个明显接头，网孔的水平线与球网上包边

基本平行。

6.2.1.2.2 球网应牢固，针脚整齐，无跳针、漏针现象。

6.2.1.2.3 球网边宽对折整齐，重叠差不大于 5 mm。

6.2.1.2.4 球网不应有发霉现象。

6.2.1.3 球网颜色

球网为黑色或墨绿色，颜色应色泽一致，无色差、色斑或污渍。

6.2.1.4 使用性能

6.2.1.4.1 球网四周应采用细帆布包边，上包边应由帆布等防水材料对折成夹层，用绳索或钢丝制成

的穿网绳从夹层内穿过，且夹层内的上沿应紧贴穿网绳。

6.2.1.4.2 球网上沿包边不应有拼接，穿网绳不应有接头。

6.2.1.4.3 穿网绳应有足够的长度和强度，能够牢固拉紧。

6.2.2 气排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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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基本尺寸

气排球网基本尺寸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气排球网基本尺寸

单位为毫米

部位名称 尺寸

球网长度 7000

球网宽度 800±25

网孔尺寸 （80±20）×（80±20）

6.2.2.2 球网颜色

球网为黑色，颜色应色泽一致，无色差、色斑或污渍。

6.2.3 标志带与标志杆

6.2.3.1 标志带

应有2条标志带，分别系在球网的两端，垂直于边线。标志带宽为50 mm，硬式排球标志带长为1.00

m，气排球标志带长为0.8 m。

6.2.3.2 标志杆

应有2根标志杆，分别设置在标志带外沿球网的不同侧面。标志杆由玻璃纤维韧性材料制成。标志

杆直径10 mm，长1.80 m。

6.3 排球

6.3.1 硬式排球

6.3.1.1 圆周长、圆周差与球的质量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表 4 硬式排球圆周长、圆周差与质量

圆周长/mm 圆周差/mm 球的质量/g

600～620 ≤3.0 210～230

6.3.1.2 成品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气压下降率小于等于 12%；

b）回弹高度应为 1100 mm～1450 mm；

c）耐压力冲击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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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硬式排球耐压力冲击指标

项 目 单 位 指 标

撞击次数（速度为 320 r/min） 次 3000

冲击后圆周长 mm ≤620

冲击后圆周差 mm ≤5

冲击后球体质量差 g ≤50

6.3.1.3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表 6 硬式排球的外观质量

缺陷名称 优等品 一等品

图案商标 字迹清晰图案端正

污渍、颜色不均匀 0.5 m视距不明显者 1 m视距不明显者

露线、球面气泡杂质 不允许

球体表面凹陷

1.胶球允许有0.5 cm
2
范围，全球不超

过3 cm
2
，但同片不得超过1.0 cm

2
；

2.橡胶无欠硫、过硫、吐霜、龟裂老化

等不良现象；

3.胶粘球面革与胶梗距离≤1.0 mm,胶

梗平直；手工（机械）缝制球，缝线整

齐，露线≤0.5 mm；

4.天然革:皮质坚实、丰满、柔软，皮

纹细腻，纹路接近，允许有不集中的虻

底，每只球可带有面积≤6 mm
2
轻微缺

陷2处；

5.人造革：应符合GB/T 8948、GB/T 8949

中的优等品要求

1.胶球允许有1.0 cm
2
范围，全球不超

过3 cm
2
，但同片不得超过1.5 cm

2
；

2.橡胶无欠硫、过硫、老化等不良现

象；

3.胶粘球面革与胶梗距离≤1.5 mm，

胶梗平直，允许有深度不大于革厚

30%、长3 mm以下的缺陷2处；手工（机

械）缝制球，缝线整齐，露线≤1.0 mm；

4.天然革：皮质较坚实，皮纹稍松，

纹路接近，允许有不影响强度的虻底，

每只球可带有面积≤10 mm
2
的划痕3

处；

5.人造革：应符合GB/T 8948、GB/T

8949中的一等品要求

6.3.1.4 硬式排球用胶料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7 的要求。掺用合成橡胶 20%以上时，老化后拉伸强度

和扯断伸长率指标不低于表 7 中数值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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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胶料的物理性能

项 目 单 位 指 标

拉伸强度 MPa ≥10

扯断伸长率 % ≥400

硬度（邵尔A型） 度 45～65

热空气老化

（70℃±1℃×48h）

拉伸强度（下降） % ≤15

扯断伸长（下降） % ≤15

6.3.2 气排球

形状为圆形。面料由柔软的高密度合成革制成。颜色为彩色。圆周长为650 mm～670 mm，质量120 g～

140 g，气压为15 kPa～18 kPa。

6.3.3 配备数量

应至少配备硬式排球、气排球各46个～92个。

6.4 辅助器材

辅助器材的配备见附录A。

6.5 信息化设备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参见附录B。

7 检验方法

7.1 场地检验

7.1.1 规格及划线

应按GB/T 22517.4—2017中5.3的方法对小排球场地划线进行测量。

7.1.2 场地面层

7.1.2.1 合成材料面层

7.1.2.1.1 材质

应采取现场查验及建设文件验收的方法判断材质。

7.1.2.1.2 外观

应按GB/T 22517.4—2017中5.4的方法检验。

7.1.2.1.3 平整度

应按GB/T 22517.4—2017中5.5的方法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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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4 坡度

应按GB/T 22517.4—2017中5.6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5 厚度

应按GB/T 22517.4—2017中5.7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6 物理机械性能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a） 场地反弹率按 GB/T 22517.4—2017 中 5.8 的方法进行测量；

b） 冲击吸收按 GB 36246—2018 中 6.2 的方法进行测量；

c） 抗滑值按 GB 36246—2018 中 6.5 的方法进行测量；

d） 拉伸强度按 GB 36246—2018 中 6.4 的方法进行测量；

e） 拉断伸长率按 GB 36246—2018 中 6.4 的方法进行测量；

f） 邵氏硬度（邵 A）按 GB/T 22517.4—2017 中 5.11 的方法进行测量；

h） 垂直变形按 GB 36246-2018 中 6.3 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7 耐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应按GB 36246—2018中6.9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8 无机填料及高聚物含量

应按GB 36246—2018中6.10和6.11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9 面层成品和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

应按GB 36246—2018中6.12和6.13、6.14、6.15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1.10 阻燃性

应按GB 36246—2018中6.6的方法进行检验。

7.1.2.2 运动木地板面层

7.1.2.2.1 木地板材料

结合建设文件进行现场查验。

7.1.2.2.2 外观质量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检验：

a） 整体面层外观质量按 GB/T 20239—2015 中 6.1.2.1 的方法进行检验；

b） 结构层外观质量按 GB/T 20239—2015 中 6.1.2.2 的方法进行检验。

7.1.2.2.3 结构层的理化性能



JY/T 0628—2020

14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a）面层的理化性能按 GB/T 20239—2015 中 6.1.3 的方法进行测量；

b）载荷分布层（毛地板）与龙骨的理化性能按 GB/T 20239—2015 中 6.1.3 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4 平整度

应按GB/T 19995.2—2005中6.2.7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5 物理机械性能

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a） 冲击吸收率按 GB/T 20239—2015 中 6.2.1 的方法进行测量；

b） 球反弹率按 GB/T 20239—2015 中 6.2.5 的方法进行测量；

c） 抗滚动载荷按 GB/T 20239—2015 中 6.2.4 的方法进行测量；

d） 滑动摩擦系数按 GB/T 20239—2015 中 6.2.6 的方法进行测量；

e） 标准垂直变形按 GB/T 20239—2015 中 6.2.2 的方法进行测量。

7.1.2.2.6 涂层性能

现场查验。

7.1.2.2.7 通风设施

结合建设文件现场查验。

7.1.2.2.8 防变形措施

结合建设文件现场查验。

7.1.3 场地安全防护措施

7.1.3.1 室内排球场地防护

现场现场查验并测量。

7.1.3.2 室外排球场地防护

应按GB/T 34279—2018要求进行检查评价。

7.1.4 照明要求

应按照JGJ 153—2016中的第9章的要求进行测量并评价。

7.1.5 辅助设施

7.1.5.1 替补席

现场测验。

7.1.5.2 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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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查看看台设置并用长度计量器具和水准仪进行测量。看台座椅按QB/T 2601规定的方法进行检

验。

7.1.5.3 体育器材室

现场查验。

7.1.5.4 更衣室

现场查验。

7.2 器材检验

7.2.1 排球网柱

7.2.1.1 基本尺寸

应按GB/T 19851.13—2007中5.1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1.2 垂直度

应按GB/T 19851.13—2007中5.2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1.3 刚性要求

应按GB/T 19851.13—2007中5.3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1.4 紧网装置

应按GB/T 19851.13—2007中5.5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1.5 调节装置

应按GB/T 19851.13—2007中5.5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1.6 外形和结构设计要求

应按GB/T 19851.13—2007中5.4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1.7 环保要求

应按GB/T 19851.13—2007中5.7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1.8 表面质量要求

应按GB 19272—2011中6.10的方法进行检验。

7.2.2 排球网

7.2.2.1 硬式排球网

7.2.2.1.1 基本尺寸

应按GB/T 19851.14—2007中6.1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2.1.2 外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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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GB/T 19851.14—2007中6.2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2.1.3 球网颜色

现场查验。

7.2.2.1.4 使用性能

应按GB/T 19851.14—2007中6.2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2.2 气排球网

现场测验。

7.2.2.3 标志带与标志杆

现场测验。

7.2.3 排球

7.2.3.1 硬式排球

7.2.3.1.1 圆周长、圆周差与球的质量

应按GB/T 19851.5—2005中5.1.2和5.1.3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3.1.2 成品性能

应按GB/T 19851.14—2007中5.1.4和5.1.5、5.1.6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3.1.3 外观质量

应按GB/T 19851.5—2005中5.1.7的方法进行测量或验证合格证明。

7.2.3.1.4 排球用胶料的物理性能

应按GB/T 19851.5—2005中5.2的方法进行测量。

7.2.3.2 气排球

应按GB/T 19851.5—2005中5.1.2和5.1.3的方法进行测量。

7.2.4 辅助器材

现场查验。

7.2.5 信息化设备

现场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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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辅助器材的配备

辅助器材的配备见表A.1。

表 A.1 辅助器材的配备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型号材质
配备要求

备注
基本 选配

1 分队服 件 50
儿童均码，四色，透气网孔

材料，带有明显标识
√ —

用于学生比赛或训练中

区分所属队伍

2 护膝 个 50 √ — 学生自备

3 敏捷梯 个 10～20

规格：长6 m/12 m两种

宽500 mm，6节/12节

材质：宜为尼龙或PVC

√ — 颜色不限，梯节应可调

4 药球 个 适量 — √ —

5 裁判台 个 1～2 √ — —

6 口哨 个 10～20
不锈钢或工程塑料材质，无

核，带挂绳
√ — —

7 硬式排球标志带 副 2～4 白色，长1000 mm，宽5 0mm √ — —

8 气排球标志带 副 2～4 白色，长800 mm，宽50 mm √ — —

9 排球标志杆 支 2～4
宜为玻璃钢材质，宜可折

叠，可单独使用或拼接使用
√ — —

10 排球换人牌 套 1～2 1号～24号 √ — —

11 排球讯响器 套 1～2 — √ —

12 排球计分器 套 1～2 手推式计分盒，计分0～50 √ — —

13 排球红黄牌 套 1～2
红色、黄色各一块，规格：

150 mm×100 mm
√ — —

14 司线裁判旗 面 4～6
旗面规格400 mm×400 mm，

红色
√ — —

15 排球示教板 块 1～2

规格不小于1200 mm×900

mm，配多色磁性珠20颗～30

颗

√ — 可兼作战术板

16 球车 个 2～3
可放置排球不小于20只，整

体可折叠
√ — —

17 网兜 个 2 可放置排球不少于10只 √ — —

18
充气泵 台 1 利用交流电进行充气

√ —
充气泵与打气筒二者选

一进行配备打气筒 个 2 采用人工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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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参见表B.1。

表 B.1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型号材质

配备建议
备注

基本 选配

1
排球发球权

显示器
套 1～2 带控制器 — √ —

2 电子记分牌 1～2 1～2

1.材料为铝合金喷塑，采用电源为 AC 220V±5%，整机功

率为 60W，颜色为黑色哑光或白色，寿命大于 10 万小时；

2.队比分从 0—199 可调显示.局比分显示 0～9 局，球权

显示，每队可输入 4个汉字或 8个字母；

3.掉电时数据自动保存，采用单片机控制，有线操控，可

选配加装移动式推拉架

— √ —

3 高清显示屏 块 2 符合 GB/T 29458—2012 的要求 — √ —

4 实时录播设备 套 1

1.含音频、视频采集设备和处理设备；

2.能独立进行三路以上音频、视频信号采集及处理；

3.动态、静态人物画面的自动跟踪采集，人物、场景的特

写、全景等画面切换，画中画、多分屏等多种显示布局播

放；

4.对摄录内容进行自动保存、编辑、多种媒体格式输出及

远程直播、在线点播等形式的播放

— √ —

5
智能排球

发球机
套 1

包含装球系统、发球系统、自动接球系统等，可完成不同

模式发球训练；可自动升降、自动送球，可调节发球角度

和水平

— √ —

6 排球教学软件 套 1

1.系统终端支持 PC 端、平板端，能接入移动互联网，能

播放教学内容，辅助功能包含用户管理、赛事管理、赛况

管理、新闻发布管理、系统内消息管理、球员球队维护管

理、联赛报名及流程进度管理；

2.系统配套的教学资源应为正式出版物。教学资源应根据

教学体系进行分级，视频资源中的演示球员经过系统训

练，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无不规范动作、无失误动作。画

面应清晰，色彩、亮度正常均衡，无错帧、跳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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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信息化设备的配备（续）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型号材质

配备建议
备注

基本 选配

7 可穿戴设备 套 10～15

1.含手环、臂环、胸带等，可动态监测学生运动量完成

情况；评估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与运动技能水平；

2.自动推送辅助改善学生体质健康的体育活动；提供数

字化的教学管理报告和学生运动与健康档案；智能推荐

提升方案辅助训练提高；测量运动数据参数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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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6.3.1.3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6的要求。
	6.3.1.4　硬式排球用胶料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7的要求。掺用合成橡胶20%以上时，老化后拉伸强度和扯断伸长率指标不
	6.3.2　气排球
	6.3.3　配备数量

	6.4　辅助器材
	6.5　信息化设备

	7　检验方法
	7.1　场地检验
	7.1.1　规格及划线
	7.1.2　场地面层
	7.1.2.1　合成材料面层
	7.1.2.1.1　材质
	7.1.2.1.2　外观
	7.1.2.1.3　平整度
	7.1.2.1.4　坡度
	7.1.2.1.5　厚度
	7.1.2.1.6　物理机械性能
	7.1.2.1.7　耐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7.1.2.1.8　无机填料及高聚物含量
	7.1.2.1.9　面层成品和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
	7.1.2.1.10　阻燃性

	7.1.2.2　运动木地板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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