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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篮联场馆规则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 通则 

1.1 就本规则而言，人士应指：参加或计划参加国际篮联的任何赛事或比赛（“赛事”）的任何人士，且无

论该等人士是否持有官方球票（“球票”）或官方证件（“证件”）形式的有效入场证明，皆属于本定

义之范畴。 

1.2 只要任何人士进入任何用于赛事之场馆，包括可能设立的任何安保区域（“场馆”），本规则就应适用

之。在该等人士离开所有场馆之前，本规则应一直适用。 

1.3 本规则的全部内容可在国际篮联和/或赛事的官方网站上下载。场馆入口处会展示本规则内容，且/或，

在售票处或签发证件窗口也会提供本规则的全部内容。 

1.4 如果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和出于任何原因，违反本规则，他/她可能无法获准进入场馆，或可能被赛事

工作人员、保安人员和/或执法代表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逐出场馆。此外，执法代表可能会根据适用法

律，对他/她采取任何适用的措施。 

1.5 如果任何人士因违反本规则被禁止进入场馆或被逐出场馆，他/她将自动失去重新进入场馆的权利，并

且无权就与相关赛事有关的任何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球票费用）获得任何赔偿。 

1.6 如果任何人士被公共管理部门或体育管理部门禁止参加体育赛事，其可能会被禁止购买球票，或禁止

申领证件，或禁止进入场馆。 

1.7 未成年人使用球票或证件的行为即视为其父母或监护人已经接受本规则。 

 

2. 基本条款和条件 

2.1 任何人士皆须： 

a. 遵守本规则，本规则还要求其遵守：国际篮联的通用法规和内部规则、国际篮联发布的其他规则

和决定，以及任何其他适用法规（例如：国家法律等）。 

b. 遵守执法代表、赛事工作人员、保安人员和/或其他正式授权人员发出的任何指示； 

c. 持有球票或证件，以及带有照片的个人正式身份证件（“身份证”）； 

d. 对于适用法律或本规则要求禁止在场馆内出现的物品，同意接受管控、搜身检查以及移除或没收

该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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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摄入饮酒、吸食毒品或影响正常行为能力的物质的人士不得进入场馆，并可能被逐出场馆。 

2.3 任何人士： 

a. 禁止投掷任何物品或物质，或将物品或物质置于火上； 

b. 不得存在挑衅性行为，或其行为不得危害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干扰赛事连续进行，或有

损于国际篮联和或赛事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之声誉： 

c. 其声明、陈述或其他行为不得带有民族主义、政治、宗教、种族或民粹主义内容，或者包含国际

篮联合理认为不适合体育比赛的其他内容（“违禁信息”）： 

d. 不得以可能引发暴力、种族、宗教纠纷或仇外活动的任何方式行事； 

e. 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与赛事有关的赌博或与赌博有关的活动； 

f. 不得以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或以冒犯他人之方式行事； 

g. 不得攀爬到场馆内座位之上或任何其他结构之上； 

h. 在比赛期间，不得在球票或证件指定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内（包括篮球场旁边的任何过道或区域）

逗留； 

i. 禁止吸烟（但是，如存在特别指定区域，那么，该等特别指定区域除外）； 

j. 除非经国际篮联的正式授权，并持有相关证件，否则，不得录制或传送赛事的任何声音、移动或

静止图像，或介绍内容，或赛事的任何结果或统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球员、教练和官员

的前述内容，但是，仅供自用的情况除外； 

k. 不得以任何传送形式，包括经互联网、无线电、电视、移动电话、数据存取或任何其他现有和/或

未来媒介（包括现在已知或以后发明和/或设计的任何媒介），以任何形式来参与传播赛事的全部

或部分声音、移动或静止图像、介绍、结果或统计信息，以供公众访问。 

l. 不得从事可能导致场馆内出现未经授权的商业活动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擅自与官方赛事标志、

国际篮联及其商业合作伙伴进行关联； 

m. 不得在场馆内使用、佩戴、拥有或持有任何推广或商业宣传物品和材料，或出售或企图出售任何

饮料、食品、纪念品、衣服或其他推广品和/或商业宣传品。国际篮联或主办单位有权清除或没收

任何此类物品； 

n. 不得在场馆内，提供任何类型的商业服务或开展任何商业推广活动。 

2.4 根据适用法律，任何人士一旦进入场馆，即视为该等人士 

a. a. 同意：国际篮联或国际篮联授权的第三方可以通过现场直播或录制视频、广播、流媒体或其

他方式，或其他传输或记录方式，或通过照片或当前和/或未来的任何其他媒体技术（包括现在已

知或以后发明和或设计的技术），在法律允许的最长期限内，以任何格式，经任何类型媒体，免费

或无需支付任何酬劳的方式，使用该等人士的声音、图像、照片和肖像，将其用于商业或非商业

活动，但是，该等使用行为并非暗示：该等人士为任何商业实体、产品或服务进行个人代言。该

等人士放弃：就上文第 2.4.a 款所述的使用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并且放弃对此提起任何诉讼。

对于涉及使用此类媒体的适用法律而言，国际篮联（以及国际篮联授权使用此类媒体的第三方）

应受该等法律之约束，并遵守该等法律。 

 

3. 违禁及受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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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下商品属于违禁品，并且，如果国际篮联、主办单位、赛事工作人员、保安人员、执法代表或其他

授权人员自行认为：应禁止其带入场馆或持有，那么，则禁止带入场馆，和/或，由场馆内的任何人士

持有。 

a. 危险品 

i. 硬质材料制成的杆状物和/或长度超过 1 米的杆状物（即：旗杆）； 

ii. 容积大于 100 毫升的玻璃瓶（不包括玻璃瓶中的药物）； 

iii. 所有类型的刀具和带刀刃物品，包括：作为文化服饰配件的小刀和刀具； 

iv. 武器或工具，如刺刀、弹簧刀、可伸缩警棍，可改装成武器的尖木梳、改装皮带扣，和散装

刀片； 

v. 类似危险品的物品，如仿真枪或仿真爆炸装置； 

vi. 枪支和弹药（包括仿制品、零部件或疑似枪支的任何装置）； 

vii. 个人防护喷雾剂，如 CS 喷雾剂或辣椒喷雾剂； 

viii. 烟花、爆炸物、照明弹和烟雾弹； 

ix. 球、球拍、飞盘或任何其他可射弹物品； 

x. 大型“高尔夫风格”遮阳伞； 

xi. 危险材料和有毒材料； 

xii. 可合理视为具有危险属性的任何其他物品； 

bb. 液体 

i. i. 酒精饮品。考虑到商品推广原因（例如：如果赞助商在场馆中独家宣传推广某些类别产

品，该等类别产品可能无法带入场馆）或安全原因（例如：瓶盖可从瓶装饮料上移除），本款

限制性规定可适用于任何软饮料和饮用水。 

ii. ii. 容积大于 100 毫升的液体、喷雾类和凝胶类产品 

c. c. 摄影和广播设备 

任何视频/广播或其他图像和/或音频录制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相机、三脚架和独脚架； 

d. d. 其他物品 

i. 超过一个的软面箱包；该等箱包的最大容积为 25 升（该等箱包必须能够放置于座椅下方）； 

ii. 激光指示灯和频闪灯； 

iii. 发声器，包括但不限于：狩猎笛、汽笛、汽车喇叭、呜呜祖拉长喇叭和哨子； 

iv. 超大号帽子； 

v. 任何带有违禁信息或不合乎比例的商标的物品或衣物，或可用于埋伏营销活动的物品或衣物； 

vi. 帐篷、木板、标牌、喷漆或其他可用于场内展示或可能损害场内设备的任何物品； 

vii. 对讲机，电话干扰器和无线电扫描仪； 

viii. 个人/私人无线接入点和 3G 访问节点（场馆内允许使用智能设备，如 Android 手机，iPhone

和平板电脑，但是，该等设备不得用作连接多个设备的无线接入点）； 

ix. 自行车、折叠自行车、旱冰鞋和滑板； 

x. 动物，包括但不限于宠物（只允许为官方服务的动物入场）； 

xi. 受控药物，包括看似受控药物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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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其他可能扰乱比赛，阻碍其他观众观看比赛或造成安全隐患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类

型的纸卷（卫生纸、收银机纸卷、五彩纸屑等） 

xiii. 合理地认为可引起反感的任何其他物品。 

3.2 携带上述任何物品的人士将被禁止进入场馆，或被逐出场馆，并且，根据适用法律，该等人士可能被

移交执法机构追责（例如：警察局）。 

3.3 未经国际篮联的事先书面授权，严禁使用专业视频和/或音频设备。 

3.4 除上述第 3.1 条中列出的物品外，以下物品也存受具体要求的限制，只有经场馆保安经理或其他授权

人员批准之后，才允许带入场馆： 

a. 旗帜和横幅 

i. 持有旗帜或横幅的人士必须证明：该旗帜或横幅： 

o 不含有违禁信息； 

o（对于大于 2 平方米的旗帜和横幅），应采用不易燃材料制成。 

如果允许，持有人士应当 

o 同意保安人员要求的使用条件；  

o 对使用旗帜或横幅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o 通过有效护照或身份证明，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o（如需要）签署具体的法律文件。 

ii. 除了参加赛事或比赛的国家队的官方旗帜外，赛事工作人员、保安人员和/或执法代表可自行

决定是否允许在场馆内使用任何其他旗帜。 

b. 鼓 

如果带鼓入场，持有人应证明：该鼓 

o 未密封（一端必须打开） ； 

o 绝非由易燃材料制成；  

o 不含有违禁信息。 

如果允许，持有人士应当： 

o 对使用鼓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o 通过有效护照或身份证明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o（如需要）签署具体的法律文件。 

c. 餐饮 

国际篮联和主办单位保留禁止在场馆内进食的权利。 

3.5 如果在场馆内衣帽间/寄存处可用，在保安人员同意，且存放的物品不会造成任何安全隐患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衣帽间/寄存处来存放不允许进入场馆的物品。 

4. 责任 

4.1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场馆内的所有人员应保持冷静，并遵从赛事工作人员、保安人员和/或任何执法代

表的规定和指示。国际篮联和主办单位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对方未能遵守该等指示的情况下，在

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对任何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失之后果，皆不承担任何责任。 

4.2 如果任何人士违反消防安全法规（包括：因在场馆内吸烟引起的违规行为），并导致火警系统启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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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国际篮联及主办单位对因此类紧急撤离造成的后果，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一切责任皆应由该等人

士自行承担。 

4.3 国际篮联和主办单位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对方未能遵守此类法规的情况下，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

大范围内，对任何人士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失，皆不承担任何责任。 

 

5. 证件 

除上述规定外，以下内容还适用于已经或正在使用证件的人士（“持有人”）：（无论持有人是否为证件中载

列人士本人） 

5.1 证件仅供个人使用，不得转让给他人。请务必始终将证件佩戴于明显位置。 

5.2 持有人仅有权进入证件中指明的区域，并应按照指定的对应入口进入。 

5.3 即使持有人可以进入相应的区域，持有人也无权凭借证件在场馆内的任何席位入座。除非得到国际篮

联和/或主办单位的授权，否则，持有人始终需凭有效球票入场。 

5.4 如果任何人士滥用证件（包括但不限于：未经授权进入禁区或不遵守该等规则的行为），或因任何理由

与保安人员和/或赛事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或争吵，其证件皆可能被国际篮联或主办单位立即收回。 

5.5 证件所有权应始终归国际篮联所有，并且，如果国际篮联自行认为需要，就可以随时收回证件，且立

即生效。 

5.6 如果证件丢失，被盗或持有人由于任何其他原因不再持有证件，持有人应立即通知国际篮联和/或主办

单位。 

5.7 持有人同意：国际篮联和主办单位可以收集有关其个人的信息，并且，该信等息可交由国际篮联，主

办单位或第三方处理、使用和存储，用于组织赛事、国际篮联其他赛事，以及推广篮球事业之目的。 

 

6. 适用法律 - 司法管辖区 

6.1 任何人士（作为一方）与国际篮联、主办单位及其各自代表（作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如有的话）

应完全由瑞士法律管辖，而其法律冲突规则不予考虑。 

6.2 由本规则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或通常情况下与任何人士参加赛事有关的任何争议，仅可以提

交给瑞士洛桑法院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