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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计时器：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CBA的计时器一直都是

神一样的存在，屡次引发争
议，下面就来盘点下 CBA 的
计时器争议。

比赛多打1分钟

对阵双方：上海vs辽宁

2015年11月11日，在上海
队主场与辽宁队比赛的最后
一节中，辽宁队外援哈德森命
中一个三分球后，当时的比赛
剩余时间却由3分57秒变为了
4分57秒，上海队81比83落后。
不过，当时这“多”出来的一分
钟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好
在这个计时问题未让比赛的
胜负结果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否则必定会引起CBA的
轩然大波。

绝杀前计时器疑似停顿

对阵双方：新疆vs北京

2012年12月12日，北京男
篮客场挑战新疆。离比赛结束
还有34秒时，北京队落后3分。
莫里斯勾手命中后，北京队仍
落后1分。随后，巴特尔的中投
偏出，李学林眼疾手快捡到篮
板球，快速通过中场发动反
击，并由莫里斯上篮打成“2+
1”，北京队最终2分险胜。赛后
有球迷截图质疑，计时器在最
后时刻停顿了2-3秒，否则莫
里斯无法在常规时间完成最
后一球。

1秒内能做假动作+绝杀

对阵双方：八一vs青岛

2012年11月30日，八一与
青岛的比赛还剩最后1秒，八
一队把最后进攻的机会交给
了王治郅，大郅在比赛还剩
0 . 1 秒时出手投中压哨两分
球，现场裁判在反复研究录像
回放之后，确定此球有效，八
一队 101 比 99 险胜。回放显
示，王治郅接球后计时器并未
马上启动，直到他做投篮动作
时才开始跑表，其间他甚至还
有时间做了假动作晃开对手。
赛后，关于这次绝杀是否超时
曾引发不小的争议。

2秒绝杀不走表

对阵双方：江苏vs浙江

2011年3月27日，江苏男篮
和浙江男篮展开CBA季后赛1
/4决赛第三场的争夺。比赛最
后时刻，浙江队外援马库斯·
威廉姆斯外线打板三分命中，
浙江队以94:93领先，并仅仅留
给江苏队2秒钟。此后的2秒钟
内，莱特发界外球，刘亚晖接
应，刘亚晖接球后又将球交到
莱特的手中，后者以歪歪扭扭
的姿势将球送入篮筐。

绝杀成功！赛后，有网友
截图表示，从莱特发界外球到
他进场接到篮球，现场的计时
秒表并没有走动。浙江队在比
赛结束时也曾就走表问题向
技术台提出过质疑，但是由于
当时篮协规定大屏幕不准回
放裁判判罚，所以这次抗议也
无功而返。 宗文

CCBBAA技技术术台台失失误误引引发发大大讨讨论论

NNBBAA计计时时器器
是是个个什什么么样样子子

辽宁与新疆的CBA半决赛
第四战，比赛本身非常精彩，堪
称经典。然而技术台的重大失
误，却毁掉了这场比赛，也再度
暴露CBA与顶级联赛NBA之间
的差距。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NBA对于任何细节都会把控，都
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即使出现
纰漏，也可以有相关的补救措
施，而不是“和稀泥”。

人工电脑双管齐下

相对于CBA，NBA不仅历史
悠久，而且相关制度也十分完
善。NBA的计时器什么时候开始
普及？得追溯到1954年，当时锡拉
丘斯国民队的老板丹尼·比亚索
内发明了24秒进攻制度，并由此
引进了计时器。至今，已经整整63
年了。

经过63年的发展，NBA计时
系统已经
发 展 到
了 相 当
完善的
程 度 。

有 专

人负责计时，而这名计
时员的职责是负责控
制计时器，负责停表，
以及开始停表，并负责
换人，在暂停时提醒大家。计时
员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去欣赏
比赛，而是要随时关注赛事的状
况，关注裁判的动向，注意裁判
的哨声。换言之，一旦听到裁判
的哨声，就必须立即停表。

此外NBA还有一个“精准计

时系统”，这个系统能主动停表，
别在裁判的腰上，与裁判的哨子
连在一起，能够捕捉到哨声并进
行自动停表。除此之外，在开球
前，裁判会按这个，然后进行计
时。如此一来，人工与电脑双管齐
下，并通过电脑纪录，保存数据，
在比赛结束后传送到NBA总部，
并就数据进行核实。一旦出错，便
会有相关人员受罚。

有关记者也曾亲临骑士的速
贷中心球馆，揭秘技术台。以主队
坐席为参照，最远端的技术台座
位属于“24秒计时员”，不过这位
计时员的工作可不仅仅是24秒计
时。这个坐席前面有一块大概10

英寸的触摸屏，上面被分成主队
和客队两部分。通过触屏上的图
标可以进行为主客队加1分、2分
和3分的操作，同时这块触屏还可
以用来统计双方的暂停数。

推出精准计时系统

简单地说，这位工作人员就
是业余比赛中“翻记分牌的”，同
时兼职设定24秒进攻时间。大概
因为这两项工作往往需要和裁
判直接协调，所以被设置在场边
的第一个座位。在一场NBA比赛
中，无论是场内的大屏幕，还是
篮框后的计时表，甚至包括电视
网络转播信号，其中的24秒进攻
表和得分数据都是这位工作人

员一手设定的。为了保证比赛中
技术统计工作稳定可靠，这块触
摸屏的旁边还有一块一模一样
的触屏作为备用。

在这两块触屏旁边，有一个
略显古老的黑色盒子，上面只有
两个明显十分古老的方形机械
按钮。这两个按钮负责比赛计时
器的开始和停止，而操作的技术
人员的头衔叫做“暂停协调员”。
为了准确可靠，比赛秒表依然采
用这种古老的机械开关，而且尽
可能减少了误操作的可能。尽管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黑盒子的备
用设备，但在两个按钮的上方有
一块小触摸屏，用来统计是哪位
裁判吹停比赛。虽然这个设备看
起来操作简单没有太多技术含
量，但是却需要操作者全场比赛
全神贯注，不容半点差错。和另
外一名技术员负责的工作一样，
从现场到转播信号的所有比赛
计时都来自这个黑盒子。

同时NBA还精益求精，在
2016年与瑞士某著名品牌推出精
准计时系统，该款无线缆无导体
式计时器采用全透明设计，外表
简洁大气，配有LED显示屏，在显
示比赛时间的同时还能计测24秒
违例和暂停时间，这在NBA比赛
中是前所未有的。以外，该计时
器上的时间跳转速度之快，即使
高速摄像机也难以捕捉到。很显
然，精准的数据将帮助裁判和
NBA回放中心大大减少赛场上
可能出现的误判。这套系统，已
经于2016-2017赛季全面运用于
常规赛之中。

NBA也有计时器争议

当然了，在计时系统精益求
精的同时，也偶尔会出现人为的
差错。比如去年11月21日，猛龙客
场以99：102不敌国王。比赛最后
2 . 4秒，猛龙落后3分，手握球权，
边线罚球之后，罗斯投中压哨三
分。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之后的
慢镜头显示，球在从边线发进场
后，碰到了考辛斯的手指，而按

照NBA的规定，球发进场内，无
论碰到攻防双方的任何球员，都
该第一时间走表。而在当时，国
王的技术台疏漏了这一点。

之后裁判在技术台前认真
回看细节，大约持续了近10分钟，
并作出了“此球无效”的判罚。为
此猛龙方面非常生气，从主帅到
球员都围住了主裁，凯西甚至还
因愤怒砸了战术板。赛后，被抹
掉绝杀的罗斯接受采访时嘲讽
裁判，“你们长点心吧，明明是他
们的失职，为何让我们蒙受损
失？”同时猛龙还向联盟提出申
诉，主要理由大致为“由于人工
反应慢于电子计时的缘故，最后
一次的进攻时间应略长于 2 . 4
秒”，以及“罗斯接球后根据计时
器，调整自己的出手时机，如果
计时器早些启动，罗斯也能赶在
比赛结束前出手”。然而对于这
样的申诉要求，联盟予以驳回，
比赛结果不能更改。

这是NBA历史上最著名的
一次“计时器决定比赛”的事故，
而在此之前，也有过类似先例，
比如波波维奇就曾质疑，费舍尔
的0 . 4绝杀，其实是计时器走表走
慢了，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
也只能自认倒霉。

但从猛龙与国王这一战能
够看出，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
明，确实是计时器出了状况，那
么裁判会根据客观事实来决定
比赛的结果，而不是拘泥于“流
程”。换言之，如果套用NBA的那
一套流程，那么裁判应该做出的
判罚是，赵继伟的进球无效，双
方打一个加时。而当值的主裁做
出的判罚是，再给新疆0 . 3秒作为
补偿。 据腾讯体育

CBA该修的是“表”还是里
□记者 李康培

原本精彩的CBA半决赛，可
谓让辽宁主场的技术台的计时
器毁了。不管到底是何种原因，
赵继伟这次“加时”绝杀改变了
比赛结果，也带给联赛深远的
伤害。

这场比赛之后，当值技术代
表马立军接受了一媒体采访。据
马立军表示，在赵继伟接触球
时，计时员按了一次24秒计时
器，但没成功，所以后来又按了
一次。

也就是说，这次“加时”事件
要么是操作事故，要么就是机器

故障。有网友将比赛视频放入视
频软件计算时间，赵继伟从接触
球到完成最后投篮用时已经超
过剩余的6 . 5秒。

那么问题一，在这样的关键
时刻CBA缘何总会出现这样的

“失误”。过往数年，小小的CBA
计时器总是在决定胜负的时刻
搞出大动静。有无缘无故增加一
分钟的，也有0 . 5秒完成假动作和
绝杀的。对于很多看惯了NBA的
球迷而言，有时候真的看不懂
CBA。

既然计时器存在这样的隐
患，为何不使用备用方案，或者
像NBA一样使用两套计时器系

统，全方位保证比赛
的公正性。而且这样
的问题已经发生多
次，为何中国篮协迟

迟没有修复措施。比如这次半决
赛失误，中国篮协的处罚还是对
技术人员罚款、警告和禁赛。

问题二就是马立军为何能
接受采访。中国篮协发布的规范
里明确写明，联赛期间主裁判和
技术代表不得接受任何媒体采
访。而且马立军这次显然没有预
计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的一番有
关比赛走势的言论，完全忘掉了
自己身份。

公平性是一个联赛发展的
最根本保障，职业联赛区别于野
球的标准就是公正和专业。如今
在亿万电视观众眼前，CBA计时
器竟然玩起了猫腻，显然对CBA

有百害而无一利。
前几年的CBA一直流行着

“客场吃亏，主场找回”这样的说
法，也就是说没有赢对手15分以
上的实力，客场就不要想赢球。
原因在哪，就是裁判的吹罚让比
赛失去公正性。

新任篮协主席姚明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CBA现在没有大问
题，可到处都是小问题。其实这
句话充分表达出姚明对CBA的
感受，这也符合广大球迷的要
求。计时器只是目前CBA不职业
的一个缩影，需要的是根本性解
决。这次半决赛是计时器出了问
题，那么在总决赛还不知道又出
什么样的幺蛾子。未来CBA要修
的不只是这一块小“表”，全面的
专业化是大势所趋，要从里子上
解决问题。

历
史

回
顾


	5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