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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超级联赛俱乐部

（运动队）预备队联赛竞赛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超级联赛俱乐部(运动

队）预备队联赛由所有参加女超联赛的俱乐部（运动队）预

备队参加，简称“女超预备队联赛”（以下使用简称）。

第二条 女超预备队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各参赛俱

乐部（运动队）所属会员协会和俱乐部（运动队）具体承办。

第二章 参赛资格及报名

第三条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

称“女超联赛”）参赛俱乐部（运动队）有资格且必须报名

参加女超预备队联赛，女超预备队联赛参赛球队为8支。

第四条 所有报名参加女超联赛的教练员、工作人员和

运动员均可参加女超预备队联赛，女超联赛报名球员应使用

相同报名号码参加预备队联赛。

第五条 俱乐部（运动队）可额外报最多3名预备队联赛

官员。

第六条 除所有报名参加女超联赛的运动员外，女超预

备队联赛每队可另外报名本俱乐部（运动队）注册的球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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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3人可不满18周岁，但不能小于16周岁(1999年1月1

日至2001年12月31日年龄段运动员），球衣号码使用41—55

号。

第七条 夏季转会窗口期间各俱乐部（运动队）可以变

更和补报本俱乐部（运动队）注册的其他球员，变更和补报

后累计名单不得超过20人。变更和补报的球员使用56号以后

的号码。

第三章 竞赛办法

第八条 女超预备队联赛采用主客场赛制。

第九条 女超预备队联赛比赛开球时间根据女超联赛对

阵安排，由中国足协女子部研究确定。

第十条 赛区及俱乐部（运动队）因特殊原因希望调整原

定赛程，应征得对方俱乐部（运动队）和主场赛区的同意，

并至少于原定比赛日期前1周前向主办方提出申请。如因天

气等原因，经比赛双方协商，并获得比赛监督同意，也可适

当调整比赛的开球时间，但不得因此缩短比赛时间。

第十一条 决定名次办法

女超预备队联赛，决定名次办法：

（一）每队胜一场得３分积分，平一场得１分，负一场

得０分。

（二）积分多的队名次列前。

（三）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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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总数多者，名次列前；

6．“红黄牌减分”少的列前（每张黄牌减1分、每张红牌

减3分）；

7．如仍相等，则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第四章 奖励

第十二条 奖励

（一）第一名球队：获得奖杯一座并每人获得金牌一枚；

第二名球队获得奖杯一座并每人获得银牌一枚；第三名球队

获得奖杯一座并每人获得铜牌一枚（每队以 40 人计）。

（二）公平竞赛奖励：参考各参赛队在女超预备队联赛

中所获公平竞赛积分，评定“公平竞赛队”奖。

第五章 规则与规定

第十三条 竞赛规则与有关规定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版本的《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中国足球协会根据国际足联或亚洲足联要求

制定的其他规定。

（三）执行中国足球协会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

则及处罚办法》和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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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主办方其他相关通知。

（五）其他具体规定：

1．实行检查《足球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资格登记证》

制度。在女超联赛赛前举行的比赛联席会上，对参赛俱乐部

（运动队）预备队中所有可能参赛的运动员进行资格检查，

根据预备队红黄牌停赛通知及其他违纪处罚通知公布停赛

人员，并确定预备队比赛双方球衣颜色；只参加女超预备队

联赛的运动员，其《足球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资格登记

证》上至少应盖有其俱乐部（运动队）所在的中国足协会员

协会（地方会员协会）当年度的注册章和本俱乐部（运动队）

当年度的注册章。

2．每场比赛每队可报名首发上场运动员11名，替补运动

员9名，可从中替换5名，被替换下场的运动员不得重新被换

上场。

3．如果比赛双方上场比赛球员有一方少于7人，则比赛

将被终止。在此种情况下，主办方（并且如需中国足协纪律

委员会参与）应当对产生的后果做出抉择。

4．比赛替补席每队16个座席，其中运动员9个座席，官

员7个席位。

（1）只有俱乐部（运动队）正式报名的运动员、官员才

能在替补席就座，其他人员不得入座，替补席就座官员必须

佩带相应证件；如更换人员，需书面报主办方批准；

（2）俱乐部（运动队）报名的领队比赛时必须在替补席

就坐，管理替补席秩序是俱乐部（运动队）领队的职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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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替补席任何人员违纪，都将视情节追究俱乐部（运动队）

领队的管理责任。

5．红黄牌及停赛。

（1）在女超预备队联赛同一赛季中，同一名运动员被出

示黄牌累计3次，自动停赛1场；同一名运动员第1次被出示红

牌，自动停赛1场，第二次被出示红牌，处停赛2场，第三次

被出示红牌，处停赛4场，依此类推，加倍停赛；比赛中被出

示红牌的运动员和官员必须返回更衣室，不得再次进入比赛

场地和技术区。如有轮空、补赛或比赛场次日期调整，自动

停赛按时间顺序进行；如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针对相关情况

做出加重或减轻处罚的决定，以纪律委员会的决定为准。

（2）女超预备队联赛、女超联赛等其他赛事将分别累

计红黄牌数量，分别执行各自的停赛。追加纪律处罚由中国

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做出。

第十四条 比赛弃权和罢赛

（一）有未报名或未通过资格审查、或未获得《注册参

赛资格证》的运动员，如代表该队参加了比赛，则该球队此

场比赛的结果按弃权处理。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球队属罢赛行为：

1．并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且未获得主办方批准，而未

参加赛程规定的比赛；

2．拒绝按照主办方的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

3．拒绝按照裁判员的要求，在5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赛；

4．中途退出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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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弃权和罢赛的处理：

1．如一方球队比赛弃权或罢赛，则视为另一方球队获胜，

比分记录为3:0；如比赛的实际比分净胜球超过3:0，则以当

时的比赛实际结果为准；

2．如双方球队比赛弃权或罢赛，则双方球队本场比赛均

无成绩，积分计为0分；

3．中途退出联赛，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红、

黄牌取消，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追加处罚有效；

4．根据有关报告，由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做出进一步的

纪律处罚。

第十五条 比赛取消及比赛中断的处理程序

如果由于任何不可抗力因素或者任何其他包括但不局

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

裁判员认为比赛无法正常开始，或裁判员在正常比赛结束之

前中断了比赛，则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比赛将被自动延时或暂停30分钟，等待情况得到

有效改善后将比赛开始或重开；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

前开始或重新开始。

（二）根据裁判员判断，如果他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可

使比赛恢复重新开始，则可再延长30分钟；如果第二个30分

钟结束后比赛仍未能得到恢复，则裁判员必须宣布中止该场

比赛。

（三）宣布观众退场、双方球队撤离赛场。

（四）比赛监督征求各方意见后，应决定在24小时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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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何地进行重赛或补赛。

（五）对于中断的比赛，补赛从比赛中断时间起恢复。

被中止时的比分等情况依然有效。当主办方决定将比赛恢复

完成时，具体应遵循如下原则：

1．比赛从原被中止时的比赛时点恢复，恢复时所有场

上球员、替补球员要与比赛被中止时一致；

2．不能对替补球员名单中的球员进行增加、更换；

3．不能增加可换人的次数；

4．比赛的红、黄牌依然有效，被罚出场的人员依然不

能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参加比赛；

5．所有与此比赛有关的其他处罚依然有效；

6．恢复比赛的时间（在随后可预见的时间）与比赛地

点由主办方决定；

7．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续问题由主办方决定。

（六）比赛如不能在24小时内进行重赛或补赛，则：

1．比赛监督应报告主办方，由主办方做出处理决定；

2．由主办方做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3．经比赛监督书面同意后，球队和裁判员离开赛区；

4．如在此过程中有违纪行为，则将有关报告向中国足

球协会纪律委员会提交，由纪律委员会做出有关纪律处罚。

（七）不可对本规程此条规定提出申诉。

第十六条 比赛体育场

根据各俱乐部（运动队）的实际情况，比赛应在女超联

赛主场俱乐部（运动队）的正式比赛场地或符合比赛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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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场地进行。比赛场地由主场俱乐部（运动队）提供，比

赛场地必须配备医务、安保人员及其他设施。

第十七条 客队训练安排

（一）各赛区必须为客队无偿提供一块平整且场线和球

门、球网齐备的天然草坪训练场。

（二）各赛区应为客队安排一次不少于60分钟的比赛场

赛前训练。

（三）如遇雨或因赛场积水等原因，确实无法安排在比

赛场进行赛前训练，比赛监督可做出如下决定：

1．取消在比赛场的赛前训练安排，但赛区必须为客队

提供其他的训练场或训练条件；

2．或由客队穿平底训练鞋在比赛场地（比赛草坪外）

进行无球训练。

第十八条 比赛录像提供

赛区负责对比赛全程进行录像并确保录像的质量；赛区

应在比赛结束后2个小时之内，向裁判组提供一份比赛录像；

在比赛结束后第二天12：00前以快递形式向主办方邮寄一份

比赛录像。

第六章 比赛监督与裁判员

第十九条 比赛监督

比赛监督由中国足协女子部指派，代表主办方按照《中

国足协联赛比赛监督工作规范》对比赛和赛区工作进行协调

和监督指导，如实给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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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监督未如实向主办方报告情况，隐瞒、包庇当事球

队和人员的，将依照《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

相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条 裁判组

原则上，裁判员由前一天女超联赛正式比赛的第四官员

担任。助理裁判员和第四官员由当地足协推荐当地最高级别

的裁判员，由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选派。裁判员参加预备队

联赛工作，必须遵守中国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的各项规定。

第七章 纪律与仲裁

第二十一条 纪律委员会

女超预备队联赛中的违纪行为和事件，由中国足球协会

纪律委员会负责处理。

第二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

女超预备队联赛中的仲裁案件，由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

员会负责受理。

第八章 赛区接待

第二十三条 球队接待

（一）赛区应为客队提供从机场、车站或码头到驻地的

接送交通，安排训练、比赛、会议用车，相关费用由主场赛

区协会承担。

（二）客队在赛区的食宿可由客队自行联系和安排，并

事先通知赛区委员会，也可经主办方批准，由赛区指定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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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住酒店。

第二十四条 比赛监督和裁判员接待

（一）赛区接待比赛监督１人，裁判员４人，接待条

件、标准及支付办法参照《2017年中国足协女超联赛、女甲

联赛、女超预备队联赛相关经费标准及规定》执行。

（二）主裁判原则上由前一天女超联赛比赛的第四官员

兼任，助理裁判员和第四官员由主场赛区协会推荐，中国足

协裁委会选派。

（三）负责比赛监督、裁判员赛区接待工作的负责人必

须由主场赛区协会人员担任。

第二十五条 其他人员接待

因工作需要，主办方向赛区派遣其他工作人员时，由主

场赛区协会负责接待。

第九章 预备队联赛的经营与费用

第二十六条 联赛的经营

（一）女超预备队联赛冠名赞助商、战略合作伙伴由主

办方及其授权机构统一经营。

（二）电视转播权（全国性电视转播、境外电视转播、

转播战略合作单位、互联网转播）由主办方负责统一经营。

（三）除主办方另有协议外，赛事其他可能开发和经营

的项目由各俱乐部（运动队）自行经营。

第二十七条 联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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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办方承担下列费用：

1.女超联赛的整体组织费用。

2.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等食宿、交通、津贴费

用。

3.向赛区下拨的基本办赛经费。

（二）赛区会员协会承担下列费用：

1.体育场租赁费用和比赛安全保卫费用；

2.客队比赛、训练及会议用车费用；

3.其他可能产生的费用。

第十章 财务报销

第二十八条 赛区财务报销

比赛监督和裁判员等竞赛官员的工作津贴由主办方提

供，并通过银行卡直接支付。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未尽事宜

本规程由中国足球协会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和因不可

抗力造成的事件将由中国足球协会做出决议，该决议为最终

决议。

第三十条 批准

本规程由中国足球协会批准，即日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