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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竞赛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关于深

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精神，按照

《体育总局关于加强体育领域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

紧急通知》、《中国足球协会关于进一步推进足球改革发展

的若干措施》的具体要求，根据前期各会员协会和俱乐部

反馈的意见和建议，经中国足球协会研究，现公布“2022

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竞

赛工作方案”。 

一、竞赛工作方案设计基本原则 

（一）落实足改方案，贯彻体教融合要求，面向人人，

充分扩大青少年参与足球人口数量，夯实中国足球发展根

基。 

（二）摒弃锦标主义，以青少年球员健康发展为总体

目标，保证初中年龄段青少年球员文化学习，坚持文化教

育与专业训练并重。 

（三）落实体育系统加强赛事安全管理工作的要求，

在赛事组织过程中加强赛事风险防控，有效防范遏制各类

安全事故发生。 

（四）支持和发挥地方协会积极作用，根据地方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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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因地制宜安排比赛时间和地点，推动地方青少年赛

事发展，逐步建立稳定、长期、多层级的地方青少年竞赛

体系。地方赛事与全国赛事有序协调，互不影响和冲突。 

（五）统筹各地方青少年足球联赛体系与中国足协全

国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体系，保证相对高水平球队之间有

更多的比赛机会。 

（六）处理好训练与比赛的关系，按照《中国足球协会

青少年训练大纲》要求，不断提升训练质量和比赛质量，

切实发挥比赛效果。建立青少年球员数据库，通过比赛选

拔优秀球员进入精英训练营测试和选拔，为国字号队伍组

建奠定坚实基础。 

二、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事类别和名称（U13/U15 年龄段） 

（一）2022 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中国足协全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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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初中

年龄段 U13/U15组） 

（三）2022 年中国足协-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

（筹）职业联赛俱乐部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U14/U15

组） 

（四）2022 年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男子 U12/U14/U16 组，名称暂定） 

三、2022 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中国足协全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竞赛工作方案 

2022 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中国足协全国青少年足

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是我国青少年球队

参与度最高、范围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

足球赛事，不设参赛壁垒，地方赛事与全国总决赛有序衔

接，全国各级各类青少年球队都可报名参赛。 

（一）组别和年龄段设置 

1.组别：初一（U13）组；初二初三（U15）组。 

参赛球队一个赛季内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赛事，不得

根据学籍、注册关系等对参赛球员、球队设置参赛壁垒。 

2.二〇二一至二〇二二学年参赛年龄段。 

初一（U13）组：2008 年 9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初二初三（U15）组：2006 年 9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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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出生年份计算参赛组别。不再统一大范围进行骨

龄测试（必要时进行抽测）。以二代身份证、学籍证明、会

员协会注册备案、历史参赛记录作为年龄段认定的主要依

据。 

对于经核实年龄造假的球员，将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处理。涉及造假的球队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二）参赛队伍 

参赛队伍为俱乐部青训梯队、体校（体院）、社会青训

机构青训队伍及学校代表队等。 

1.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的球员应完成在中

国足协和地方会员协会的注册备案，其他参赛球队根据参

赛情况进行参赛注册报名。 

2.在一个组别内，参赛球员同一阶段只能代表一支球

队比赛。（注册、报名变更应在规程允许范围内） 

3.各参赛单位可报名多支球队参赛，其中俱乐部 U14

青训梯队应报名参加初二初三（U15）组的比赛，以达到职

业俱乐部准入要求。 

4.参赛球队名称由各参赛单位自行确定。学校与俱乐

部、社会青训机构可合并名称使用。在地方赛事和全国赛

事中使用的名称应保持一致。 

（三）竞赛办法 

1.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进行 11 人制比赛。比赛

使用 5 号球，气压 0.6-0.9 个海平面大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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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时间 

（1）初一（U13）组全场比赛为 70 分钟，上、下半时

各 35 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 15 分钟。 

（2）初二初三（U15）组全场比赛为 80 分钟，上、下

半时各 40 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 15 分钟。 

（3）在淘汰赛赛制中，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打平，直接

进行球点球决胜。 

（4）每场比赛结束后，安排进行 25 分钟第三节教学赛。 

3.比赛场地 

（1）地方赛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参照国际足联标准

或全国总决赛标准确定比赛场地大小，球门与成年赛事一

致：高 2.44 米、宽 7.32 米。罚球区按照国际足联标准执

行。 

（2）全国总决赛比赛场地为天然草皮或达到竞赛标准

的人造草场地。比赛场地尺寸为：长 90 米×宽 64 米。球

门与成年赛事一致：高 2.44 米、宽 7.32 米。罚球区按照

国际足联标准执行。 

4.教练员等级、换人、红黄牌停赛等由具体比赛规程确

定。 

（四）二〇二一至二〇二二学年地方赛事和全国赛事赛

期 

1.地方赛事比赛赛期：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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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赛事比赛赛期：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 日。 

（五）地方赛事组织要求 

1.地方组织的 U14 年龄组比赛不受全国总决赛组别设置

影响，可单独举办或与 U15 年龄段合并举办。 

2.经过评估后，中国足协将通过资金、政策、竞赛管理

服务等方面，给予地方赛事帮助和支持。 

3.地方足协应调动、引导和发挥社会资源办赛积极性，

地方赛事主办方主要由当地体育局、教育局、地方足协组

成。 

4.地方赛事以会员协会管辖范围的球队参加，对于参赛

球队多，水平差距较大等情况，可通过定级赛、分级赛进

行赛事组织，具体赛制由各会员协会自行确定。 

5.本地球队数量不够，相邻会员协会之间可联合办赛。 

（六）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参赛球队 

1.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参赛球队为 32-48 支，由

各地方赛事的优胜队参加。中国足协将在 2022 年 7 月上旬

组织开展全国总决赛报名工作。 

2.中国足协根据各会员协会地方赛事的组织情况确定参

加全国总决赛（附加赛、正赛）的参赛球队名额。参赛球

队名额根据《2022 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中国足协全国

青少年足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名额分配办法》，综合地方赛事

的参赛球队规模、体教融合情况、赛事时间跨度、竞赛组

织情况、竞赛形式、宣传、人才贡献、商务等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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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总决赛的竞赛费用由中国足协承担。交通、食宿

费由参赛球队承担，中国足协给予补贴。 

四、2022 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竞赛工作方案 

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3/U15 组）是展现各会

员协会当地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水平的平台。各会员协会

可以通过当年举办的赛事选拔优秀青少年球员进入青训中

心、训练营进行提高性训练，组建球队参加全国比赛。 

（一）组别和年龄段设置 

1.组别：初一（U13）组；初二初三（U15）组。 

参赛球队、球员一个赛季内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赛事，

不得根据学籍、注册关系等对参赛球员、球队设置参赛壁

垒。 

2.组别年龄设置  

初一（U13）组：2008 年 9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初二初三（U15）组：2006 年 9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3.以出生年份计算参赛组别。不再统一大范围进行骨

龄测试（必要时进行抽测）。以二代身份证、学籍证明、会

员协会注册备案、历史参赛记录作为年龄段认定的主要依

据。 

对于经核实年龄造假的球员，将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处理。涉及造假的球队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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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球员及参赛队伍 

1.参赛球员应是当地 2022 年度各类青少年赛事的参赛

球员。 

2.全国赛事以中国足协地方会员协会为单位组织参赛

球队。参赛名称以会员协会代表队或会员协会+地区代表队

的形式。 

（三）竞赛办法 

1.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进行 11 人制比赛。比赛

使用 5 号球，气压 0.6-0.9 个海平面大气压力。 

2.比赛时间 

（1）初一（U13）组全场比赛为 70 分钟，上、下半时

各 35 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 15 分钟。 

（2）初二初三（U15）组全场比赛为 80 分钟，上、下

半时各 40 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 15 分钟。 

（3）在淘汰赛赛制中，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打平，直接

进行球点球决胜。 

（4）每场比赛结束后，安排进行 25 分钟第三节教学赛。 

3.比赛场地 

（1）地方赛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参照国际足联标准

或全国总决赛标准确定比赛场地大小，球门与成年赛事一

致：高 2.44 米、宽 7.32 米。罚球区按照国际足联标准执

行。 

（2）全国赛事比赛场地为天然草皮或达到竞赛标准的



 9 / 10 

 

人造草场地。比赛场地尺寸为：长 90 米×宽 64 米。球门

与成年赛事一致：高 2.44 米、宽 7.32 米。罚球区按照国

际足联标准执行。 

4.教练员等级、换人、红黄牌停赛等由具体比赛规程确

定。 

（四）地方赛事和全国赛事赛期 

1.地方赛事比赛赛期：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全国赛事比赛赛期：2023 年寒假。 

（五）地方赛事组织要求 

1.地方会员协会组织的赛事应与全国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总决赛相衔接。 

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以城市为单

位组建代表队参赛，有条件的省级会员单位可组织所辖城

市以区为单位组建代表队参赛。 

中国足协市级会员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以区为单位

组建代表队参赛。 

2.地方会员协会未举办地方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的，取

消全国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总决赛参赛名额。 

（六）全国赛事参赛球队 

1.中国足协各地方会员协会参加全国赛事的名额为一

个。 

2.各参赛球队组队方式不限，参赛球员应是当地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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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段赛事中表现优秀的球员。 

3.全国赛事竞赛费用由中国足协承担，交通、食宿费

由参赛球队承担。 

五、2022 年中国足协-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筹）

职业联赛俱乐部青少年足球联赛（U13/U14/U15 组）工作方

案 

2022 年中国足协职业联赛俱乐部青少年足球联赛由中

国足协-中足联（筹）联合主办，参赛球队为各级职业联赛

俱乐部组建并注册的后备青少年梯队。 

各职业联赛俱乐部后备青少年梯队只有参加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暨中国足协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地方赛事才

可参加本项赛事。具体赛事组织方案等另行通知。 

六、2022 年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2/U14/U16组）工作方案（名称暂定） 

2022 年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国

足协作为主办方之一。获评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城市

代表队在参加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3/U15 组）基

础上，还应参加本项赛事。具体赛事组织方案等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