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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竞赛工作方案 

 
第一部分  男子组竞赛办法 

 

一、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小学年龄段 U8—U12组）

竞赛工作方案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小学阶段，以扩大足球人口，推动

青少年足球普及为主要工作目标。本阶段各省级单位可利用

寒暑假举行省级决赛赛事。参赛球员必须为小学年龄段的青

少年。赛事竞赛组织要求如下。 

（一）参赛组别和年龄段设置 

1.组别：U8、U9、U10、U11、U12 组。 

2.参赛年龄段 

U8（一、二年级）组：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U9（三年级）组：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U10（四年级）组：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U11（五年级）组：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U12（六年级）组：2009 年 9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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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一个单位可报名多支参赛球队，参赛球队和球员一个

赛季内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赛事。 

4.以出生年份计算参赛组别。以二代身份证、学籍证明、

会员协会注册备案、历史参赛记录等作为年龄段认定的主要

依据。 

港、澳、台青少年球员持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并在

内地（大陆）就读，可代表球队参赛。 

对于经核实出现球员年龄造假的行为，将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涉及造假的球队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二）竞赛办法 

1.比赛人数 

（1）男子小学年龄段 U8（一、二年级）、U9（三年级）

组鼓励进行五人制等趣味类比赛。 

（2）U10（四年级）组、U11（五年级）组、U12（六年

级）组进行八人制比赛。 

2.比赛时间 

（1）U8（一、二年级）组全场比赛不超过 30 分钟，上、

下半时不超过 15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0 分钟。 

（2）U9（三年级）组、U10（四年级）组全场比赛不超

过 40 分钟，上、下半时不超过 20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0

分钟。 

（3）U11（五年级）组、U12（六年级）组全场比赛不

超过 60 分钟，上、下半时不超过 30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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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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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赛场地、球及球门尺寸 

（1）五人制比赛场地：长 25 米至 42 米，宽 16 米至 25

米，球门尺寸为宽 3 米×高 2 米。 

（2）八人制比赛场地：长 60 米至 75 米，宽 43 米至 55

米，球门尺寸为宽 5 米×高 2 米。 

（3）比赛均使用 4 号球。 

4.教练员等级、换人、红黄牌停赛等由具体比赛规程确

定。 

（三）地方赛事组织要求 

鼓励三年级及以下开展趣味性赛事，各地市赛事应注重

多元化发展，具体组队方式、比赛赛制及比赛周期根据地方

实际情况开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根据实际

情况组织省级总决赛。 

外籍青少年球员参赛规则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二、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竞赛工作方案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

面向初中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全国各级各类（俱乐部青训

梯队、社会青训机构、体校代表队、学校代表队等）青少年

球队都可以自由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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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

主要以学期内的地方赛事为主，暑假集中进行全国总决赛，

实现地方预选赛赛事与全国总决赛有序衔接。 

（一）2021 至 2022 学年参赛组别和年龄段设置 

1.组别：U13（初一年级）组；U15（初二、初三年级）

组。 

一个单位可报名多支参赛球队，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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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赛年龄段。 

U13（初一年级）组：2008 年 9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U15（初二、初三年级）组：2006 年 9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3.按学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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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参赛记录等作为年龄段认定的主要

依据。 

港、澳、台青少年球员持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并在

内地（大陆）就读，可代表球队参赛。 

对于经核实出现球员年龄造假的行为，将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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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青训机构、体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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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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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15（初二、初三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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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校与

俱乐部青训梯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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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进行十一人制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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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3（初一年级）组全场比赛为 70 分钟，上、下

半时各 35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 

（2）U15（初二、初三年级）组全场比赛为 80 分钟，

上、下半时各 40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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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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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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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至 2022 学年地方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赛期 

1.地方预选赛比赛赛期：2022 年 7 月中旬之前。 

2.全国总决赛比赛赛期：7 月底至 8 月。 

（五）地方预选赛赛事组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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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将通过

资金、政策、竞赛管理服务等方面，给予地方预选赛帮助和

支持。 

3.各地方应调动、引导和发挥社会资源办赛积极性。 

4.地方预选赛中对于参赛球队多，水平差距较大等情况，

可通过定级赛、分级赛进行赛事组织，具体赛制由各地自行

确定。 

5.本地球队数量不够，相邻地区之间可联合办赛。 

（六）全国总决赛赛事组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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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总决赛参赛球队为 32—64 支，由各地方预选赛

的优胜队参加。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将在每年 7

月上旬组织开展全国总决赛报名工作。 

2.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根据地方赛事的组

织情况确定参加全国总决赛（含附加赛、正赛）的参赛球队

名额。参赛球队名额根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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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国总决赛的竞赛费用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

办公室承担。交通、食宿费由参赛球队承担，中国青少年足

球联赛赛事办公室给予补贴。 

三、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竞

赛工作方案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面向高

中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全国各级各类（俱乐部青训梯队、

社会青训机构、体校代表队、学校代表队等）青少年球队都

可以自由报名参赛。 

根据目前全国该年龄段球队和球员的实际情况，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将采取全国统一报

名后进行预选赛和阶段升降级赛制。 

（一）组别和年龄段设置 

1.组别：U17（高中）组。 

不得根据学籍、注册关系等对参赛球员、球队设置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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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 

2.2021 至 2022学年参赛年龄段。 

当年度在中国足协系统注册的球员：2004 年 9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体校代表队、学校代表队中未在中国足协系统注册的球

员：2003 年 9 月 1 日至 2006 年 8 月 31 日。 

3.按学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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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台青少年球员持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并在

内地（大陆）就读，可代表球队参赛。 

对于经核实出现球员年龄造假的行为，将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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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青训机构、体校代表

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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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赛球队名称由各参赛单位自行确定。学校、体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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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青训梯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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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进行十一人制比赛。比赛使用

5 号球，气压 0.6-1.0 个海平面大气压力。 

2.比赛时间 

（1）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全场比赛为 90 分钟，上、

下半时各 45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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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预选赛阶段，单场比赛时间上下半场各 30 分钟；

单场比赛净胜球超过 6 个，比赛将宣布结束。 

3.比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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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米×宽 68 米。球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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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至 2022 学年赛事赛期 

1.比赛赛期：2022 年 6 月至 12 月。 

2.预选赛赛期：2022 年 6 月（具体时间待定）。 

3.阶段升降级赛赛期：2022 年 7 月、9 月、11 月（具体

时间待定）。 

（五）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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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组织要求 

1.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接受

全国适龄球队预选赛的报名。阶段升降级赛参赛球队总数原

则上为 32—64 支。 

2.2022 年 6 月，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开展报

名工作。根据全国报名情况，组织预选赛，根据各地方预选

赛排名情况，组织阶段升降级赛。  

3.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年龄段 U17 组）的竞

赛费用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承担。交通、食宿

费由参赛球队承担，阶段升降级赛由赛事办公室给予适当补

贴。 

4.比赛赛制 

根据预选赛排名情况，原则上各预选赛赛区相同名次球

队进入同一小组，例如各预赛赛区第一名进入分阶段升降级

赛 A 组，第二名进入分阶段升降级赛 B 组，第三名进入分阶

段升降级赛 C 组，以此类推。 

阶段升降级赛比赛全年拟进行 4 个阶段，每个阶段完成

后，A 组后两名进入 B 组，B 组前两名进入 A 组；B 组后两名

进入 C 组，C 组前两名进入 B 组，以此类推。最后一个阶段

结束后进行全年总排名。 

四、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大学年龄段 U19 组）竞

赛工作方案 

根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和全国青年足

球联赛（U19 组）参赛球队和球员的实际情况，保持现有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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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变，实现参赛球员融合互通。 

（一）参赛球员不设壁垒 

在 2022 年，出生于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青年球员，具有高校学籍并与俱乐部签署协议的球

员可互相参赛，不设壁垒。同时，该年龄段高校代表队球员

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中被发现，并与俱乐

部签署协议，可同时参加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

和全国青年足球联赛（U19 组）比赛。 

两项赛事互通球员将进行公示，补报名规则等由赛事规

程确定。 

（二）赛事安排 

1.赛事名称 

中国足协举办的全国青年足球联赛（U19 组）、教育部举

办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分别进行，名称调

整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中国足协全国青年足球联赛

（U19 组）、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大学组）。 

2.统筹赛历安排 

全国青年足球联赛（U19 组）与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

赛（大学组）比赛协调时间，交叉进行。具体赛历以发布为

准。 

3.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由教育部组织实

施并承担相关费用，全国青年足球联赛（U19 组）由中国足

协组织实施并承担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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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女子组竞赛办法 

 

一、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小学年龄段 U8-U12 组）

竞赛办法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小学年龄段 U8-U12 组）面

向小学年龄段的青少年，不得根据学籍、注册关系等对参赛

球员、球队设置参赛壁垒。 

（一）组别和年龄段设置 

1.组别：U8（一、二年级）组、U9（三年级）组、U10

（四年级）组、U11（五年级）组、U12（六年级）组。 

2.参赛年龄段 

U8（一、二年级）组：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U9（三年级）组：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U10（四年级）组：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U11（五年级）组：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U12（六年级）组：2009 年 9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3.一个单位可报名多支参赛球队，但参赛球队、球员一

个赛季内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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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出生日期及学年综合确定参赛组别。以二代身份证、

学籍证明、会员协会注册备案、历史参赛记录等作为年龄段

认定的主要依据。 

5.港、澳、台青少年球员持在有效期内的港澳居民往来

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并在内地（大陆）就

读，可代表球队参赛。外籍青少年球员参赛规则由各地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 

6.对于经核实出现球员年龄造假的行为，将根据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涉及造假的球队直接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 

（二）竞赛组织 

1.比赛人数 

（1）U8（一、二年级）组、U9（三年级）组鼓励进行

五人制等趣味类比赛。 

（2）U10（四年级）组、U11（五年级）组、U12（六年

级）组进行八人制比赛。 

2.比赛时间 

（1）U8（一、二年级）组全场比赛为 30 分钟，上、下

半时各 15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0 分钟。 

（2）U9（三年级）组、U10（四年级）组全场比赛为 40

分钟，上、下半时各 20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0 分钟。 

（3）U11（五年级）组、U12（六年级）组全场比赛为

60 分钟，上、下半时各 30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0 分钟。 

（4）在淘汰赛赛制中，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打平，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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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球点球决胜。 

3.比赛场地、球门尺寸及用球 

（1）五人制比赛场地：长 25 米至 42 米，宽 16 米至 25

米，球门尺寸为宽 3 米×高 2 米。罚球区按照国际足联《五

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标准执行。 

（2）八人制比赛场地：长 60 米至 75 米，宽 43 米至 55

米，球门尺寸为宽 5 米×高 2 米。球门区、罚球区按照由中

国足球协会审定的《小场地足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方法》标准

执行。 

（3）比赛均使用 4 号球。 

4.教练员等级、换人、红黄牌停赛等由具体比赛规程确

定。 

（三）地方赛事组织要求 

1.鼓励三年级及以下开展趣味性赛事。各地赛事应注重

青少年多元化发展，男女混编等具体组队方式、比赛赛制及

比赛周期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开展。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根据实

际情况组织省级总决赛。 

3.经过评估后，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将通过

资金、政策、竞赛管理服务等方面，支持地方赛事。 

二、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初、高中年龄段 U13、

U15、U17 组）竞赛办法 

根据女子足球发展特点，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初、



15 

高中年龄段 U13、U15、U17 组），对应亚足联女足青少年亚

洲杯、国际足联女足青少年世界杯年龄段设定，面向初、高

中年龄段的青少年女足队员，全国各级各类俱乐部青训梯队、

社会青训机构、体校代表队、学校代表队等青少年女足球队

都可以自由报名参赛。不得根据学籍、注册关系等对参赛球

员、球队设置参赛壁垒。 

（一）组别和年龄段设置 

1.组别：U13 女子组、U15 女子组、U17 女子组。 

2.2022 年参赛年龄段： 

U13 女子组：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球员，并允许至多 5 名 2011 年出生球员报名参赛。符合

该参赛年龄段的初中年龄段学校代表队，参加该组别比赛。 

U15 女子组：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球员，并允许至多 5 名 2009 年出生球员报名参赛。符合

该参赛年龄段的初中年龄段学校代表队，参加该组别比赛。 

U17 女子组：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球员，并允许至多 5 名 2007 年出生球员报名参赛。高中

年龄段学校代表队不受 U17 女子组参赛年龄段限制，参加该

组别比赛。  

根据女足青少年发展特点，2023 年初、高中年龄段的具

体参赛年龄段设置与 2022 年一致，女子初、高中年龄段组

别名称调整为 U14、U16、U18 女子组。 

3.按出生日期及学年综合确定参赛组别。不再统一大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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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参赛记录等作为年龄段认定

的主要依据。 

4.港、澳、台青少年球员持在有效期内的港澳居民往来

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并在内地（大陆）就

读，可代表球队参赛。 

5.对于经核实出现球员年龄造假的行为，将根据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涉及造假的球队直接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 

（二）参赛队伍 

参赛队伍为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体校代表

队、学校代表队等。 

1.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等单位的球员应完成

在中国足协的注册备案，其他参赛球队根据参赛情况进行参

赛报名。 

2.一个单位可报名多支参赛球队，但参赛球队、球员一

个赛季内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赛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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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赛球队名称由各参赛单位自行确定。学校、体校与

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等可合并名称使用。 

（三）竞赛组织 

1.比赛人数 

U13女子组、U15女子组、U17女子组进行十一人制比赛。 



17 

2.比赛时间 

（1）U13 女子组全场比赛为 70 分钟，上、下半时各 35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 

（2）U15 女子组全场比赛为 80 分钟，上、下半时各 40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 

（3）U17 女子组全场比赛为 90 分钟，上、下半时各 45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 

（4）每场比赛结束后，可安排进行 25 分钟第三节教学

赛。 

3.比赛场地、球门尺寸及用球 

U13 女子组：根据女足青少年球员的实际情况，比赛场

地为天然草皮或达到竞赛标准的人造草皮，比赛场地尺寸为：

长 80 米×宽 60 米。球门与成年赛事一致：高 2.44 米、宽

7.32 米。球门区、罚球区按照国际足球理事会《足球竞赛规

则》、《中国足球协会足球比赛场地指南 2015 版》标准执行。

比赛使用 5 号球。 

U15 女子组、U17 女子组：比赛场地为天然草皮或达到

竞赛标准的人造草皮，比赛场地尺寸为：长 105 米×宽 68

米。球门：高 2.44 米、宽 7.32 米。球门区、罚球区按照国

际足球理事会《足球竞赛规则》、《中国足球协会足球比赛场

地指南 2015 版》标准执行。比赛使用 5 号球。 

4.教练员等级、换人、红黄牌停赛等由具体比赛规程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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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制和赛期 

1.根据目前全国该年龄段球队和球员的实际情况，U13

女子组、U15 女子组进行地方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  

U17 女子组将进行全国统一集中报名，由中国青少年足

球联赛赛事办公室组织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 

2.U13 女子组、U15 女子组地方预选赛比赛赛期：2022

年 6 月。全国总决赛比赛赛期：2022 年 7 月至 12 月。 

3.U17 女子组比赛赛期：2022 年 6 月至 12 月。 

（五）U13 女子组、U15 女子组赛事组织要求 

1.U13 女子组、U15 女子组地方预选赛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地方赛事组织机构组织实施。各地方应调动、

引导和发挥社会资源办赛的积极性。 

地方预选赛中对于参赛球队多，水平差距较大等情况，

可通过定级赛、分级赛进行赛事组织，具体赛制由各地自行

确定。当地球队数量不足，相邻地区之间可联合办赛。 

经过评估后，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将通过资

金、政策、竞赛管理服务等方面，支持地方赛事。 

2.U13 女子组、U15 女子组全国总决赛 

U13 女子组、U15 女子组各地方预选赛的优胜队参加全

国总决赛，参赛球队为 32 至 64 支。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

事办公室组织开展全国总决赛报名工作并发布全国总决赛

竞赛规程。 



19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根据地方赛事的组织

情况确定参加全国总决赛的参赛球队名额。参赛球队名额根

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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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总决赛的竞赛费用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

公室承担。交通、食宿费由参赛球队承担，中国青少年足球

联赛赛事办公室给予补贴。 

（六）U17 女子组赛事组织要求 

1.2022 年 6 月，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组织

U17 女子组报名工作并发布竞赛规程。预选赛接受全国各级

各类适龄球队报名，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根据全

国报名情况组织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 

2.U17 女子组的竞赛费用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

公室承担。交通、食宿费由参赛球队承担，中国青少年足球

联赛赛事办公室给予补贴。 

三、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大学年龄段组）竞赛办

法 

（一）符合条件的球队、球员，不设参赛壁垒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女子组保持现有赛事

不变，此比赛的至少 8 支优胜队将参加全国女子足球乙级联

赛。不设参赛壁垒，实现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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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组的球队、球员与中国足协各级成年女足联赛的融合互

通。 

（二）赛事安排 

1.统筹安排赛历 

协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女子组与女乙联

赛的比赛时间，互不影响。具体赛历以竞赛规程发布为准。 

2.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女子组由教育部组

织实施并承担相关费用，全国女子足球乙级联赛由中国足协

组织实施并承担相关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