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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协会 
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规定细则 

（2022 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相关等级管理单位负责本细则的实施工作。 

第三条  《管理规定》所称“正式参赛人员”，是指符合

比赛规程并按规定出场参与比赛的运动员。 

 

第二章 赛事名录 

 

第四条  《管理规定》所称“赛事名录”内容包括：授予

等级称号的比赛名称、举办时间、地点、年龄段、项目的信息。 

第五条  《管理规定》中所称“年度申报审核制度”是指：

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足球发展重

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以国家体育总局官方文件公布为

准）以及相关等级管理单位，每年应在限定期限之前，通过足

球运动员等级管理系统向中国足协申报下一年度可授予等级称

号赛事的名录，中国足协审核后确定可授予等级称号的赛事。 

如申请修改赛事名录中的相关赛事时间和地点，赛事主办

方应在开赛 15日前向中国足协提交附有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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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书面申请。非因特殊原因未能及时提

交书面申请的，不予受理。 

第六条  《管理规定》所称“首个比赛日应编排在该年度

的 12 月 31日前”包含该年度 12月 31 日。 

第七条  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

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以及相关等级管理单

位应在赛事最后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前通过足球运动员等级管理

系统上传赛事秩序册。 

第八条  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

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以及相关等级管理单

位应在赛事最后一个比赛日结束后 15日内通过足球运动员等级

管理系统上传赛事成绩册、赛事所有比赛场次运动员出场信息

证明（比赛监督报告或裁判员报告）。 

第九条  所有授予等级称号的赛事应符合国际足球理事会

足球竞赛规则的相关规定。采用返场替换、暂时罚离出场规则

的赛事不可授予等级称号，但 5人制和沙滩足球赛事除外。 

第十条  男女组别设置 

如赛事设置不区分男女组别，该类赛事不得申请授予等级

称号。 

第十一条  完赛球队的数量 

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足球发

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以及相关等级管理单位所举办

的赛事中，女子比赛单一竞赛组别应保证完赛球队数量不少于 6

支，男子比赛单一竞赛组别应保证完赛球队数量不少于 8 支，

否则不予受理该项赛事等级称号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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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比赛，单一竞赛组别应保证完赛球队不少于 8 支，

否则不予受理该项赛事等级称号的申请。 

第十二条  《赛事名录》中每一类的比赛可申报的比赛数

量不得超出该类比赛规定的上限。 

第十三条  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

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可申报赛事数量。 

（一）每 4年一届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

（1 项）。 

（二）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

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所在体育行政主管单位

举办的最高水平赛事（每年 1项）。 

（三）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

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举办的最高水平赛事

（每年 1 项）。 

（四）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

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所在体育行政部门与教

育行政部门共同主办的赛事（每年 1 项）。 

（五）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所在体育行政主管单位主办

的综合性运动会中的 5人制足球比赛（1项）。 

（六）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

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主办的 5人制足球最高

水平赛事（每年 1 项）。 

（七）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所在体育行政主管单位主办

的综合性运动会中的沙滩足球比赛（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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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

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主办的沙滩足球最高水

平赛事（每年 1项）。 

第十四条  对于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

获评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申报赛事的要

求。 

（一）可设置不同年龄段的赛事 

1.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足球

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所在体育行政主管单位举办

的最高水平赛事（申报时应确认相应组别名称）。 

2.中国足协省级会员协会、“十四五”期间获评全国足球

发展重点城市的中国足协会员协会举办的最高水平赛事（申报

时应确认相应组别名称）。 

（二）举办赛事年龄段的设置原则 

申报的赛事可设不同年龄段，申报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1.赛事年龄段设置可采取单年龄段或多个年龄段组合。 

2.在同一项赛事中，不允许设置可重叠的年龄段。 

3.参赛时运动员年龄不满 13 岁，不得申请等级称号。 

4.参赛时运动员年龄超过 19 岁，不得申请等级称号。 

5.对于多个年龄段组合的赛事，如在高年龄段的比赛中，

参赛球队中有超过 5 名低于 16岁的球员，则该赛事按低年龄段

的标准授予等级称号。 

第十五条  “不允许设置可重叠的年龄段”是指：某一项

赛事参赛年龄段的设置中不允许同时出现如 U16、U16-U17、

U16-U18等重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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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参赛时运动员年龄不满 XX岁”或“参赛时运

动员年龄超过 XX岁”是指自然年，即当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与中国足协青少年竞赛体系衔接的赛事，对于参赛运动员

年龄设置的要求，以中国足协相关文件为准。 

第十七条 “高年龄段”指 19、18、17、16岁年龄段；“低

年龄段”指 15、14、13 岁年龄段。 

第十八条  “体育院校申报赛事”是指：体育院校举办的

最高水平组别的 11 人制足球赛事（每年 1项）；体育院校举办

的最高水平组别的 5 人制足球赛事（每年 1项）。 

第十九条  对于体育院校申报赛事的要求为：体育院校可

申报《赛事名录》中该类比赛最高水平组别的赛事（申报时应

确认相应组别名称）。 

 

第三章 申请 

 

第二十条  运动员等级称号的申请单位即为《管理规定》

中“运动员所在参赛代表单位”，应以申报等级赛事秩序册内

载明的参赛单位为准。  

第二十一条  运动员参加当年度可授予等级称号的《赛事

名录》中的比赛，符合赛事竞赛规程规定，并达到《等级标准》

规定的成绩和标准后，方可申请等级称号。 

第二十二条  对于“规定的成绩和标准”的解释为：运动

员所属的参赛代表球队取得《等级标准》规定的比赛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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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1人制的赛事：运动员在赛事中累计出场时间应不低

于其所代表参赛球队在该项赛事中总比赛时间的 17%。 

参赛球队在赛事中总比赛时间是指，参赛球队在该项赛事

中常规比赛时间和加时赛时间的总计，上、下半场（包含加时

赛上、下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长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对于国际

级运动健将称号的申请，不受上述限制）。 

对于 5人制和沙滩足球赛事：运动员在赛事中累计出场次

数应不低于其所代表参赛球队在该项赛事中总比赛场次的 50%

（对于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申请，不受上述限制）。 

第二十三条  参赛代表单位申请等级称号时，“运动员出

场信息证明材料”的具体要求为： 

对于 11人制的赛事： 

（一）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申报出场时间汇总表； 

（二）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申报出场时间统计表； 

（三）比赛监督报告。 

对于 5人制和沙滩足球赛事： 

比赛监督报告。 

 

第四章 授予 

 

第二十四条  《管理规定》中 “公示”是指：相关等级管

理单位将拟授予等级称号的运动员个人信息（姓名、性别、身

份证号）、比赛信息（赛事名称、赛事时间和地点、成绩）、

拟授予的等级称号（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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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参赛单位名称通过足球运动员等

级管理系统及相关管理单位的公众平台进行公布。 

公示期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 

 

第五章 监督管理和处罚 

 

第二十五条  如因等级称号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原因，导

致本单位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工作无法有序开展，等级称

号管理单位应将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

公章的情况说明上报。若涉及赛事信息，应提供赛事相关材料。 

第二十六条  “因等级称号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原因”包

括系统账户密码遗失、错误上传公示材料等情况。 

第二十七条  如相关等级管理单位未在赛事最后一个比赛

日结束之前，通过足球运动员等级管理系统上传赛事秩序册，

或者未在赛事最后一个比赛日结束后 15日内通过足球运动员等

级管理系统上传赛事成绩册、赛事所有比赛场次运动员出场信

息证明，将取消相关等级管理单位此项赛事等级称号评定的资

格。 

第二十八条  等级称号管理单位如变更运动员技术等级管

理业务负责人，应在人员调整后的 15 日内向上一级等级管理单

位提交变更后业务负责人的信息材料。如未按此规定执行，将

暂停涉事单位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赛事举办及审核资格。 

第二十九条  “变更后业务负责人的信息材料”包括： 

（一）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

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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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后业务负责人的身份证件材料。 

（三）变更后业务负责人职责分工及联系方式。 

第三十条  对于足球运动员等级称号评定的赛事（自本规

定颁布日之后开始的赛事），赛事主办单位应对所有比赛场次

进行全程摄像，视频影像资料应保存 3年以上。 

视频影像资料应清晰完整，保证能够识别比赛中运动员的

号码和面部以及换人等关键事件。 

如涉事单位未按此规定执行，将取消相关赛事授予的所有

运动员等级称号，并暂停涉事单位该赛事申报等级资格，暂停

期最长 3 年。 

第三十一条  如相关单位违反本规定进行等级称号评定工

作，中国足协将撤销已授予的等级称号。 

情节严重的，上一级等级管理单位可责成相关单位进行整

改，并可暂停其管理权，暂停期最长 3年。 

暂停期间，上一级管理部门指定其他单位代为行使管理权。

暂停期满后，根据该单位整改情况，上一级管理部门可恢复或

继续暂停其管理权。 

第三十二条  对于提供虚假信息的运动员，审核单位应撤

销已授予的等级称号，并可作出 3 年内不受理其等级称号申请

的决定。 

第三十三条  出现因竞赛规程、竞赛组织等原因引起等级

称号授予纠纷的情况，上一级等级管理部门应责令比赛主办方

进行整改。 

情节严重的，暂停该项赛事的授予资格，暂停期最长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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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期满后，根据整改情况，上级单位可恢复或继续暂停

该项赛事的授予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五条  中国足协对本实施细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