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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总决赛阶段 

竞赛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组织工作方案

（2022-2024 年）》和《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竞赛工作方案》

的要求，2022 年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

段 U13、U15 组）指导单位为教育部、体育总局，主办单位为

中国足球协会。 

2022 年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不设球员、球队的参赛限制，俱乐部青训梯队、

社会青训机构、体校代表队、学校代表队等都可参赛。 

第二条 2022 年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

年龄段 U13 组、U15 组）全国总决赛阶段参赛球队共 128 支，

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地方赛事办公室根据各地预选赛情

况推荐优胜队或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推荐球队参加。 

总决赛名额分配根据各地方组织机构赛事规模、组织水

平、宣传报道、发展情况等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

室综合评定。 

第三条 2022 年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

年龄段 U13、U15 组）全国总决赛阶段的赛区组织工作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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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赛区所在地方赛事办公室负责。 

第二章  参赛资格 

第四条 运动队参赛资格 

一、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地方赛事办公室根据各地预选

赛情况推荐优胜队或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推荐球队参加。在一

个组别内的参赛球员同一阶段只能代表一支报名参赛的球

队比赛。 

二、参加总决赛的球队，可在开赛前一周完成补报名，

可补报球员不超过 6 人。补报名俱乐部或青训机构球员应当

在参赛单位完成注册，其他参赛球队球员须具有参赛学校学

籍。 

三、以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报名参赛的，应

在属地中国足协的地方会员协会完成注册，接受足球协会行

业管理； 

以学校代表队、体校代表队报名参赛的，应由当地教育、

体育部门审核通过，参赛学校或体校应拥有办学或开展业余

训练资质，并且应当接受当地教育、体育部门的管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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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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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简

称 8 个汉字以内，应为地域+队名。在地方赛事和全国赛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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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名称应保持一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可

根据队伍实际组建情况对不符合要求的球队名称进行调整。 

第五条 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组别和年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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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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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参赛记录作

为年龄认定的主要依据，必要时安排抽样骨龄测试。 

三、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所属的球员应完成

在地方会员协会的注册和中国足协的注册备案； 

以学校代表队、体校代表队报名参赛的球员应具有所在

学校、体校的学籍，根据情况进行参赛注册报名。 

如报名运动员参赛资格的争议，在争议未解决前，运动

员暂不能参赛。 

四、对于经核实出现运动员年龄造假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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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以及所有评优资格。 

五、报名运动员必须持有三级甲等以上综合医院出具的

身体健康证明。 

六、报名运动员应办理在本次赛事时间内有效的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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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上传至“绿茵中国 APP”，报名球队

领队须对报名运动员提交材料进行审核，确保报名运动员在

比赛期间发生任何伤害事件均采取保险方式处理，赛事期间

运动员的意外伤害事件的责任与费用均由所属单位负责。到

达赛区后，赛前联席会进行检查，无相关保险和身体健康证

明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第六条 报名要求 

一、球队报名申请表须填写球队全称及简称。（例如：北

京国安足球俱乐部 U13 梯队，简称北京国安 U13；湛江市第

二中学，简称湛江二中 U13） 

二、所有报名且符合参赛资格的球员，均可参加各阶段

的比赛。 

三、球队官员需报领队 1 人（球队赛风赛纪和赛区防疫

责任人）、主教练 1 人、助理教练 1-3 人，队医 1 人，以及可

能随队参赛的翻译及管理人员，总人数不多于 7 人。 

四、教练员报名参赛资格 

U13、U15 组别主教练应至少持有亚足联/中国足协 C 级

教练员证书，助理教练至少持有亚足联/中国足协 D 级教练

员证书。 

以学校代表队报名的参赛球队，可暂时适当放宽对教练

员的要求。 

五、每队报名球员 18-25 人，报名球员中至少包括 2 名

守门员，守门员需注明（如因守门员伤病等原因可随时申请



 5 / 20 

 

补报 1 名守门员）。 

六、球队报名时须同时申报 2 套以上颜色不同（应为一

深色、一浅色）的比赛服并注明主色、副色。 

七、球衣号码为 1-99 号，1 号应为守门员号码。 

八、参赛球队须按照《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队伍

报名指南》登录绿茵中国APP或绿茵中国支付宝小程序，在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U13组）”和“中国

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U15组）”中完成球队及参

赛球员的报名工作，并上传《参赛承诺书》。 

第七条 资格审核 

一、所有参赛队、教练员、运动员的报名资格由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进行审核，若出现造假等相关问题

责任由参赛球队承担。 

二、比赛监督于本规程规定的赛区报到日对所有报名队

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进行审核，于赛前联席会对运动员的参赛

资格进行确认。 

三、如出现资格争议，则按本规程第九章的有关条款执

行。 

四、如参赛单位或个人出现弄虚作假的行为，赛区竞赛

组有权停止其参赛资格，并上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

公室做进一步处理，同时报送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备案。 

第三章  竞赛安排及决定名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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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比赛时间 

一、地方预选赛比赛时间：2022 年 6 月至 7 月中旬。 

二、全国总决赛比赛时间 

U13（初一年级）组小组赛阶段比赛时间：7 月 31 日至

8 月 10 日； 

U13（初一年级）组淘汰赛阶段比赛时间：8 月 12 日至

22 日； 

U15（初二、初三年级）组小组赛阶段比赛时间：7 月 31

日至 8 月 10 日； 

U15（初二、初三年级）组淘汰赛阶段比赛时间：8 月 12

日至 22 日。 

第九条 比赛地点 

U13（初一年级）组小组赛阶段比赛地点：长春市、龙井

市； 

U13（初一年级）组淘汰赛阶段比赛地点：龙井市； 

U15（初二、初三年级）组小组赛阶段比赛地点：沈阳市、

廊坊市、唐山市、抚顺市； 

U15（初二、初三年级）组淘汰赛阶段比赛地点：长春市。 

第十条 竞赛办法 

一、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组）

全国总决赛将进行小组赛和淘汰赛的赛会制比赛。 

（一）小组赛阶段： 64 支球队参加，每个小组 8 支球

队，采用单循环积分赛制，小组前两名进入淘汰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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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淘汰赛阶段：16 支球队参加，采用交叉淘汰赛制，

决出 5-16名。前四名球队参加 11月底举办的半决赛和决赛。 

第十一条 决定名次办法 

一、小组赛决定组内名次办法 

（一）每队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各 1 分，负一场 0 分。

积分多的队名次列前。 

（二）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据下列条件排列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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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相等队在小组赛中净胜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小组赛中进球总数多者，名次列前； 

6.公平竞赛积分高者列前（红黄牌减分，每张黄牌减 1

分、每张红牌减 3 分）； 

7.如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二、排位办法 

16 支球队参加，在常规比赛时间内打平，直接进行球点

球决胜。16 进 8 采取两回合淘汰赛制，无主客场进球规则。

8 强比赛、半决赛、决赛采取单场淘汰赛制。 

16 支球队最终决出 1-16 名。 

三、有球队退出，则按序递补参赛球队名次。 

四、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完成全部阶段比赛，则按最



 8 / 20 

 

后完成阶段成绩确定最终排名。 

第四章  规则与规定 

第十二条 竞赛规则与规定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组）按

照国际足球理事会《足球竞赛规则》最新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 比赛场地 

一、所有场地设施及器材配备应符合《足球竞赛规则》

的规定。在天然草皮或达到竞赛标准的人造草皮场地进行。 

二、比赛场地尺寸需经比赛监督检查合格，符合竞赛的

要求。场地尺寸为 90 米×64 米，球门与成年赛事一致：高

2.44 米、宽 7.32 米。罚球区按照《足球竞赛规则》执行。 

三、赛区组委会应保证比赛场地在比赛开始前 5 天达到

使用状态，由于比赛场地不能达到使用状态而导致比赛无法

进行的，由赛区组委会承担全部责任。 

四、如因天气或其它原因，有运动队对比赛场地是否适

合进行比赛提出异议，应由比赛监督决定。如认定场地适合

进行比赛，运动队必须按照此认定执行；如认定场地不适合

进行比赛，赛区组委会必须提供备用场地，否则赛区组委会

将承担全部责任。 

五、由于天气原因不能进行有球训练，由赛区组委会提

出建议，报比赛监督同意后通报各队统一执行。 

六、如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满足参赛队到比赛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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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适应性训练，应由赛区组委会提出建议，经比赛监督同

意并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批准后，由赛区组委

会为参赛队提供备用场地进行训练。 

第十四条 比赛用球 

一、比赛使用 5 号球，气压为 0.6-0.9 个海平面大气压

力。 

二、比赛必须使用中国足协指定型号的足球。 

第十五条 比赛时间 

一、所有场次的比赛，必须严格按照赛区组委会所安排

的日程和规定的时间进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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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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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给予更多球员参赛的机会，常规比赛结束后，可

继续进行一节 25 分钟教学对抗赛，不计比分和成绩，到达赛

区的全部运动员都可参赛。教学对抗赛中的红黄牌不计入常

规比赛中，但因违规违纪产生的停赛在正式赛事中执行。 

第十六条 比赛倒计时程序 

一、赛区组委会应依据竞赛规程编排比赛日程并拟定比

赛开球时间，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批准后执行。 

二、倒计时程序按照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倒计时

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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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赛开球时间，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

综合协调电视转播等方面最终确定，各赛区、参赛球队必须

执行。 

第十七条 比赛运动员 

一、各运动队须在报到时向比赛监督提交赛区报到名单

（含抵达赛区的全体球队官员及运动员），同时上交运动员

身份证，以便赛区比赛监督审查参赛资格。经比赛监督审查

后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少于 18 人（其中至少包含 2 名守

门员）的球队不允许参赛。 

二、社会青训机构、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已办理完成

2022 年注册手续的运动员经核查通过后可参加比赛。每场比

赛前，运动员应持本人参赛证件接受比赛监督、裁判员的上

场比赛资格复审。 

三、每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各队必须向裁判员提交本

场比赛球队名单，其中应含 11 名上场队员、不多于 12 名的

替补队员和不多于 7 名的球队官员。只有在此名单内的人员

才能在替补席就坐。 

四、每场比赛可替换 7 名运动员，被替换下场的运动员

不得重新替补上场。比赛中最多可执行三次替换程序，在中

场休息时可以额外执行一次替换程序，未进入替补名单的队

员不得进行更换。 

五、被裁判员罚令出场以及被禁赛、被停赛的运动员、

球队官员不得在替补席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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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裁判员罚令离开替补席和技术区的球队官员（包

括翻译人员）必须立即退离替补席和赛场，如无追加处罚，

以上人员均自然停止下一轮（场）比赛在该队替补席就座。 

七、在所有比赛中，当一方的场上运动员少于 7 人时，

比赛将根据《足球竞赛规则》的规定被终止。如出现此种情

况，赛区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比赛服装 

一、各参赛队须准备至少 2 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颜

色为一套深色、一套浅色。号码颜色应与服装颜色有清晰、

明显的区别，同一套比赛服装的款式、号码样式、广告等应

保持一致。 

二、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一致，凡不符

合规定或无号、重号及非 1-99号的运动员均不得上场比赛。 

三、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和裁判员服

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四、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与比赛服短裤的主色必须一

致。 

五、场上队长必须自备 6 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

别的袖标。 

第十九条 替补席和技术区 

一、第四官员席面向场地方向的左侧替补席为主队席位，

右侧替补席为客队席位。 

二、每队替补席位人员不多于 19 人，其中官员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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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外籍教练的可增加翻译 1 人，替补运动员不得超过 12

人。 

三、替补席内人员服装的颜色须与双方比赛队员的比赛

服颜色有明显的区别。 

四、技术区内每次只能有 1 人起立指挥比赛，如为外籍

教练员可跟随 1 名翻译。 

五、比赛过程中，各队根据赛前联席会比赛监督确定的

规范在指定区域进行热身活动。 

六、因红牌停赛或受纪律处罚被停赛的教练员、运动员

或官员不得进入替补席和比赛区域。如上述人员不执行此条

款，则所属运动队将被视为退出比赛并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

罚。 

第二十条 礼仪 

一、参赛运动队可根据疫情要求决定是否执行握手程序。

比赛结束后，双方球队应在队长的带领下，列队到对方技术

区前集体行礼致谢。 

二、如参赛球队不执行前款的规定礼仪，比赛监督须报

告赛区组委会，对领队和教练组进行通报批评，并可视情节

做出进一步处罚。 

第二十一条 比赛录像 

一、每场比赛结束后 60 分钟内，赛区必须向比赛监督提

供全部比赛实况的不间断录影视频文件，并在比赛结束后 24

小时内将比赛录像上传至云盘并发送至中国青少年足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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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赛事办公室备份。 

二、如赛区不能达到规定要求，比赛监督应向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提交书面报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赛事办公室将对赛区做出相应处罚。 

第二十二条 黄牌、红牌  

一、运动员在一轮（场）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或

在全部比赛中累计 3 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轮（场）比赛。 

二、运动员在比赛中因红牌和累计 3 张黄牌而自然产生

的停赛在全部比赛中累计执行。在全部比赛中，1+1 黄牌产

生的红牌按红牌计，同时此 2 张黄牌不计入累计黄牌。 

三、赛区纪律委员会可做出本赛区范围内的违规违纪处

罚，如较严重的违规违纪则上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

公室做进一步处罚。 

第二十三条 比赛中断 

由于天气、场地因素或其它原因而造成比赛中断，应采

取以下措施： 

一、暂停比赛，等待比赛条件恢复后继续进行，但暂停

时间不得超过 30 分钟，否则裁判应宣布本场比赛中断。 

二、比赛暂停后 30 分钟内，当裁判员与比赛监督商议

后，认定比赛可以恢复时，比赛双方应服从裁判员的指令，

迅速恢复比赛。 

三、经比赛监督请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同

意后，由裁判员宣布本场比赛中断，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



 14 / 20 

 

赛区组委会必须尽快选择场地补足本场比赛剩余的时间。 

第二十四条 比赛取消 

由于天气、场地因素或其它原因而造成比赛不能准时开

始，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经比赛监督请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同

意后，推迟开球，等待比赛条件恢复后开始比赛，但推迟时

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30分钟，否则裁判应宣布本场比赛取消。 

二、在推迟开球的 30 分钟内，经裁判员与比赛监督商

议，认定可以开始比赛，比赛双方应服从裁判员的指令，开

始比赛。 

三、裁判员在宣布比赛取消后 10 分钟内，必须将情况报

告赛区组委会，由赛区组委会决定是否另选比赛时间、地点，

同时进行相应处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退出比赛 

未得到赛区组委会许可或并非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参赛

运动队发生以下行为，经比赛监督报赛区组委会核实，将被

认定为退出比赛： 

一、没有按规定时间（指超过裁判员认定的计时开始时

间 5 分钟）到场进行比赛； 

二、比赛过程中拒绝继续进行比赛，参赛球队中断比赛

未超过规定时间（指超过裁判员认定的计时开始时间 5分钟）

但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在比赛结束前离开比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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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运动队被认定退出比赛，将承担以下全部责任： 

（一）取消退赛运动队本年度参赛资格及所有比赛成绩，

取消此阶段其他运动队与该运动队比赛产生的积分、进球、

失球。 

（二）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做出进一步处

理。  

第二十六条 违背公平竞赛原则 

如果运动队在参赛过程中，被认定有违背公平竞赛原则

的行为，将承担以下责任： 

一、取消退赛运动队本年度参赛资格及所有比赛成绩，

取消此阶段其他运动队与该运动队比赛产生的积分、进球、

失球。 

二、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做出进一步处理。 

第二十七条 违规违纪行为 

一、运动队自赛区报到之日起，至比赛结束离开赛区，

在以下范围内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比赛监督必须报告赛区组

委会： 

（一）比赛场地及更衣室； 

（二）训练场地及更衣室； 

（三）住宿区域； 

（四）从住宿区域到比赛场地或训练场地的交通工具上； 

（五）在赛区安排的相关活动场所内。 

二、赛区组委会将依据相关规定作出以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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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停止违规违纪运动队及教练员、运动员该阶段比

赛的参赛资格； 

（二）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做进一步处理。  

第五章  比赛监督、裁判长、裁判员 

第二十八条 比赛监督 

比赛监督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统一委派，

依据相关规定对比赛和赛区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评定，比

赛监督的工作直接对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负责。 

第二十九条 裁判长和裁判员 

一、裁判长和裁判员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

统一选派。 

二、裁判员参加赛区裁判工作，必须遵守中国足协裁委

会及赛区组委会的各项规定。 

第六章  赛区纪律委员会 

第三十条 赛区纪律委员会的设立 

一、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在赛区设立赛区纪

律委员会，负责赛风赛纪的管理工作。 

二、赛区纪律委员会在赛区组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三十一条 赛区纪律委员会的职责 

一、对本赛区比赛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依据《中

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纪律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二、涉及取消运动队、教练员、运动员参赛资格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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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备案后实行。 

三、对严重违规违纪运动队、教练员、运动员，应报请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进行追加处罚。 

四、赛区纪律委员会工作应执行规避原则。 

五、赛区纪律委员会所执行的处罚超过管理范围的，将

上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

赛赛事办公室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 

第七章  赛区接待与费用 

第三十二条 球队接待与费用 

一、赛区接待符合参赛资格规定的运动员人数及符合报

名要求的球队官员人数将按照赛区补充通知要求执行。按照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下发相关财务规定，每人每

天应向赛区交纳食宿费 280 元。 

二、非运动队正式官员、家长等闲杂人员不得在赛区食

宿，如有违反此项规定者，赛区组委会将对运动队进行处罚。

在比赛过程中，参赛球队对其球员、官员、成员以及任何附

带责任人群的违规违纪行为和言论负责。 

三、超编人员按照赛区所发补充通知要求的费用标准交

纳食宿费。 

四、赛区负责各参赛队训练和比赛车辆，费用由赛区承

担。接送站车辆，费用由参赛球队承担，球队可根据情况选

择是否由赛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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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赛区负责每天比赛为各运动队提供 500 毫升装饮用

矿泉水不少于 48 瓶。 

六、竞赛官员（协调员、比赛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每

人每天 450 元（税前）标准的工作酬金及交通补助（出发城

市区往返交通，标准为每次 300 元）。酬金及补助由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于赛区结束后 1个月内向上述人员发

放。 

七、竞赛官员（赛区协调员、比赛监督、裁判长、技术

调研员以及其他中国足协派出的其他人员）可乘民航经济舱

往返赛区。裁判员可乘坐普通列车硬卧坐或高铁、动车二等

座往返赛区，若动车时间超过 4 小时，可乘坐飞机经济舱并

按照不超过高铁或动车二等座的价格报销。城际交通费由全

国总决赛赛区承担。 

第三十三条 赛区必须按照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执行

相关人员的接待与费用核销 

一、因工作需要，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向赛

区派出工作人员时，由赛区组委会负责接待。酬金由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承担，赛区不需支付。 

二、接待条件参照比赛监督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四条 赛区费用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按照签订的经费标准

下拨赛区，赛区在比赛结束后一周内，根据实际球队数量开

具相应数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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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办公室。 

第八章  商务管理 

第三十五条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完全商务权由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独家拥有（含赛事版权、图片版权

等媒体权益）。 

第九章  争议与仲裁 

第三十六条 争议 

一、所有参赛运动队，包括工作人员、教练员和运动员，

都必须遵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十一章有关争议处理的

规定。 

二、如运动队之间出现有关报名运动员参赛资格的争议，

在争议未解决前，运动员暂不能参赛。 

第三十七条 仲裁 

一、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须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

赛区组委会提出申请。 

二、如对赛区组委会做出的裁决提出异议，可向中国足

球协会提出仲裁申请。 

三、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罚的执行。 

第十章  奖励 

第三十八条 对获得第一、二、三名的球队分别授予冠军、

亚军和季军奖杯和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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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评选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最佳教练员、

最佳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运动队若干，分别授予奖杯或奖

牌。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规程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负

责解释。未尽事宜，由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办公室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