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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足球协会女足青训中心 

“希望杯”足球赛竞赛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2022 年中国足球协会女足青训中心“希望杯”足球赛

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由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部具体负责管理，

并由各承办单位牵头分别组建赛区组织委员会具体实施赛事管理。 

第二条 2022 年女足青训中心“希望杯”设 U10 和 U11 两个年

龄段组别，具体参赛组别以各阶段比赛通知为准。 

第二章  参赛资格、报名 

第三条 运动队参赛资格 

2022 年女足青训中心“希望杯”足球赛由中国足协评定的 15

家女足青训中心派队参加的比赛。15 家女足青训中心必须根据本

规程组队参加比赛，否则将受到中国足协的处罚。 

第四条 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报名参赛运动员全部应在 2022 年中国足协各女足青训中

心备案，并在相关女足青训中心所在协会进行了注册或登记的女子

足球运动员，并通过“绿茵中国”报名系统报名参赛。报名参加

U11 年龄组比赛运动员应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出

生，其中可报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出生队员不超过

5 人；U10 年龄组比赛运动员应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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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出生，其中可报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出生队员不

超过 5 人。  

二、报名运动员必须在报名表上填报身份证号，并持身份证原

件按照本规程以及赛事通知至指定赛区报到并接受资格审检。 

三、报名运动员必须经市级以上医院检查，并在报名表上加盖

医务章以证明所报名全体运动员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足球赛事活

动。 

四、全部参赛单位应为所有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办理在本次赛事

时间内有效的意外伤害保险，并在报名表上注明确认所购保险届时

生效。 

五、全部参赛单位所在地方协会应对报名表进行审核，并盖章

确认。未经协会盖章的报名表视为报名无效。 

第五条 报名 

一、报名时间 

本赛事为一次性报名，U10 年龄组报名截止时间为 7 月 25 日，

U11 年龄组报名截止时间为 9 月 12 日，报名截止后不得更换或补

报队员。 

二、报名要求 

（一）每队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医生 1 人，符合本规程

有关资格规定的运动员 14-16 人，其中守门员不得少于 2 人（需注

明）。 

（二）报名时必须填报 2 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包括上衣、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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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球袜，并说明主色、副色。 

（三）报名表应加盖所属会员协会公章，并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以电子邮件形式报交中国足协女子足球部，同时抄送相关赛区组委

会。 

（四）报名表由中国足协女子足球部统一下发，各参赛单位不

得漏填或者改变格式。 

第六条 资格审核 

一、所有参赛队、教练员、运动员的报名资格由中国足协女子

足球部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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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宣布。 

三、如参赛单位或个人出现弄虚作假的行为，赛区纪律委员会

有权停止其参赛资格，同时报中国足协做出进一步处理。 

第三章 竞赛安排及决定名次办法 

第七条 比赛和报到时间 

一、比赛时间 

以中国足球协会官方通知为准。 

二、各队应于报到日交验运动员资格证件和报名表原件。 

第八条 竞赛办法 

一、单循环比赛决定名次办法 

（一）每队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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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多者名次列前。 

（二）在单循环比赛中，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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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相等队之间公平竞赛积分较少者名次列前，根据公平竞

赛积分办法，一张红牌积 3 分，一张黄牌积 1 分，因两黄所得红牌

积 2 分; 

7.如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二、赛制根据参赛队伍数量进行调整，则以中国足球协会和赛

区补充通知为准。 

第四章 规则与规定 

第九条 竞赛规则与规定 

一、参照执行中国足球协会最新审定出版的《足球竞赛规则》。 

二、守门员主动发球及球门球不能直接过半场，如过半场则由

对方在落点发间接任意球。 

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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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场地尺寸规格由赛事竞赛管理小组根据承办地场地、器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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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确定。 

二、赛区组委会应保证比赛场地在比赛开始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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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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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裁判员与比赛监督商议后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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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赛区组委会须安排参赛队在赛前到比赛场地进行不少于

60 分钟的适应性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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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满足参赛队到比赛场地进行赛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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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协批准后，由赛区组委会为参赛队提供备用场地进行训练。 

第十一条 比赛办法 

比赛采取 8 人制比赛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比赛用球 

一、比赛使用 4 号球。 

二、比赛必须使用中国足协指定用球。 

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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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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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定的时间进行。 

二、比赛全场分为上下半场，各 20 分钟，总比赛时间为 40 分

钟，上下半场休息不得超过 10 分钟。 

第十四条 开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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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国足协批准后执行。 

二、赛区组委会必要时可以根据竞赛组织工作的需要，调整比

赛开球时间。 

三、所有比赛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开球，中国足协将对违反规

定者进行处罚。 

第十五条 比赛运动员 

一、各运动队须在报到当天 20 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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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交运动员资

格证件，以便赛区比赛监督审查参赛资格。 

二、每场比赛前，运动员应接受比赛监督、裁判员的上场比赛

资格复审。 

三、每场比赛开始前 45 分钟，各队必须向裁判员提交本场比

赛球队名单。各组别比赛各队应填报 8 名上场队员、不多于 8 名的

替补队员和不多于 4 名的球队官员。如球队有外籍教练，则可另申

报一名翻译，包含在 4 名球队官员内。只有在此名单内的人员才能

在替补席就坐。 

四、各组别每场比赛可替换 8 名运动员；换人均在第四官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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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换人区域进行，当本方控球时可进行换人（如有队员受伤除

外），先下后上，换人不须暂停比赛，替补下场的运动员不得在同

一场比赛中重新替补上场。赛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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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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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纪律委员会的追加处罚，

以上人员均自然停止下一场（轮）比赛在该队技术区就座。 

七、当一方的场上运动员少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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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比赛装备 

一、各参赛队须准备至少 2 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和护袜。比

赛服号码颜色应与服装颜色有清晰、明显的区别。 

二、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表一致，凡不符合规定

或无号、重号及印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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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队员紧身衣裤的颜色、足球鞋和护腿板，必须符合规

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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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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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六、如比赛服不符合上述要求，比赛监督应要求运动队按规定

更换或调整，如运动队不执行要求，比赛监督应报赛区组委会，赛

区组委会可依照本规程有关退出比赛的条款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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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制比赛中，每队替补席位不多于 12 个，其中官员不

得超过 4 人（含翻译 1 人），替补运动员不得超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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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队最多可以同时有 6 名运动员在本方一侧

的球门后或替补席后方进行无球热身，可有 1 名官员进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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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礼仪 

一、参赛运动队在比赛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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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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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对领队和教练组进行通报批评，并可视情节作出进一步处

罚。 

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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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赛区不能达到规定要求，比赛监督应向中国足协提交书

面报告，中国足协将对赛区做出相应处罚。 

第二十条 黄牌、红牌  

一、运动员在一轮（场）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或在赛区

全部比赛中累计 2 张黄牌，如无纪律委员会决定的追加处罚，则自

然停止下一轮（场）比赛。 

二、运动员在比赛中因红牌和累积 2 张黄牌而自然产生的停赛

在全部比赛中累积执行。 

三、赛区纪律委员会决定的追加处罚在中国足协主办的青少年

赛事中延续执行。 

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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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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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裁判员宣布本场比赛中断，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赛区

组委会必须在 24 小时内选择场地补足本场比赛剩余的时间。 

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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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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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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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按规定时间到场进行比赛； 

二、比赛过程中拒绝继续进行比赛； 

三、在比赛结束前离开比赛场地。 

如果运动队被认定退出比赛，将承担以下全部责任： 

一、取消退赛运动队本次比赛所有成绩，取消其他运动队与该

运动队比赛产生的积分、进球、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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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中国足协做出进一步处理。  

第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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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该运动队本次比赛所有成绩，取消其他运动队与该运

动队比赛产生的积分、进球、失球。 

二、报中国足协做出进一步处理。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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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组委会将依据本规程做出以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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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国足协做出进一步处理。  

第五章 比赛监督、裁判长、裁判员 

第二十六条 比赛监督 

比赛监督由中国足协女子足球部统一选派，依据相关规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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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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协负责。 

第二十七条 裁判长和裁判员 

一、赛区裁判长由中国足协裁判部统一选派。 

二、赛区裁判员由赛区所属中国足协会员协会选派当地一级以

上（含一级）裁判员担任并报中国足协备案。 

三、裁判长、裁判员参加赛区裁判工作，必须遵守中国足协各

项规定和本次比赛规程规定。 

第六章 赛区纪律委员会 

第二十八条 赛区纪律委员会的设立 

一、中国足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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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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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

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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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报

中国足协备案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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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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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部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相关条款

执行处罚。 

第七章 赛区接待与费用 

第三十条 球队接待与费用 

一、各组别承办赛区接待符合本规程有关参赛资格规定的运动

员和球队官员不超过 20 人。赛区负责球队 50%食宿费，落地交通、

饮水、和核酸检测费用，其他费用由各青训中心负责。超编人员应

按照赛区补充通知所明确的超编人员标准交纳食宿费。 

二、赛区负责各参赛队训练和比赛、接送站车辆。 

三、赛区负责每天为各运动队提供 500 毫升装饮用矿泉水不少

于 48 瓶。 

第八章 经营与广告 

第三十一条 主办单位拥有此项赛事的电视转播权。 

第三十二条 赛区必须保证主办单位指定赞助商的权益。 

第三十三条 除主办单位指定的赞助商和赛场广告外，赛区可

经营部分场地广告。 

第九章 争议与仲裁 

第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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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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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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奖励 

第三十五条  为切实发挥比赛检验训练成果，有利于发现培养

人才，同时摒弃锦标主义，淡化比赛成绩，希望杯女子组足球赛设

立个人荣誉奖项。每场比赛评选每支参赛队优秀球员各一人。 

第三十六条  评选希望杯各赛区最佳球员、最佳射手、最佳守

门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各一人，评选希望之星若干名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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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本规程由中国足协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中国

足协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