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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协会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2019 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足球运动员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规范

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工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

术等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国

际足联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授权，中国足球协会（以下

简称“中国足协”）代行管理全国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

具体工作由中国足协竞赛部负责。 

国家体育总局对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给予必要的业务

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  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以下简称“等级称号”）

依相关申请程序获得。等级称号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

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运动员，是指参加中国足协制订的《中

国足球协会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以下简称“足球运动

员等级标准”）中规定比赛的正式参赛人员，即符合比赛规程

规定且出场比赛。 

运动员成绩符合足球等级标准可以申请相应等级称号。  

第五条  等级称号的申请、审核、授予，应当遵循公开、

公正、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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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等级称号的管理与授予 

第六条  等级称号的管理实行统一授予、分级管理。  

第七条  国家体育总局委托中国足协统一授予等级称号。  

第八条  中国足协授权在中国足协注册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会员足球协会、重点城市会员足球协会（沈阳、大连、青

岛、南京、武汉、广州、深圳、厦门、西安、成都、昆明、长

春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管理足球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第九条  中国足协会员协会可根据实际情况，授权本行政

区域内地市级足球协会管理足球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授

权本行政区域内县级足球协会管理足球三级运动员。  

第十条  中国足协可授权其他单位管理一定范围内一级运

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  

 

第三章 申请、审核与授予 

 

第十一条  中国足协建立“中国足协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

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足球运动员等级管理系统”），

提供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文件发布、等级称号网上申请和授予、

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以下简称“等级证书”）颁发和查阅、

运动员技术等级信息查阅和询问等服务。 

第十二条  运动员应当在申报成绩的该项比赛全部结束后

12 个月内向相应等级管理单位申请等级称号，超过此期限的申

请不予受理。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noSr4cLzOAMP7AXs4/nfY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GaPDVAPKnBCMLmKVt7bbeFK1O8HKNrY6mtQW34KiVXGBZrn/72MKqoQQ2B7xO1mBVX3ZMCahZXTMDxm7iZ2BjQ=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e6VHtlm/ao18hQJJGWfyc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GaPDVAPKnBCMLmKVt7bbeFK1O8HKNrY6mtQW34KiVXGBZrn/72MKqoQQ2B7xO1mBVX3ZMCahZXTMDxm7iZ2BjQ=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sNITXLzRVRVqPZnNan+vR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GaPDVAPKnBCMLmKVt7bbeFK1O8HKNrY6mtQW34KiVXGBZrn/72MKqoQQ2B7xO1mBVX3ZMCahZXTMDxm7iZ2BjQ=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qg4SmtW1tO4lwKw3rtFg/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GaPDVAPKnBCMLmKVt7bbeFK1O8HKNrY6mtQW34KiVXGBZrn/72MKqoQQ2B7xO1mBVX3ZMCahZXTMDxm7iZ2BjQ=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0hpeMsyq1f0/apIts+wPWfGsH+qJXeUUsipxtUi76F3o1g0WSKAE9f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GaPDVAPKnBCMLmKVt7bbeFK1O8HKNrY6mtQW34KiVXGBZrn/72MKqoQQ2B7xO1mBVX3ZMCahZXTMDxm7iZ2B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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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联赛成绩以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时间为准，排名

以公布时间为准，其他比赛以取得成绩的时间为准。 

第十四条  相关等级管理部门应当在比赛结束后 1 个月内

负责将比赛信息和成绩录入足球等级管理系统。 

中国足协负责组织录入国际比赛信息和中国运动员的成

绩，以及全国比赛的信息和所有成绩；中国足协会员协会负责

组织录入由其主办的或在本行政区域内举办的符合足球等级标

准赛事目录的比赛信息和所有成绩；中国足协指定的足球等级

管理单位负责组织录入由其主办的或在本行业领域内举办的符

合足球等级标准赛事目录的比赛信息和所有成绩。 

第十五条  运动员或参赛代表单位在足球等级管理系统填

写个人信息并核对成绩无误后，向所属等级称号管理单位提出

等级称号的申请。 

运动员或参赛代表单位应当保证信息真实、完整、准确。 

第十六条  运动员或参赛代表单位对成绩有异议的，可以

向所属等级称号管理单位提出成绩复核。 

第十七条  等级称号管理单位应当在在收到成绩复核申请

后 10 个工作日内对成绩予以核实并注明核实结果。 

第十八条  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等级称号管理单位应当

在 3 个月内按照以下程序完成等级称号管理工作： 

（一）在足球等级管理系统公示运动员个人信息、比赛信

息和成绩、拟授予的等级称号等，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向中国足协提交拟授予等级称

号的名单、比赛信息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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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足协复核无异议的授予等级称号，并在足球运

动员等级管理系统公布授予等级称号的运动员个人信息等； 

（四）足球运动员等级相关信息可以在足球等级管理系统

和“体育总局运动员免试入学信息系统”上进行查询。 

第十九条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足球等级称号管理单

位应当在 1个月内予以退回并注明理由。 

第二十条  运动员或参赛代表单位可以在足球等级管理系

统上查询等级称号的申请进度、等级证书等相关信息。 

第二十一条  中国足协将获得等级称号的运动员名单与相

关信息报国家体育总局备案。  

 

第四章 证 书 

 

第二十二条  国家体育总局向已被中国足协授予等级称号

的运动员颁发相应的等级证书。纸质等级证书由由国家体育总

局统一发放。  

第二十三条  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的等级证书实行统一编号，编号方法

执行《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编号方法》（见附件）规定。  

第二十四条  等级证书遗失或损坏需要补办的，应当在足

球等级管理系统上提出申请。 

 

第五章 足球等级标准的制定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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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足球等级标准的制定应当从实际出发，统筹

兼顾竞技水平、普及推广和发展趋势，保证足球等级标准的指

导性、权威性、科学性、严谨性。 

第二十六条  足球等级标准原则上每两年修订一次，特殊

情况可以临时修订等级标准。 

第二十七条  授予等级称号的比赛实行年度审核制。相关

等级称号管理单位在上一年度 12月 31 日前，通过足球等级管

理系统，提交下一年度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赛事目录。中国足协

审核后确定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赛事目录。未按期提交以及未通

过审核的赛事，不得申请等级称号。 

第二十八条  足球一级运动员的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本行政

区域或本系统实际，制定管理办法或细则，报中国足协审核同

意后公布并实施。 

管理办法中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权限； 

（二）运动员技术等级各项工作的程序和期限；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国家体育总局对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中国足协对全国的足球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

员、三级运动员的等级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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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足球一级运动员授予单位对其管理权限范围

内的足球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的等级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

查。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办法或足球等级

标准等规定从事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有关活动的，可以以电话、

信件、邮件、传真等方式向等级管理单位、中国足协或国家体

育总局举报。 

第三十三条  等级管理单位应在足球等级管理系统公布接

受举报的电话号码、通信地址、电子邮箱、传真号码等。 

第三十四条  等级管理单位应当在接到举报后 1个月内完

成对举报的核实、处理。 

对于要求反馈结果的，等级管理单位应当将核实和处理结

果反馈举报单位或举报人；对于未明确要求反馈结果但提供联

系方式的，等级管理单位应当主动与举报单位或举报人联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授予等级称号的，中国足协应撤

销已授予的等级称号；情节严重的，上一级等级管理单位可以

责成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并暂停其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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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整改情况，上一级管理部门可以恢复或继续

暂停其管理权。暂停期每次最多为 4 年。 

第三十六条  等级管理单位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一级管理单位对直接负责人员和负有领

导责任的主管人员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中国足协将依据《中

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对相关单位及个人进行处罚。构成犯罪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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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不予审核的； 

（二）未说明不受理等级称号申请理由的； 

（三）未按照规定程序或期限审核等级称号申请的； 

（四）在管理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五）在管理过程中索取、收受当事人财物或谋取其他非

法利益的； 

（六）未说明不受理举报理由的； 

（七）未按规定程序和期限核实和处理举报的； 

（八）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七条  运动员提供虚假信息的，相关等级管理部门

可以 4年内不受理该运动员等级称号的申请。 

第三十八条  因竞赛规程规则、竞赛组织等原因引起等级

称号授予纠纷的，中国足协或相关管理单位应责令比赛主办方

进行整改，并可以暂停该比赛授予资格。 

暂停期满后，根据整改情况，中国足协或相关管理单位可

以恢复或继续暂停该比赛授予资格。暂停期每次最多为 4 年。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不适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外国

的运动员，以及参赛代表单位注册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

外国足球协会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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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编号方法》由中国足

协制定，与本办法同时发布。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中国足协拥有最终解释权。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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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足球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编号方法 

 

中国足协对全国范围内二级及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实

行统一编号，足球运动员等级证书编号型式为“CFA+编号”，

具体方法如下：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证书编号共 8 位  

前 4 位，为审批年份；   

第 5-8位，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二、运动健将证书编号共 9位  

前 4 位，为审批年份；   

第 5 位，为运动健将代码“0”；   

第 6-9位，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三、一级运动员证书编号共 13位 

前 4 位，为审批年份； 

第 5-8位，为一级运动员审批单位代码；  

第 9 位，为一级运动员代码“1”； 

第 10-13 位，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四、二级运动员证书编号共 13位。  

前 4 位，为审批年份。  

第 5-8位，为二级运动员审批单位代码；  

第 9 位，为二级运动员代码“2”；  

第 10-13 位，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五、三级运动员证书编号共 13位。  

前 4 位，为审批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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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位，为三级运动员审批单位代码；  

第 9 位，为三级运动员代码“3”；  

第 10-13 位，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五、一级、二级及三级运动员审批单位编码目录如下 

审批单位 单位编码 审批权限 

北京市足球协会 01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天津市足球协会 02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河北省足球协会 03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山西省足球协会 04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足球协会 05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辽宁省足球协会 06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沈阳市足球协会 0601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大连市足球协会 0602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吉林省足球协会 07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长春市足球协会 0701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足球协会 0709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黑龙江省足球协会 08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上海市足球协会 09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江苏省足球协会 10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南京市足球协会 1001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浙江省足球协会 11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安徽省足球协会 12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福建省足球协会 13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厦门市足球协会 1302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江西省足球协会 14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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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足球协会 15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青岛市足球协会 1502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河南省足球协会 16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湖北省足球协会 17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武汉市足球协会 1701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湖南省足球协会 18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广东省足球协会 19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广州市足球协会 1901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深圳市足球协会 1902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足球协会 20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海南省足球协会 21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重庆市足球协会 22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四川省足球协会 23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成都市足球协会 2301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贵州省足球协会 24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云南省足球协会 25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昆明市足球协会 2501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 26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陕西省足球协会 27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西安市足球协会 2701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甘肃省足球协会 28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青海省足球协会 29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足球协会 30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足球协会 31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 3400 本系统内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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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育大学 35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上海体育学院 36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武汉体育学院 37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西安体育学院 38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成都体育学院 39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沈阳体育学院 40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广州体育学院 41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中国足球学校 4400 本校在籍学生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教育部校足办 4500 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天津体育学院 46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吉林体育学院 47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河北体育学院 48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哈尔滨体育学院 49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首都体育学院 50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沈阳体育学院 5100 本校在籍学生一级、二级、三级足球运动员 

六、审批年份以等级称号正式授予文件的成文日期中的年

份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