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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青年 7 人制 

橄榄球锦标赛规程 

 

 

一、 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橄榄球协会。  

二、 承办单位： 

四川省棒球垒球曲棍球运动管理中心； 

都江堰市体育局。 

三、 竞赛日期：  

2014 年 6月 25日至 6 月 29 日。 

6 月 25 日（星期三）                 12:00-18:00 报到； 

6 月 26 日（星期四）                 训练； 

6 月 27 日（星期五）-28日（星期六）  比赛； 

6 月 29 日（星期日）                 12：00 前离会。 

四、 竞赛项目： 

英式 7人制橄榄球比赛。 

五、 竞赛地点： 

都江堰市凤凰体育场。 

六、 参赛单位： 

经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橄榄球协会批准的省级团体会员单

位及其下属地（市）级代表队，每个省市级团体会员单位及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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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市）级代表队报名队伍数量不得超过 2支，且参赛运动员

必须为 2014 年度注册橄榄球运动员。 

七、 运动员资格：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各参赛单位必须为参赛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赴赛区报到需携带保单复印件，以备查验。 

（四）符合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 

（五）按照《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橄榄球项目实施细

则（试行）》（小球字【2011】62号）进行 2014 年注册的运动员。 

（六）符合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七）年龄规定：须为 1996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运动员。 

（八）特殊规定 

1、小球中心将对运动员注册等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凡经查

实有违反规定者，除取消运动员参赛资格外，还将依据中国橄榄

球协会的相关规定对运动员及相关单位进行处罚。 

2、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资格

另行规定。 

八、 报名办法： 

1、 官员报名人数：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医生 1

人。同一名领队、教练员等官员只能代表一个注册单位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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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员报名人数：各队伍于 6 月 16 日前确定参赛的 15 名

运动员，赛前技术会上确认正式比赛的 12名运动员。 

3、 每队须报 2名随队裁判员（可报名人选详见协会官方网站），

未报随队裁判员不得参加比赛，相关费用由所属单位承担，

管理权归中国橄榄球协会及赛事组委会。 

4、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和

随队裁判员资格另行规定。 

九、 竞赛办法： 

（一） 分组及比赛办法： 

分组原则：根据 2013 年全国青年 7 人制橄榄球锦标赛成绩

排名，设立种子队，其它队伍以抽签方式确定。报名参赛队不足

9 支，分 2 个小组；9 至 11 支队分 3 个小组；12 支队或以上，

分 4 个小组。 

第一阶段进行单循环比赛。如参赛队伍超过 5支，则进行分

组循环比赛，抽签进行分组； 

第二阶段根据小组成绩进行交叉淘汰赛。（青年赛没有加时

赛，若比赛相同，则以积分相等各队之间的比赛结果为准，获胜

的队名次列前。如果无法确定名次，将按下述决定名次办法决定

名次。） 

具体办法根据报名队数由赛事委员会另行决定。 

（二） 决定名次办法： 

1、 小组循环赛决定名次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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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赛中各队每胜一场得 3分，平一场得 2分，负一场得

1 分，弃权得 0分。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如同一小组出现积分相等的情况，则以积分相等各队之间的

比赛结果为准，获胜的队名次列前。如果无法确定名次，将按下

述办法决定名次： 

以积分相等各队之间比赛的所有场次中的总得分与总失分

的差数进行比较,差数正数值大的队名次列前列；如仍不能确定

名次 ,则以积分相等各队在同一小组的所有场次的比赛中的达

阵总得分与被对方达阵总失分的差数进行比较 ,差数正数值大

的队名次列前;如仍不能确定名次,则以积分相等各队在同一小

组的所有场次的比赛中的总得分决定名次，总得分高的队名次列

前；如仍不能确定名次,则以积分相等各队在同一小组的所有场

次的比赛中达阵总得分决定名次，达阵总得分高的队名次列前；

如仍不能确定名次,则两队领队采用抛掷硬币的方式决定名次。 

2、 各小组同名次队伍成绩的比较办法: 

若各小组队伍数量相等,则积分高者成绩列前。若各小组队

伍数量不同,则统计的小组赛场次以小组队数少的小组的场次数

为准。队数多的小组中进行统计的队伍与该小组最后一名的比赛

场次不计入统计范畴。在同等场次数量的基础上,积分高者名次

列前。 

若有小组同名次的队积分相等，则如所有小组队数相等， 

按各积分相等同名次队在各自小组的所有场次的比赛中的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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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分与总失分的差数和达阵总得分与达阵总失分的差数进行比

较，差数正数值大的队排名列前。如小组队数不相同，则以队数

最少的小组每队比赛的场次数为计算标准，队数多的小组的相关

队伍与该小组排名最差的队伍的比赛数据不予计算，计算方法同

上。如仍不能决定排名，则在积分相等各队之间的比赛中总得分

多的队名次列前；如仍不能决定名次，则积分相等各队在各自小

组的所有场次的比赛中的达阵总得分多的队名次列前；如仍不能

决定排名，则积分相同队的领队之间以抛掷硬币的方式决定排

名。 

（三） 比赛规则： 

1、采用国际橄榄球理事会最新的橄榄球比赛规则。 

2、比赛时间为 14 分钟，上下半场各 7 分钟，中间休息 2分

钟。 

3、冠亚军决赛为 20 分钟，上下半场各 10 分钟，中间休息

2 分钟。 

4、每队可以在比赛进行过程中的任何时间提出换人，换人

人数为 5 人，换下的队员不得重新上场（不包括因出血而进行的

临时换人）。 

5、英式橄榄球赛风雨无阻，各队须按时参加比赛。 

6、规则中所涉及到青少年变化规则按 IRB 十九岁未满组级

变化规则运用。 

（四） 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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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队应准备不同颜色印有号码的比赛服至少两套，并在

报名单上注明服装颜色和队员号码； 

2、 运动员需穿着符合规则规定的服装和护具； 

3、 服装上不准使用金属纽扣和金属饰物；运动员不得戴首

饰； 

4、 上场队员需佩戴头盔、护肩和护齿。 

十、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1、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成员以及相关技术人员由国家体育

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橄榄球协会统一选派。 

2、设仲裁委员会，其人员组成和职责按照《仲裁委员会条

例》执行。 

3、赛事纪律：比赛依据《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和

《中国橄榄球协会纪律及处罚规定》处理违规违纪事件。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 报名： 

各队将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明表、保险证明表（表

格都需加盖单位公章）于 2014年 6 月 16 日前报国家体育总局小．．．．．．．

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二．．．．．．部和．．都江堰市体育局。 

注：地（市）级代表队报名表需加盖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公章。 

同时提交报名表电子版和队伍所有人员照片．．．．．．．．．．．．．．．到中国橄榄球

协会邮箱（crfa20100609@163.com）。 

1、联系方式如下： 

mailto:crfa2010060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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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二部： 

地址：北京东城区体育馆路 5号，100763 

联系人：于晗、石岩 

电话：010-87183554   传真：010-67138387 

（2）四川省棒垒曲运动管理中心 

     联系人：彭东 

     电话：13551888166 

（3）都江堰市体育局： 

联系人：陶燕       电话：13608226015 

传真：028-61926265 

2、表格电子版下载地址： 

 邮箱名称：http://rugby.sport.org.cn 

（二） 报到： 

报到地点：锦江丽景酒店 

地址：都江堰市幸福镇友爱路兴堰丽景 B 区 

电话：028—8721888（总机）转 8721555 前台 

报到时提交材料．．．．．．．： 

1、 报名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2、 保险证明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3、 健康证明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如提交材料不齐全，赛事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队伍参赛资格。 

十二、器材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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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器材： 

由中国橄榄球协会统一提供。 

（二） 经费： 

各队差旅费自理、食宿费按照标准交付，具体接待费用标准

如下： 

1、 接待时间、人数： 

接待时间：2014年 6 月 25日至 6月 29 日。 

人数：每队 16人。 

费用：150 元/人/天，超编人员按 220元/人/天。 

2、 接站标准： 

赛事组委会负责接送队伍往返都江堰火车站至报到指

定酒店，具体接待安排请与都江堰市体育局联系。 

如队伍需要从成都机场至报到指定酒店，请与四川省棒

垒曲运动管理中心联系，费用须由队伍承担。 

3、 超出以上接待时间、人数或房间标准的队伍食宿费用， 

请与都江堰市体育局联系。 

4、 赛事组委会负责比赛日的现场临时医疗救护，因伤引起 

的费用由各队自理。 

十三、保险 

各参赛队单位对参赛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和参赛期间可能会

出现的意外伤害负有全责。必须．．为所有运动员办理运动意外伤害

保险，并在报到时上交给组委会审核，无保险的单位．．．．．．不允许．．．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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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对违反赛场纪律的处分办法按中国橄榄球协会有关规定执

行。 

十五、赛事礼仪规定 

各参赛队应严格遵守退场礼仪，每场比赛结束后双方队员握

手并向执场裁判致谢； 

十六、兴奋剂检查、血液检查、性别检查等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相

关规定执行。 

十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八、本竞赛规程总则最终解释权归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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