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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为便于青少年攀岩运动员报名参加全国青少年攀岩比赛，特

建立中国青少年攀岩赛事报名平台（www.cma-youth.com），请相

关单位和个人根据本指南完成在平台注册，并报名参加各比赛。 

本平台的主要用户为各参赛代表单位的负责人和运动员的

监护人，基于此，以下使用指南主要针对以上用户进行描述，包

括使用流程及注意事项，请务必仔细阅读。 

本版指南新增报名流程图和运动员报名比赛上传资格证明

文件部分内容，并对部分证明文件要求进行详细说明，具体见相

应章节内容。 

二、 概述 

（一）用户 

报名平台用户分监护人和参赛单位两类，运动员不可直接注

册成平台用户，否则审核不通过。 

（二）简要流程 

监护人或参赛单位用户需先在平台上注册账户，登录后在首

页分别进行相关操作，简要流程图和要求说明如下： 



 

（1）监护人上传本人身份证明资料、填写相应信息进行监

护人注册，经审核通过后再次上传本人与运动员监护关系证明、

填写相应信息为所监护的运动员注册，经审核通过后，运动员完

成了在平台上的注册； 

（2）参赛单位上传相应资料、填写相应信息进行参赛单位

注册，经审核通过后上传签约运动员的合约证明文件完成与运动

员的关联（前提是该运动员已由监护人完成在平台上的注册）； 

（3）通过监护人管理后台报名比赛的运动员默认代表个人

参赛，运动员与代表单位签约并确定锁定关系后，监护人无法在

后台为运动员报名（“锁定”具体释义见第四章节“参赛单位用

户”中关于添加运动员合约部分说明）； 

（4）无论运动员与代表单位是否确定锁定关系，凡是通过

参赛单位管理后台报名比赛的运动员只代表该单位参赛； 

（5）通过参赛单位管理后台为该单位的随队官员（领队、

教练、队医）报名。 

（三）准备材料 



（1）监护人用户 

身份证件证明文件（身份证、护照、港澳身份证件），与运动

员监护关系证明文件（医学出生证明、户口本中本人页和运动员

页、监护证明等），运动员证件照（只接受尺寸为 106*150像素）。 

（2）参赛单位用户 

单位法人实体证明（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证、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等），与运动员签约证明，与随队官员签约证明，

随队官员证件照（只接受尺寸为 106*150像素）。 

（3）报名参赛 

符合规程要求的运动员资格证明文件，如获奖证书、成绩单

照片或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等。 

以上所有材料都以图片的形式上传，可以是对相关材料的拍

照、扫描等，建议以图片内容为标题存放于手机或电脑上，方便

查找和后台审核。 

三、 监护人用户 

运动员不可直接在平台进行用户注册，必须由运动员监护人

在平台注册成为用户后，在个人管理后台通过注册运动员添加运

动员，各阶段需要上传一定资料且经后台管理员审核，审核通过

后，运动员在平台注册成功且获得唯一的参赛 ID。 

（一）网站用户注册 

用浏览器登录 www.cma-youth.com，点击网站左侧“注册”

按钮，如下图所示，按照提示输入所需信息。 

http://www.cma-youth.com/


 

注册时需输入用户名、密码、手机、验证码，其中用户名

和密码均可自行设定，用户名和手机号码不可重复注册，同一

手机号不可同时用于监护人和参赛单位注册。 

 

（二）登录 

注册成功后，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后，可进入监护人

个人页面。 



（三）监护人注册 

（1）填写注册信息 

将鼠标置于红色箭头指向的用户名处（上面的黄圈内），则

可看到下拉菜单中的“监护人注册”（下面黄圈内）。 

 

点击该菜单，进入监护人注册页面填写信息，如下图： 

 



注册信息说明： 

1.监护人姓名、性别、证件号码等信息务必与身份证件上一

致； 

2.身份证件可选身份证、港澳台、护照，请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 

3.监护人验证材料指所选择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扫描件或照

片等，要求可清晰的看到证件上的姓名、性别、证件号码等信息。 

（2）注册并提交审核 

完成信息填写和资料上传后，点击“注册”按钮，提交后台

管理员审核，随后监护人个人首页会出现新的菜单，见下图中红

圈内的“管理”，鼠标移至“管理”按钮，则可出现下拉菜单“监

护人资料”，点击该按钮可进行资料更新管理，如发现身份证号

码错误、地址变更、手机号码变更，均可在此管理。 

 

如审核未通过，通过点击“监护人资料”查看审核未通过原



因，并根据说明重新提交相关信息进行注册，示例见下图： 

 

重新提交信息注册，后台管理员将再次审核。 

（3）审核通过 

在监护人的个人首页中将鼠标移至“管理”菜单中会出现新

的下拉菜单（新增加了“报名管理”和“运动员管理”），见下图。

监护人点击“运动员管理”则可进行运动员的注册工作，运动员

注册成功后，监护人点击“报名管理”可对运动员报名参赛进行

管理。至此，监护人完成了平台上注册流程。 



 

（四）运动员注册 

（1）填写运动员信息 

监护人注册完成后，点击个人页面“管理”下拉菜单中的“运

动员管理”进入运动员注册页面，如下图： 

 

点击“注册运动员”，弹出如下界面，在该界面下填写运动

相关信息，并提交证件照，各项信息填写说明如下： 



 

1.红圈中姓名、籍贯、出生日期、证件号码、与监护人关系

需要手动填写，其中籍贯按“XX 省/直辖市/自治区 XXX 市”填

写，与监护人关系一般按“父子、母子、父女、母女、爷孙等”

填写，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点击出生日期后从日历中选择； 

2.绿圈中性别和证件类型通过下拉菜单选择； 

3.黄圈中组别信息在填写出生日期后系统自动填写； 

4.点击蓝圈中“上传照片”选中证件照后上传，因形象统一

需求，证件照片尺寸必须是 106*150 像素，否则无法上传，可至

专业拍照机构将该要求告知，或者自行拍完后用图片编辑软件将

照片像素调成该尺寸。说明：此处证件照是指运动员个人免冠照

片，而不是对身份证等证件拍照后的图片。 

（2）提交关系证明 

填写完成后点击“立即提交”，可看到“运动员管理”界面已

经出现了刚才注册的运动员，点击如下图红圈所示的“关系证明”

上传该证明即可完成运动员注册。“关系证明”文件一定要上传，



且证明上监护人和运动员的姓名、证件号、监护关系等信息清晰

可见，否则后台无法通过运动员注册的审核。 

 

说明：关系证明指可说明监护人和运动员之间监护关系的文

件，包括医学出生证明、户口本、监护证明等，监护人为父亲或

母亲可上传医学出生证明，如使用户口本作为关系证明须上传监

护人所在页和运动员个人页，如使用监护证明则需为由相关单位

出具的合法监护证明。 

（3）提交审核 

完成所有资料提交和信息填写后，后台管理员会对运动员进

行审核，审核状态可以在监护人个人管理界面点击“运动员管理”

查看，有“未通过”、“待审核”、“通过”三种状态，如为“未通

过”可在该页面查看未通过原因，并根据说明提交相关信息重新

进行注册，如为“待审核”则需等待后台审核。 



 

（4）完成注册 

审核状态变为“通过”，则完成了该运动员的注册工作，如

下图，后台管理员会为运动员分配唯一比赛 ID（cmaid，平台首

次启动注册将集中分配，集中注册期结束后，运动员完成注册即

将获唯一比赛 id）。监护人已经可以为运动员报名比赛，此时监

护人给运动员报名比赛则只可代表个人参赛，运动员代表单位参

赛在下一章节做说明。 

 

说明：一个监护人可以为多名由本人监护的运动员注册，注

册时必须提供符合要求的关系证明，关于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规定

请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后台管理员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审核提交



的关系证明。 

（5）报名参赛 

已经由监护人完成了注册的运动员已经可以代表个人报名

参加比赛。登录监护人账号后，在个人首页点击“管理”中的“报

名管理”，如下图则可进入比赛报名页面。 

 

 

点击上图红圈中“报名”，出现具体比赛报名界面如下： 



 

点击赛事名称下拉选择要报名的比赛，点击远动员下拉选择

已经完成注册的运动员，根据竞赛规程说明选择要参加的比赛项

目，如下图，完成后点击“立即提交” 。 

 

可看到报名管理界面出现已报名运动员信息，如下图： 

 



点击红圈内“证明上传”，此处证明指符合比赛规程要求的

运动员资格证明，具体各比赛对运动员资格证明各不一样，常用

的有获奖证书、裁判长签字版成绩单、成绩册等，至此报名比赛

需准备的材料提交完毕。 

后台管理员收到报名信息后将进行审核。再次提示：由监护

人为运动员报名，该运动员只可代表个人参赛，如需代表某单位，

则要求该单位在平台完成注册后，且在平台上成功添加该运动员

后，由该单位为运动员报名后，该运动员将代表该单位参加所报

名比赛。 

（6）审核 

报名后可通过“管理”中“报名管理”查看报名审核状态，

分“通过”、“未通过”、“待审核”三种，“未通过”状态下根据审

核意见修改报名信息重新提交报名，“待审核”状态下等待管理

员审核，“通过”状态下比赛报名成功。 

注意：一旦审核状态为“通过”后，则无法修改任何信息，

如取消报名或需要修改报名信息则需要联系比赛报名负责人在

后台删除该报名。下图为审核通过报名成功。 



 

四、 参赛单位用户 

参赛单位可安排负责人在平台进行用户注册，在管理后台添

加已经由监护人完成注册的运动员，各阶段需要上传相应资料且

经后台管理员审核，审核通过后，运动员可代表该单位参赛。 

（一）网站用户注册 

用浏览器登录 www.cma-youth.com，点击网站左侧“注册”

按钮，如下图所示，按照提示输入所需信息。 

 

注册时需输入用户名、密码、手机、验证码，其中用户名

http://www.cma-youth.com/


和密码均可自行设定，用户名和手机号码不可重复注册。如点

击注册后页面显示的是“监护人用户注册”，则可点击下图示红

圈内的“参赛单位用户注册”切换成对应页面。注意：参赛单

位用户必须通过“参赛单位用户注册”才可与运动员之间建立

签约关系，完成签约在网站提交证明之后运动员才可代表该单

位参赛。 

 

切换成“参赛单位用户注册”后如下图，按照说明填写相关信息。 



 

（二）登录 

注册成功后，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后，可进入参赛单

位首页。 

（三）参赛单位注册 

（1）填写注册信息 

将鼠标置于红色箭头指向的用户名处，则可看到下拉菜单中

的“参赛单位注册”，如下图所示红色圈内。 



 

点击该菜单，进入参赛单位注册页面后填写信息，如下图 

 

注册信息说明： 

1.参赛单位名称、地址等信息务必准确填写，邮箱选填； 

2.联系人处填写姓名，至少填写一个联系电话，以方便联系； 

3.参赛单位验证材料指参赛单位的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

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合法的法人实体证明，上传复印



件、扫描件或拍照图片，要求可清晰的看到证件上的单位名称、

法人等信息。 

（2）注册并提交审核 

完成信息填写和资料上传后，点击“注册”按钮，提交后台

管理员审核，随后参赛单位首页会出现新的菜单，见下图中红圈

内的“管理”，鼠标移至“管理”按钮，则可出现下拉菜单“参赛

单位资料”，点击该按钮可查看注册审核状态和进行资料的更新

管理，如地址变更、联系人变更、联系电话变更，均可在此管理。 

 

如审核未通过，通过点击“参赛单位资料”可查看审核未通

过原因，并根据说明重新提交相关信息进行注册，示例见下图。 



 

重新提交信息注册，后台管理员将再次审核。 

（3）审核通过 

审核通过后，在参赛单位首页中将鼠标移至“管理”菜单中

会出现新的下拉菜单（新增加了“报名管理”、“运动员管理”和

“官员管理”），见下图。点击“运动员管理”则可进行参赛单位

与已经由监护人完成注册的运动员（且经后台管理员审核通过）

签约的最后一步，即在报名平台上将该运动员添加到该参赛单位。

点击“报名管理”可对已完成与单位签约的运动员进行报名参赛

管理。点击“官员管理”可对本单位参赛时的随队官员（领队、

教练或队医）进行管理。至此，参赛单位完成了平台上的注册流

程。 



 

（四）添加运动员 

（1）填写运动员信息 

参赛单位注册完成后，点击首页“管理”下拉菜单中的“运

动员管理”进入添加运动员页面，如下图： 

 

点击红圈中“添加运动员”，出现如下界面，点击界面红圈

处，在该处输入已完成签约的运动姓名并从出现的姓名列表中选



定，该界面中其他信息自动录入，点击“立即提交”。 

提示：如果监护人在平台上尚未完成该运动员的注册，则在

姓名栏搜索不到该运动员，无法进行下一步。 

 

（2）提交合约证明 

填写完成后点击“立即提交”，可看到“添加运动员”页面已

经出现了刚才添加的运动员，点击如下图红圈所示的“合约”上

传该证明即可完成添加运动员并提交后台审核。“合约”文件一

定要上传，且参赛单位和运动员关键信息清晰可见，否则后台无

法通过参赛单位添加该运动员的审核。 



 

点击“合约”后，出现界面如下图： 

 

手动选择合约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要求两个日期与合约

文件里一致，且添加运动员日期应在合约开始日期之后。即要求

运动员与参赛单位签订代表参赛协议后，方可到平台上进行参赛

单位与运动员的关联。 

否则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1.合约的开始日期在提交该合约日期之后 

2.合约的结束日期在提交该合约日期之前 

则合约状态显示为“合约过期”，运动员添加不成功。 

示例：某单位与运动员签订的合约有效期为 2019年 4月 21

日至 2020年 4月 20日，如参赛单位在 2019年 4月 21日之前添

加该运动员，按照合约有效期分别填写正确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

期，提交后会发现合约状态为“合约过期”；如参赛单位在 2019

年 4 月 21 日（含）之后添加该运动，按照合约有效期分别填写

正确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提交后合约状态为“合约期内”。 

点击“上传合约”，出现新的界面如下，可看到红圈内“选择

文件”按钮。 

 

点击“选择文件”按钮，找到存放注册协议图片的地方进行

上传，如下图所示，上传完成后可看到刚刚上传文件，如合约文

件有多张图片，点击选择文件继续可上传。 



 

上传完合约证明后，点击该界面右上角的关闭，点击“立即

提交”按钮，所有资料将提交后台审核。 

关于合约说明： 

1.合约内容必须明确约定协议有效期运动员是否只可代表

该单位参赛（另一种情况是代表个人）。如明确约定只可代表该

单位参加所有通过该平台报名的比赛，则后台审核时将锁定运动

员与该单位的合约关系，锁定后，只可通过该单位为运动员报名

参赛，监护人无法为其报名。如双方未明确约定，后台审核时不

进行锁定。这种情况下，通过参赛单位账号为运动员报名比赛，

运动员将代表该单位，通过监护人账号为运动员报名比赛，运动

员将代表个人。管理员后台审核以合约内容为确定是否锁定的唯

一依据。 

2.如运动员与参赛单位已签订合约，合约相关信息按照已签

订的合约内容填写，并上传，未明确约定上述第一条内容，须增



加该部分内容约定; 

3.如本次注册平台前未签订，可使用中国登山协会青少年委

员会提供的合约模板或双方自行约定合约内容（必须明确约定第

一条内容）并签约; 

4.合约证明为双方签字盖章后的照片、扫描件等，以常见图

片的格式存放，如 jpg。 

（3）提交审核 

完成所有资料提交和信息填写后，后台管理员会对所添加运

动员进行审核，审核状态可以在参赛单位管理界面点击“运动员

管理”查看，有“未通过”、“待审核”、“通过”三种状态，如为

“未通过”可在该页面查看未通过原因，并根据说明提交相关资

料重新进行添加，如为“待审核”则需等待后台审核。 

 

（4）完成添加 

审核状态显示为“通过”，则参赛单位成功添加该运动员，



如下图。参赛单位可以为运动员报名比赛，由参赛单位为运动员

报名的比赛，该运动员代表该参赛单位。 

 

说明：一个参赛单位可以添加多名运动员，添加时必须提供

符合要求的合约证明。 

（5）报名参赛 

参赛单位完成了添加运动员后，登录平台，在参赛单位首页

点击“管理”中的“报名管理”可进入比赛报名页面，如下图。 

 

点击下图红圈赛事名称处，可看到网站赛事列表中所有的赛



事，选中开始报名的比赛，该横栏后部出现新按钮“运动员报名”，

如选中的赛事为报名已经结束或尚未开始的比赛，不会出现该按

钮，无法给运动员报名。 

 

新出现的按钮“运动员报名”见下图红圈中,点击该按钮，

弹出“运动员报名”小窗。 

 

在小窗内点击远动员，在下拉菜单内可选择已经由本单位登

记完成的运动员，根据竞赛规程说明选择要参加的比赛项目，完

成后点击“立即提交”。 



 

提交后可看到报名管理界面中运动员信息如下图： 

 

点击红圈内“证明上传”，此处证明指符合比赛规程要求的

运动员资格证明，具体各比赛对运动员资格证明各不一样，常用

的有获奖证书、裁判长签字版成绩单、成绩册等，至此报名比赛

需准备的材料提交完毕，后台管理员收到报名信息后将进行审核。 

（6）审核 

报名后可通过“管理”中“报名管理”查看报名审核状态，

分“通过”、“未通过”、“待审核”三种，“未通过”状态下根据审

核意见修改报名信息重新提交报名，“待审核”状态下等待管理

员审核，“通过”状态下比赛报名成功，一旦审核状态为“通过”

后，则无法修改任何信息或删除报名，如取消报名或需要修改报

名信息则需要联系比赛报名负责人删除该报名。下图为审核通过



报名成功。 

 

（五）官员注册 

（1）填写官员信息 

参赛单位注册完成后，点击首页“管理”下拉菜单中的“官

员管理”进入官员注册页面，如下图： 

 

点击红圈中“注册官员”，出现小窗如下图，在该小窗界面

内填写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立即提交”。 



 

填写说明：姓名、籍贯、邮箱、联系电话、证件号码、通讯

地址手动输入，性别、证件类型和参赛身份通过点击下拉菜单选

择。点击“上传照片”选中证件照后上传，证件照片尺寸必须是

106*150像素的，否则无法上传，可至专业拍照机构将该要求告

知，或者自行拍完后用图片编辑软件将照片像素调成该尺寸。 

（2）审核 

填写完成后点击“立即提交”，可看到“注册官员”页面已经

出现了刚才注册的官员，此时“有效状态”下显示为“过期”，需

点击如下图红圈所示的“资料”继续编辑，填写该官员任运动队

相应职务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以及上传证明文件。



 

点击“资料”后，跳出小窗如下图： 

 

手动选择合约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要求两个日期与合约

文件里一致，且注册官员日期应在合约开始日期之后。如出现以

下两种情况： 

1.合约的开始日期晚于注册官员日期 

2.合约的结束日期早于注册官员日期 

则有效状态显示为“过期”，官员添加不成功。 

点击“上传资料”，出现新的界面，点击“选择文件”按钮。

找到存放该资料的图片版上传，上传完成后可看到刚刚上传的文



件，如证明文件有多张图片，点击选择文件继续可上传。 

说明：如所注册官员与参赛单位已签订合约，合约相关信息

按照已签订的合约内容填写，并上传。如本次注册平台前未签订，

可使用中国登山协会青少年委员会提供的合约模板或双方自行

约定合约内容并签约，合约证明为双方签字盖章后的照片、扫描

件等，以常见图片的格式存放，如 jpg。 

上传完资料后，点击该界面右上角的关闭，返回上一级界面

点击“立即提交”按钮，所有资料将提交后台审核。 

（3）提交审核 

完成所有资料提交和信息填写后，后台管理员会对所注册官

员进行审核，审核状态可以在参赛单位管理界面点击“官员管理”

查看，有“未通过”、“待审核”、“通过”三种状态，如为“未通

过”可在该页面查看未通过原因，并根据说明提交相关资料重新

进行添加，如为“待审核”则需等待后台审核。 

（4）完成注册 

审核状态显示为“通过”，则参赛单位成功注册该官员，可

以为官员报名比赛。 

说明：一个参赛单位可以注册多名官员。 

（5）报名参赛 

参赛单位完成了官员注册后，登录平台，在参赛单位首页点

击“管理”中的“报名管理”可进入比赛报名页面，如下图。 



 

先点击下图红圈处“官员”按钮，再点击赛事栏中选中要报

名的比赛，该横栏后部出现新按钮“官员报名”，如选中的赛事

为报名已经结束或尚未开始的比赛，不会出现该按钮，无法给官

员报名。 

 

点击新出现的按钮“官员报名”，弹出“官员报名”小窗。在

小窗内点击官员的下拉菜单内可选择已经由本单位登记的官员，

完成后点击“立即提交”，后台管理员收到报名信息后将进行审

核。 

（6）审核 

报名后可通过“管理”中“报名管理”查看报名审核状态，



分“通过”、“未通过”、“待审核”三种，“未通过”状态下根据审

核意见修改报名信息重新提交报名，“待审核”状态下等待管理

员审核，“通过”状态下比赛报名成功，一旦审核状态为“通过”

后，则无法修改任何信息或删除报名，如取消报名或需要修改报

名信息则需要联系比赛报名负责人删除该报名。下图为审核通过

报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