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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英式十五人制橄榄球锦标赛
竞赛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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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三、竞赛项目

英式 15人制橄榄球比赛（男子、女子）

四、竞赛日期

11月 26日 报到（14:00至 20:00）
11月 27日至 28日 测试、训练

11月 29日至 12月 5日 训练、比赛

12月 6日 离会（12:00前）

五、竞赛地点

山西省足球训练基地（太原市阳曲县现代大道与 108 国

道交叉口南 200 米体育场）

六、参赛单位

在中国橄榄球协会 2019 年度备案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学校、俱乐部等可报名参加。（每个地

级市限 2个队报名，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限 3个
队报名，须当地橄榄球协会、体育局、体育总会或教育局盖

章，港澳台球队不计入最终比赛成绩，后面队伍比赛名次递

增）

每个单位、学校或俱乐部仅限报名一支参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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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为在中国橄榄球协会完成 2019
年度备案的橄榄球运动员；

（二）运动员代表资格出现争议，由相关单位协商解决，

如协商解决不了，运动员不再参加本次比赛；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

国公民（须持有有效的学习或者工作签证）；

（四）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五）须由参赛单位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意外

身故伤残不低于 50 万，意外医疗不低于 5 万，保障责任中

还需包括住院津贴、猝死责任及交通意外），各参赛队须携

保单原件赴赛区，报到时查验；

（六）符合中国橄榄球协会有关规定；

（七）符合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八）年龄规定：比赛日前必须年满 17周岁（2002年
运动员报名不得超过 2人）；其中前排运动员须为 2001年以

前出生的运动员。

注：未满 18周岁运动员须其监护人和所在单位签字盖

章同意。

（九）特殊规定：

1、中国橄榄球协会将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查，

在每场比赛召集检录时每位运动员须自带个人身份证或护

照（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及签证复

印件）以备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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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对运动员及相

关单位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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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参赛

资格另行规定。

八、参加办法

（一）比赛设专业组和社会组，各报名参赛单位根据

2019年度中国橄榄球协会备案信息均可报名，首次参赛报名

的队伍不可报专业组；

（二）官员报名人数：每队可报领队 1人、教练员 2人、

队医 1人、理疗师 1人、随队裁判 1人，同一名官员只能代

表一个单位报名；

（三）运动员报名人数：各报名队伍于 11月 22日 15:00
前确定参赛的 30 名运动员，赛前技术会上确认正式比赛的

23名运动员和球衣号码，一经确认不可更改。

（四）各报名队伍须报 1名随队裁判员和 1名队医。随

队裁判员须通过中国橄榄球协会培训（一级或国家级），队

医或理疗师须为经过中国橄榄球协会培训考试合格者。随队

裁判员及队医或者理疗师相关费用由参赛单位承担。随队裁

判员的管理权归中国橄榄球协会及赛事组委会。

未报随队裁判员、队医或理疗师的队伍不得参加比赛；

不能派出随队裁判员、队医或者理疗师的报名队伍须由中国

橄榄球协会指派后方可参赛，相关费用由报名单位承担。

九、竞赛办法

（一）分组及比赛办法：

1、分组原则：

根据 2018年全国英式十五人制橄榄球锦标赛成绩设种

子队

分别进入各小组，其他队伍抽签进入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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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办法根据报名情况决定。

（二）比赛规则

1、采用世界橄榄球联合会最新的橄榄球比赛规则。

（1）男子比赛时间为 70 分钟，上下半场各 35 分钟，

中间休息 10分钟。

（2）女子比赛时间为 60 分钟，上下半场各 30 分钟，

中间休息 10分钟。

2、参赛运动员单场比赛上场时间需满 20 分钟，即视

为有效参赛。如有队伍提出弃权比赛，则判未提出弃权队为

获胜队伍队，但不计队员上场纪录。

3、每队可以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提出换人，换人为 8人，

换下的队员可以重新上场（不包括因出血、脑震荡而进行的

临时换人）。

4、达阵后加踢射门：

为提高国内橄榄球队员在达阵后追加射门（定踢）的技

术水平，进一步重视该项技术，经中国橄榄球协会研究决定

对达阵后追加射门的得分分值规则予以修改，具体如下：

（1）女子队员在边线与 15 米线（包括 15 米线）区域

内追加射门成功的分值由 2分改为 3分；

（2）女子队员在边线与 5 米（包括 5 米线）区域内追

加射门成功的分值由 2分改为 4分；

（3）男子队员在边线与 5 米（包括 5 米线）区域内追

加射门成功的分值由 2分改为 3分；

（4）其他区域的达阵后的追加射门可选择达阵点的延

长线上，也可选择 3分或者 4分区域内进行追加射门；

（5）采用同侧原则，只能选择与达阵同侧的 3分或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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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内射门加分，由主裁判判定；

（6）如果同一场比赛同一支队伍 3次以上（含 3次）3
分或者 4分区域内追加射门成功，则在第 4次追加射门成功

后开始每次成功射门后再追加 1分；

（7）比赛达阵后采用落地反弹踢射门成功的只计入 1
分，不享受其他加分。

5、橄榄球赛风雨无阻，各队须按时参加比赛。

（三）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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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数字的范围必

须为 1-99号；

2、运动员需穿着符合中国橄榄球协会认定的服装和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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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场队员必须佩戴护齿，未满十八周岁的上场

队员必须佩戴头盔和护肩。

十、决定名次办法

（一）小组单循环赛决定名次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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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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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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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不能确定名次，则以积分相等各队所有场次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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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参赛队弃权需在该场比赛开始前 1小时，由领队以

书面确认的形式提交至赛事组委会，经赛事组委会认可后，

本场比赛比分为 0:50。
（二）第二阶段淘汰赛决定名次的办法：

比赛时间内，达阵次数多的队获胜；如果达阵次数相同，

最先达阵的队获胜；如果没有队伍达阵，则比较两队在第一

阶段循环赛中的得失分差，得失分差正数值高的队获胜。如

仍不能确定名次，则由两队领队采用抛掷硬币的方式决定名

次。

十一、报名及报到接待

（一）报名须知

1、截止时间：2019年 11月 22日 15:00
2、报名必须材料：

（1）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扫描件及 word版）；

（2）健康证明表（加盖单位及医疗机构公章扫描件）；

（3）保险证明表（加盖单位及保险机构公章扫描件）；

（4）住房预定表（领队签字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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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队伍服务需求说明（领队签字扫描件）；

（6）所有人员证件照（标明身份类别及姓名）；

（7）所有人员身份证明文件；

（8）运动员保险保单（扫描件）；

（9）反腐廉洁公平参赛责任书（签字盖章扫描件）；

（10）比赛服照片（深、浅两套服装清晰全照）。

注：报名相关材料下载地址 http://rugby.sport.org.cn
3、报名方式：将上述报名必须材料一次性发送至中国

橄榄球协会官方邮箱 crfa_matches@163.com 并抄送至承办

方邮箱 sxtylxc@163.com 需电话经中国橄榄球协会核验确认

后方为报名成功。

4、联系方式：

（1）中国橄榄球协会

联系人：郭晋菡

电话及传真：010-67136683 1860105093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74 号天坛体育文化中

心 405室
邮编：100061
（2）赛事承办地

地址： 山西省足球训练基地

联系人及电话：

a、接待 曲丽华 13754825607
b、竞赛 邰洪湧 13834566785
c、场地 顾爱国 13703516740

（二）报到

1、时间：11月 26日（14:00至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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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点：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万事兴商务酒店

3、联系人：曲丽华

4、报到时需提交的材料：

（1）报名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2）健康证明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3）保险证明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4）保险保单原件（查验后发还）；

（5）反腐廉洁公平参赛责任书（盖单位公章并签字）。

队伍报到同时将盖有单位公章的报名材料统一交至报

到接待处，迟交或不交不予办理报到手续。如提交材料不齐

全或存在其他问题，赛事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队伍参赛资格。

（三）接待

1、接待时间：11月 26日 14:00至 12月 6日 12:00
2、接待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事兴商务酒店

3、接待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 004乡道与 108国
道交叉口南 150米

4、接待人数：每队不超过 29 人（超出人员按照 300
元/人/天标准缴纳食宿费）。

5、各参赛队必须通过提交住房预定表进行确认或合理

调整房间数量及类别。

6、超出以上接待时间、接待人数或房间标准的队伍，

食宿费用及额外房间费用请与赛事承办地联系，预先确认。

7、接送站标准：赛事组委会可负责市内接送队伍往返

至报到指定酒店（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就近择优安排）及车站、

机场（赛事组委会为参赛队提供接站服务 1次/队、送站服务

1 次/队，各队需提交队伍需求服务表进行预定）。具体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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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安排请与赛事承办地预先联系。

十二、参赛队伍经费

1. 差旅费：各参赛队伍自理

2. 交通费：1200元/趟
3. 食宿费：各参赛队伍按照 260 元/人/天的食宿费标

准，于 11月 22日 15:00前预交所有人员 2 天的食宿费用至

赛事承办地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 号：485010100101530716
开户名：山西施众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太原分行

各参赛队其余费用于报到日全额交付给赛事承办地。

赛事组委会负责比赛日的现场临时医疗救护，因伤引起

的费用由各参赛队自理。

十三、保险

各参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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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参赛队须为所有运动员办理运动意外伤害保险，并在

报到时提交至赛事组委会审核，未为所有运动员办理运动意

外伤害保险的单位不准参赛。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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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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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器材

比赛用球由中国橄榄球协会统一提供。

十六、赛事礼仪规定

各参赛队应严格遵守比赛礼仪。每场比赛开始前，双方

队员在各自十米线面向裁判和对手鞠躬致意。每场比赛结束

后，双方队员相互握手并向执场裁判及双方教练、现场观众

致谢。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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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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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未通过《全国 15 人制橄榄球相关比赛赛前测试

管理办法（试行）》测试的运动员不予办理运动员等级证书

二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十一、本竞赛规程总则最终解释权归中国橄榄球协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