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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概述 

本文档描述了全国运动员注册系统的使用步骤。文档根据不同用户角色进行描述，并对 

每个功能点详细叙述了使用流程及注意事项，用户请完整阅读相应章节以及附录内容。 

 

1.2 编写目的 

本文档作为全国运动员注册系统用户使用说明，为用户培训及日常操作提供帮助。 

 

1.3 主要读者 

本用户手册的预期读者为各注册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管理中心注册工作操作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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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单位用户 

2.1 登录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www.sport.gov.cn/ydyzc/，点击“人员注册”，

即可访问注册系统登录界面。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注册单位的用户名为“注册单位编码_项目编码”，各省市区体育 

局注册工作主管部门用户名为“注册单位编码”，如使用各省市区体育局注册工作主管部

门用户名登录，可完成本省市区内所有项目运动员的注册和管理工作。 

 

2.2 首页 

用户信息验证成功后，将进入用户的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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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操作界面包括五个部分：注册引导、运动员项目注册导航、运动员年度确认导
航、系统通知和下载区域。 
（1） 注册引导： 

注册单位可点击注册引导按钮，对单个运动员进行引导性质的注册操作。 
如系统没有此运动员，需走身份证读卡引导。系统可对系统中没有的运动员进行首次

注册操作。 
如系统中有此运动员，则读卡和输入证件号两种引导均可使用。系统可对系统中有的

运动员根据运动员状态，进行新项目的首次注册、重新注册、重签续签、增加双重、年度
确认、放弃注册权等操作。 
（2） 运动员项目注册导航 

可对运动员项目注册中“未提交”“待审批”“审批驳回”“审批通过”的运动员列
表进行导航。 
（3） 运动员年度确认导航 

可对运动员年度确认中“待年度确认”“已年度确认”的运动员列表进行导航。 
（4） 系统通知 
    系统通知用于发布总局通知及系统消息。 
（5） 下载区域 

下载区域提供了用户手册和所需驱动程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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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注册引导 

 

运动员注册流程图 

当一名运动员来到协会进行注册，不论是否了解自己的注册状态，均可通过注册引导

进行注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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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引导方式 

点击首页“运动员注册读卡引导”按钮，进入注册引导流程。 

首先在弹出的“运动员注册引导 - 注册项目选择”窗口内选项目。如果是注册单位项

目中心的账号，则默认为该账号的项目，无需选择。 

 

 

之后，在弹出的“选择引导方式”窗口内可使用身份证读卡器读取身份证信息或输入

证件号码，对运动员信息和可进行的注册操作进行查询。 

如果运动员在系统中不存在，则无法通过输入证件号码进行查询，请使用身份证读卡

器的引导方式。 

如果运动员在系统中存在，则两种引导方式均可查询出系统中的运动员信息，并自动

显示出该运动员可进行的注册操作按钮。 

 

 

2.3.2 首次注册 

首次注册的运动员只可通过读卡方式进行注册，具体流程参考 2.4 首次注册运动员。 

2.3.3 非本单位运动员 

查询到的运动员非本单位，并且还在注册期内。则会展示运动员信息并显示提示语：

“此运动员已注册在 某注册单位，如需变更注册单位，请与其操作员进行沟通放弃注册，

之后方可注册。” ，  

此时如果确认要更换运动员单位，则需线下联系此运动员的现注册单位，在注册期内

进行“放弃注册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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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单位放弃注册权后，再进行注册引导，则显示 “重新注册”按钮。 

具体流程参考 2.11 运动员更换单位。 

 

查询到的运动员非本单位，但已经是自由运动员，则显示“重新注册”按钮。 

2.3.4 本单位运动员 

查询到的运动员是本单位本项目运动员，则会展示运动员信息，并且在注册提交期可

进行重签续签协议、增加双重注册、年度确认、放弃注册权、撤销年度确认、重新注册操

作。系统会对可进行的操作自动进行筛选展示操作按钮。 

查询到的运动员是本单位，但没注册过本项目的运动员，则直接进入项目首次注册页

面。新项目首次注册具体流程参考 2.10 注册新项目。 

注册期外，可进行新项目首次注册的信息填写保存，不可提交。 

 

2.4 首次注册运动员 

2.4.1 运动员注册信息 

首次注册运动员是指该运动员从未在总局办理过注册，需要对运动员基本信息进行采

集并提交的流程。 

首先点击首页里的“运动员注册读卡引导”按钮。 

 

请确认附录 B 中所有驱动程序及浏览器插件已正确安装。（备注：系统已于 2019年

下半年进行了整体改版，请各单位重新下载安装最新驱动，最新驱动在首页下载区域中，

点击“驱动下载”即可。）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注册项目并读卡进行身份证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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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二代身份证读卡器读卡后如此人未在本系统注册过，则进入首次注册运动员信息

采集页面： 

 

 

信息采集包括一下部分： 

（1） 身份信息 

内容为姓名，英文姓名，身份证号，性别，民族，出生日期，户籍所在地，文化

程度，运动员等级，健康状态，指纹，均为必填项。电子邮箱为选填项。 

其中由指纹仪自动读取，至少应采集右手食指，至少录入两根手指的指纹，如因指纹

磨损无法采集，可选择任意手指进行采集；如所有手指均无法采集，应向总局竞体司提出

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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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运动员未满 16 周岁，显示法定监护人信息填写，内容为监护人姓名，与监护

人关系，监护人身份证号，监护人手机号码，均为必填项。 

在之前使用二代身份证读卡器读卡时将会自动采集信息。如使用读卡器，英文姓

名为系统自动生成，但由于系统无法完全准确判定多音字的使用，请用户在系统生成

英文姓名后仔细核对，如有不同可自行修改。 

（2） 照片信息 

    该照片将来可用于运动员证件制作，请严格按照以下要求上传照片。 

照片要求：近期 2 寸免冠正面电子彩色照片，JPG 格式，文件大小 40KB-120KB，

背景颜色以白色为最佳，照片清晰，无污点，无损坏，不允许戴帽子、头巾、发带、墨镜

（除宗教或医疗原因）。 

（3） 注册信息 

内容为注册单位，注册项目，训练单位，协议开始时间，协议结束时间，备注，双

重注册单位，双重协议开始时间和双重协议结束时间。 

解放军运动员协议信息为注册单位，注册项目，训练单位，入伍时间和输送单位。 

其中注册单位及注册项目，根据账号权限自动锁定。双重注册单位如果主责单位为省

市，则限定为高等院校，如果主责单位为高等院校，则限定为省市。 

根据《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协议期限最长为 9年，且双重注

册协议不得超出主协议范围。 

（4） 辅助信息 

该信息项为不同项目定制，由项目管理中心审核。 

（5） 注册期外注册 

    注册期外可进行首次注册信息的填写和保存，不可提交。 

2.4.2 信息采集 

采集信息的过程： 

安装改版后的最新版本的身份证读卡器设备（参考附录 B），且设备已接入计算机的 

USB 接口，将注册 

运动员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置于读卡器上，点击“读卡”按钮，身份证信息将自动填入

对应位置，核对英文姓名是否有误，如有问题手工修改。 

 
在空白照片框下面的“上传照片”按钮，从本地磁盘选择照片文件。 

此时原照片空白处将生成照片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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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内容，填写身份信息。 

 

点击“登记指纹”按钮，如指纹仪设备最新驱动安装正确并已接入计算机 USB 接口

（参考附录 B），系统将会弹出指纹采集的界面。 

 

完成信息采集后，可继续采集新的人员信息，或者立刻将数据提交至项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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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提交审批 

提交审批可在单个运动员信息采集完成后立刻进行，也可以在项目注册-未提交审批列

表中批量提交。 

首页点击运动员项目注册里的“未提交”按钮，进入项目注册-未提交审批列表，勾选

要提交的人员，点击“提交审批”按钮。 

 

 

 

2.5 年度确认 

年度确认是指对本年度协议尚未到期，注册单位根据协议内容确认下一年度代表资格

的操作。如注册期内未进行确认，下一年度起原协议将自动失效，运动员状态转为自由运

动员。 

打开导航栏的“运动员管理”下拉列表，在列表里点击“年度确认”按钮；或者点击

运动员年度确认导航里的“待年度确认”按钮，系统将跳转至年度确认-待年度确认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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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可点击每个运动员，查看具体注册信息，或根据姓名/性别/注册项目检索具体运

动员，对于年度确认的运动员，需在该运动员姓名前的方框勾选，也可以全部勾选本页所

列的运动员，之后点击年度确认按钮。 

 
 

2.6 放弃注册 

当年注册期内，可对注册单位的运动员进行“放弃注册权”操作，放弃注册权后，该

运动员的注册信息将被注销，注销后其他注册单位可对该运动员进行注册操作。 

打开导航栏的“运动员管理”下拉列表，在列表里点击“放弃注册”按钮，系统将跳

转至放弃注册-克放弃注册运动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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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如果已经在其他注册单位有注册信息，则本单位注册时会提示该运动员现在所

属的注册单位。两个单位之间需线下进行沟通协调转会事宜，并在系统中进行“放弃注册

权”操作，操作完成后，该运动员即可在本单位进行注册。 

 

2.7 协议到期续签、未到期重签运动员 

协议到期运动员是指本年度协议即将到期的运动员，注册单位作为主责方，可优先续

签该运动员，并在此处填写新的协议内容。如注册期内未填写新协议，协议到期后，运动

员状态将转为自由运动员。 

协议期内运动员每年均可重签新的协议期。操作方式与协议到期运动员续签方式相

同。 

重签续签需通过注册引导进行，先查到该运动员，再进行重签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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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进行了别的注册操作的运动员，不可进行重签续签。 

     

2.8 增加双重注册 

协议未到期的运动员，根据协议需要补充双重注册信息的时候，进行本操作。 

增加双重注册需通过注册引导进行，先查到该运动员，再进行增加双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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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重新注册 

注册单位可对自由运动员进行重新注册操作。 

重新注册操作只能对该自由运动员注册过的项目进行重新注册。 

重新注册需通过注册引导进行，先查到该运动员，再进行重新注册。 

 
 

点击重新注册列表内“重新注册”按钮，此时系统将弹出以下页面。 



2020/11/27                                                                          17 / 35 

 

对于列出的运动员身份信息，仅作查看使用，不可修改。注册单位仅能够根据新的协

议 

内容进行重新注册，填写协议期、训练单位、双重注册单位、双重注册期等内容。 

完成后点击“保存并提交审批”按钮，该运动员注册信息将进入项目注册-运动员待审

批列表中。 

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该运动员注册信息将进入项目注册-运动员未提交审批列表

中。 

如有原单位非本单位的自由运动员进行重新注册，不在此页面进行。需先由省市体育

局或省市体育局项目中心通过首页的“注册引导”按钮，对该运动员的情况进行确定。如

可以进行重新注册，系统会在注册引导搜索到的运动员信息页显示注册按钮。运动员在原

单位注册保护期也可以进行重新注册，系统会有提示信息。 

 

2.10 注册新项目 

注册单位可对本单位运动员进行新项目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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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通过运动员注册读卡引导，选择要注册的新项目，输入该运动员的证件号码。

则会直接进入新项目首次注册页面。 

 

注册单位能够根据新的协议内容进行加项操作，选择注册项目并填写协议期、训练单

位、双重注册单位、双重注册期等内容。 

完成后点击“保存并提交”按钮，该运动员注册信息将进入项目注册-运动员待审批列

表中。 

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该运动员注册信息将进入项目注册-运动员未提交审批列表

中。 

 

2.11 运动员更换单位 

运动员未到期更换单位，需要原单位和现单位双方的同意。 

首先需要由现单位通过“注册引导”读卡或输入身份证号查询了解该运动员的注册状

态是否为未到期更换单位。确认后查看注册卡上的单位并进行线下联系。 

原单位如果同意运动员更换单位，则需原单位（各体育局下属项目中心无此权限）在

系统中的重签续签协议列表内，点击该运动员的“放弃注册权”按钮。 

确认放弃后，现单位即可将此运动员通过“注册引导”注册为现单位的运动员并提交

审批。 

审批通过后，该运动员成功更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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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已到期更换单位，相当于自由运动员加入新单位，不需要原单位进行系统上的

操作。只需新单位知晓注册保护期原单位有注册优先权，如原单位在注册保护期对该运动

员进行重新注册，则原单位注册优先。 

 

2.12 操作员管理 

注册单位账号，可对自己下属的注册单位项目中心进行账号查询和管理。 

注册单位项目中心账号拥有部分注册单位账号功能。 

点击导航栏的“操作员查询”按钮，打开操作员查询列表。 

 
点击“重置密码”，可对操作员进行密码重置。 

 

2.13 查询 

2.12.1 综合查询 

综合查询功能，提供对本单位注册人员按照不同条件进行查询，并查看详细信息。 

点击导航栏的“综合查询”按钮，打开综合查询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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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查询范围仅限于用户所在注册单位及注册项目。 

2.12.2 双重注册到本单位 

双重注册到本单位功能，提供此类型的运动员的查询。这些运动员本单位不可操作但

可查看。 

 

2.12.3 输送到解放军 

输送到解放军功能，提供此类型的运动员的查询。这些运动员本单位不可操作但可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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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统计 

可根据项目分类，导出统计表。 

可根据项目和性别进行分类，导出统计表。 

 
 

2.15 导出列表 

本系统中所有导出操作，都将移动到导出列表里进行，用来报正大量输出导出时不影

响用户的其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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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上角“下载”标志，打开导出列表。 

 

 

 

 

2.16 修改密码 

点击页面右上角“齿轮”标志，点击“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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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输入新密码，并点击“确认修改”按钮，即可修改密码。 

 

点击页面右上角“齿轮”标志，点击“修改邮箱”。 

用户可设置找回密码的邮箱，用于未来登录时忘记密码找回密码使用。 

 

 

2.17 退出登录 

点击页面右上角“齿轮”标志，点击“退出登录”，即可安全退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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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局各项目管理中心用户 

3.1 登录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www.sport.gov.cn/ydyzc/，点击“人员注册”，

即可访问注册系统登录界面。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初始密码由管理员创建账号时设置，用户初次登录后请自行修改

密码，并妥善管理。 

3.2 首页 

用户信息验证成功后，将进入用户的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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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的操作界面包括三部分：运动员项目注册引导，系统通知和下载区域。 

（1） 运动员项目注册引导 

可对运动员项目注册中“首次注册待审批”“重新注册待审批”“重签续签待审批”
“增加双重待审批”的运动员列表进行导航。 

（2） 系统通知 

系统通知用于发布总局通知及系统消息。 

（3） 下载区域 

下载区域提供了用户手册和所需驱动程序下载。 

3.3 待审批运动员 

待审批运动员是指注册单位本年度提交的新注册运动员或续签运动员，需管理中心根

据《全国运动员注册协议书》有关内容核对审批，并通过确认的流程，如提交信息与协议

书不符，可批复意见后退回原注册单位重新填写。 

点击导航栏的“待审批运动员”，管理中心用户可看到当前待审批运动员列表。 

 
点击列表中的运动员姓名，可查看运动员的详细信息，包括身份信息及协议信息，如

与协议书一致，可点击“通过审批”，完成此运动员的审批；如与协议书不符，可在运动

员信息页点击“驳回审批”，并填写驳回意见，此时运动员将被驳回原注册单位，并能够

在“驳回运动员”列表中查询。 

管理员还可批量勾选运动员并点击待审批运动员列表右上的“通过审批”按钮，进行

批量审批。 

 

3.4 已审批运动员 

已审批运动员是指本年度通过审批，正式完成注册的运动员。 

点击导航栏的“已审批运动员”，可查询到本管理中心本年度所有注册运动员。 

点击操作里的“撤销审批”，该运动员信息将会回到待审批运动员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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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运动员姓名，可查看运动员注册信息。 

 

3.5 驳回运动员 

驳回运动员是指提交审批未通过的运动员列表，管理中心可通过查询驳回运动员状

态，及时督促注册单位重新提交注册信息，以完成注册流程。在导航栏点击“驳回运动

员”，即可查看全部已驳回注册单位的运动员列表。 

 

 

3.6 现役运动员管理：查询、交流、强制注销 

现役运动员管理功能，提供对本项目中心管理的注册人员按照不同条件进行查询，并

查看详细信息。 

点击导航栏的“现役运动员管理”按钮，打开现役运动员管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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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右侧“强制注销”操作，根据线下协议，运动员更换单位等情况，需要原单位放

弃注册，但原单位忘记的时候，管理中心可在线上进行强制注销操作。操作后，运动员转

进自由运动员页面。 

列表右侧“交流”操作，本年度可进行的交流的运动员，由管理中心根据线下交流文

件进行交流操作。今年已经有过其它注册操作的运动员，不可进行交流。 

点击运动员姓名，可查看运动员个人信息。 

 
 

3.7 自由运动员 

自由运动员是指运动员在注册单位协议到期后原注册单位未续签该运动员，此时运动

员状态将转为自由运动员，没有主责单位，统一由管理中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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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只查看自由运动员，不负责运动员的重新注册。 

在导航栏点击“自由运动员”，将列出全部自由运动员名单。 

 
 

3.8 统计 

    可根据项目和注册单位进行分类，导出统计表。 

可根据项目和性别惊醒分类，导出统计表。 

 

 

3.9 导出列表 

本系统中所有导出操作，都将移动到导出列表里进行，用来报正大量输出导出时不影

响用户的其它操作。 

点击右上角“下载”标志，打开导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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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修改密码 

点击页面右上角“齿轮”标志，点击“修改密码”。 



2020/11/27                                                                          31 / 35 

 
用户输入新密码，并点击“确认修改”按钮，即可修改密码。 

 
 

点击页面右上角“齿轮”标志，点击“修改邮箱”。 

用户可设置找回密码的邮箱，用于未来登录时忘记密码找回密码使用。 

 

 

3.11 退出登录 

点击页面右上角“齿轮”标志，点击“退出登录”，即可安全退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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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系统要求 

1. 操作系统 

本系统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7SP1、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系统 

 

2. 浏览器 

建议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10 以上版本。 

建议使用谷歌 chrome 浏览器。 

对于其他版本浏览器，本系统不能保证完全兼容，可能出现上传照片无法预览，读卡器 

或指纹仪不能正常使用等情况。 

 

3. 硬件设备 

身份证读卡器： 

建议使用华旭 HX-FDX3 或 HX-FDX3S 型二代证阅读机。 

指纹仪： 

建议使用中控 U.are.U 4000B 型指纹仪。 

如自行采购其他品牌或型号的读卡器和指纹仪，请与供应商确认其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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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驱动下载说明 

用户登录后，可在首页下载区域内点击“驱动下载”，将会下载到一个压缩文件包。

其中包含了读卡器驱动和指纹驱动的安装程序。 

驱动下载后，请解压到非系统盘。（严禁下载到桌面或系统盘中解压使

用） 

 

安装使用流程： 

 

1、解压文件，双击 DevicePlugInInstaller.exe 启动程序（需要有电脑的管理员权限才能

运行）

 

2、点击安装身份证读卡器设备驱动，按照提示安装驱动软件，成功后，按照提示连接

硬件设备 

 

3、点击安装指纹仪设备驱动，按照提示安装驱动软件，成功后，按照提示连接硬件设

备 

 

4、点击检测硬件设备状态，显示身份证读卡器和指纹仪的设备序列号，即连接成功 

 

5、点击安装设备浏览器插件驱动，等待驱动自动安装完成 

 

6、点击检查设备浏览器插件状态，正常提示：驱动服务正常运行中，身份证读卡与指

纹设备与浏览器通信服务正常运行中。至此完成所有驱动安装。 



2020/11/27                                                                          34 / 35 

 
7、浏览器插件状态有时候可能是启动出现错误，如浏览器插件服务未正常运行，可点

击“重启插件服务”按钮尝试解决。 

 
8、将身份证读卡器和指纹仪安装在电脑上，点击测试身份证读卡器和测试指纹仪，检

查仪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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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软件支持 windows 7SP1、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系统，运行环境要安装.NET 

Framework 4.6，且需要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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