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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足球青少年精英培养是提高国家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国际竞争力的基石，因此，制定

科学有效的精英培训计划成为足球发达国家所共识的根本任务。运用全面质量管理分析

框架，对国内外青训体系的目标与原则、组织与人员、人才识别与发展、科学与支撑、沟通与

交流、资金支出与来源、场地与设施7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外青训体系具有

专门的精英发展计划、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人才识别体系，形成了人才发展阶段的金字塔模

式和高投入与高产出的人才培养机制。而我国青训体系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如目标与规划

不够明确，组织机构健全性不足，质量标准和绩效考核标准不够精确，运动训练时长相对不

足，选材科学性有所欠缺等。建立精英计划的保障系统，设计和实施精英计划，多部门合作

建立精英训练网络和构建金字塔发展模式，打造高水平的青少年训练基地，营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增加训练时间和质量，是我国青训系统突破现实困境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 青训；足球；成功经验；现实困境；体系；重构

Abstract: Football youth elite training is the foot stone of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

tiveness of national professional leagues and national teams. Therefore, it is a fundamental task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on football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lite training plans. Ap‐

ply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the current study analyzed 

the 7 aspect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youth training systems, including objec‐

tives and principles,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talent ident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science 

and support,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funds expenditure and source, venues and facil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eign youth training systems have already formulated special elite 

development programs,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s for youth training,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talent identification, formed a pyramid model of talent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with high input and high outpu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upport sys‐

tem for elite programs, design and implement elite plans, establishing elite training net‐works 

and construct a pyramid development model through multi-department cooperation, building a 

high-level youth training base, creating a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increasing training 

time and quality, which are the effective ways for youth training system in China to break 

through realistic difficulties.

Keywords: youth training; football; successful experienc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system;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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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德国开启的“未来计划”让德国足球队在2011年成为世界最佳球队，英国《精英

计划》实施 9 年后收获了青少年球队在欧洲与世界赛场上的一系列辉煌成绩。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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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证明，科学的青训计划能有效提升青少年培养

质量，进而提高国家足球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各国足球

协会和俱乐部都将青训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精英球员的培训路径具有多样性，评价青训体系的

视角也不尽相同。我国学者研究了多个国家（地区）的青

训体系，分析了管理、选材、赛制、教育、训练等多个领域

的青训工作（侯志涛 等， 2018； 华金 ⋅盖林 等， 2012； 田

慧 等， 2020； 尤佳 等， 2018； 周建伟 等， 2020），但对于

足球发达国家设计青训体系的原理以及如何监控青训的

质量等核心问题仍缺少全面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国外学者不断探索与归纳足球青训的规律，

Nesti等（2014）从政府支持与选材、教育、训练哲学、体育科

学、各阶段训练方法以及心理支持 6个方面归纳高水平青

少年足球学院的整体特征；欧洲足球俱乐部联合会对欧洲

41个国家（地区），共 96个职业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学院的

场地设施、成材率、俱乐部的历史与文化、俱乐部青少年发

展的经费以及青少年竞赛成绩等方面对欧洲青训情况进

行了全面调查（田慧 等， 2020）；North 等（2014）对欧洲国

家青训原则的普遍性特征进行了分析；比利时 Double 

PASS 公司建立了青训质量评价的 FootPass 评价工具（Van 

Hoecke et al.， 2010），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青训工作关键

绩效评价的理论框架通过对青训工作的全面分析，起到

了青训培养过程的质量监控的作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效果显著，得到比利时、德国、英国等国家足协和俱乐部

的广泛认可和应用（Hendry et al.， 2019； Relvas et al.， 2010； 

Van Hoecke et al.， 2009）。本研究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为

依据，采用青训体系关键绩效分析的理论框架，通过归纳

国外青训的成功经验，对比分析我国青训的现实困境表

现及原因，并探索我国足球青训重构的科学路径。

1 理论分析框架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包括战略和操作 2 个层面。战略

层面是管理系统，包括组织及成员实现更高目标的全部

因素与过程，内容包括目标制定、战略规划、策略部署、组

织结构、领导力、企业文化、人员管理和沟通；操作层面是

实现顾客预期的所有服务，内容包括检查、统计技术、程

序说明、问题解决技巧、协调、信息、团队合作与交流技巧

等（赵刚 等， 2021）。依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 FootPass

足球青训评价基本指标体系，以及 FootPass在德国、英国、

匈牙利等国家评估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把战略与规划、

组织与人员、人才识别与培养、科学与支持、资金支出与

来源、沟通与合作、场地与设施 7个维度进行同类项合并。

根据我国青训的实际情况，对指标体系进行了筛选，形成

了本研究的管理（目标与原则、组织与人员）、培养（人才

识别与发展）、合作（科学与支撑、沟通与交流）、保障（资

金支出与来源、场地与设施）4 个方面共 7 个维度的青训

分析理论构架（表 1）。

2 国外青训体系成功模式分析

2.1　青训体系管理　

国外青少年人才培养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有明确的青

训愿景，其中带有鲜明的足球文化、价值观的烙印，也反

映了国家足协对现代足球特征、发展趋势以及该国对足

球的个性化理解，如英国的《精英计划》、德国的《未来计

划》、荷兰的《足球大师计划》、匈牙利的《OTP-MOL-

Bozsik 计划》等，分别对该国的足球文化进行了鉴别，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技战术发展方向和实现的具体路径。愿

景都表达了相同的目标——以高水平青少年球员长期发

展为核心，打造世界领先的青训体系，提升青少年球员的

技战术水平，为顶级职业足球联赛和国家队培养高水平

后备人才，不断提升本国职业联赛和国家队核心竞争力

（Csáki et al.， 2014）。

随着各国青训目标认识的趋同，青训实践中的工作

原则也逐渐呈现出一致的趋势，Mitchell（2015）对欧洲的

青少年足球训练原则研究发现，欧洲青训逐渐形成了 3个

基本原则：1）发展原则。精英球员发展是在多层次的互

动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现的，球员的培养过程具有高

度个性化、非线性发展和不可预测等特征。把有天赋的

球员培训成精英球员是复杂和具有个性化的工作，教练

员需根据球员发展实际情况结合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

采用有针对性的训练策略和方法，才能促进球员个体得

到最优化的发展。2）系统化原则。青少年足球训练首先

要明确培养目标，并根据目标建立一个系统化的发展模

型，模型需做到发展途径清晰、目标可执行、过程连贯一

表1　 足球青训体系分析维度与内容

Table 1　 Analysis Dimensions and Contents of The Football 

Youth Training System 

内容

管理

培养

合作

保障

维度

目标与原则

组织与人员

人才识别与发展

科学与支撑

沟通与交流

资金支出与来源

场地与设施

指标

俱乐部的青少年培养

愿景、人才培养工作原

则

组织结构，人员与职

责，咨询与教育

选材、长期发展规划、

计划、培训课程组织、

比赛，教练员团队

医学、心理、研究和社

会支持

内部交流，对外沟通合

作，俱乐部活动，合作

经费来源、收入

比赛与训练场地、设施

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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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结果可评估。掌握现代足球理论与丰富训练方法经

验的教练员以及多学科的保障团队是发展模型最终实现

的基本保障。3）学习环境原则。以球员为中心创造富有

挑战性的学习氛围，引入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竞赛体系，

最大程度地发挥球员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组织是实现青训愿景的重要基础与载体，足球协会

负责制定青少年发展计划、培训教练员、组织竞赛、选拔

青少年国家队参加国际青少年竞赛等具体工作（Samur， 

2019）。足球协会通过制定质量标准和绩效评估、经费支

持等方法监督和指导各俱乐部的青训工作，以确保青少

年发展愿景中一系列目标得以实现。国外职业足球俱乐

部的青少年足球学院和社会精英培训中心担负了为国家

与俱乐部培训高水平后备人才的任务。近年来，随着青训

工作的深入，青少年足球学院管理部门与人员的规模不

断扩大（O’Halloran， 2020）。稳定青少年足球学院管理组

织是营造职业球员、青少年球员和工作人员之间良好工

作氛围的基础，也是俱乐部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为运动

员持续提供高质量训练的有力保障（Hendry et al.， 2018）。

教练员是组织中的核心因素，足球协会通过组织教练员

等级培训、召开研讨会、提供训练视频与文字资源、实施

一对一的教练员导师计划来提高年轻教练员的执教水

平。俱乐部也会定期举办教练业务研讨会，以确保俱乐

部的目标与指导思想得到实施（Votteler et al.， 2014）。

2.2　人才识别与发展　

2.2.1　人才识别　

选拔具有足球天赋的青少年球员是培养精英球员的

前提条件，国外在足球选材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科学理

论与技术，呈现出动态与多维的特征。动态是指人才识

别，人才识别是一个持续过程，包括了发现、选材、诊断与

发展等 4 个阶段。发现是对要进入训练体系的球员进行

足球潜能的评估；选材是在训练群体中选出具有天赋的

球员，它贯穿了人才识别的全过程；诊断是对参与足球训

练的青少年发展中的问题与发展空间的持续分析；发展

是为球员提供最佳的学习训练环境，是球员天赋转化为

现实竞技能力的过程。在这个持续不断的能力与现实水

平评估过程中，发现是人才识别的第一个环节，然后将具

有足球发展潜能的青少年选拔进入精英青少年训练阶

段，选材、诊断与发展 3 个环节在青少年球员的发展过程

中紧密交互在一起。多维是指足球人才识别需要对包括

球员的专项化训练水平、个体特征（心理因素、技术和战

术技能、人体测量学和生理学）、环境因素（相对年龄效

应、社会文化影响等）等多学科领域的指标进行综合分

析，以全面准确诊断球员的现实水平及发展空间。实践

表明，现代优秀球员不仅在技战术以及运动能力方面较

普通球员表现更为出色，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也表现出

明显的优势，且这种优势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扩大。

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在青少年足球发展规划中明确

提出要培养本土球员，对其他国家（地区）青少年球员进入本

国青训的资质进行限制，以保证青训体系中本国球员的规

模。各个俱乐部由训练学、生理学、营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

专家构成的人才识别的科学团队交织成庞大的选材网络

（League， 2011），不断地扩展人才识别范围，提升人才识别

准确率（Geisler et al.， 2019）。赔偿金制度打破了青少年足

球人才在俱乐部流动的障碍，小俱乐部通过与大俱乐部青少

年训练的合作分享人才培养成果，各个层级的俱乐部及培训

中心形成了人才发现、培养、输送的通畅渠道。

2.2.2　人才发展　

以球员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各国从身体、心理、社会、

技术和战术 5 个方面细化不同年龄段的训练目标。英国

提出青少年球员生理、心理、社会、技术发展的“四角模

型”；意大利足球协会强调青少年的技术、决策、处理问题

及团队协作（社会化）、对抗压力（心理层面）、快速应答的

整体发展目标，并将 5个方面目标内容具体化；比利时、法

国、荷兰和西班牙则强调通过比赛促进球员的整体发展，

将球员心理、社会化发展与技战术整合到比赛和训练中，

只关注球员技术和战术的传统发展观已经被现代的整体

发展观所取代（Nesti et al.， 2014）。

球员的培训过程也是训练水平不断提升和更精确化

人才识别与发展的过程，最终到职业发展阶段的精英是

庞大的青训群体中的少数，这一特征被称为足球人才成

长的金字塔模型，其特征是：1）以人才球员的培养为核

心；2）高淘汰率；3）建立不同年龄段的评价标准；4）淘汰

的球员再难达到同龄球员水平；5）早期专业化；6）精英球

员在训练初期就表现出卓越的能力（Bailey et al.， 2013）。

根据精英球员培养规律和金字塔模型，各国及俱乐

部设计了训练阶段分期原则与各年龄段的训练目标（表2）。

意大利制定了 U9～U14 和 U15～U19 的训练大纲和实践

课程教案。比利时则主要关注球员的年龄与成熟度之间

的关系，通过发育的峰值高度、各项能力发展速度来进行

训练分期（Baker et al.， 2004）。法国的训练计划因年龄段

而异，但特别强调比赛能力的提高，法国国家足球协会制

定了各年龄段的训练指导原则，俱乐部和教练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机动的使用。西班牙国家足球协会则围绕

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了战术训练原则和指导方法。

除优秀的球员和科学的规划外，还需要有足够的训

练时间和配套的竞赛体系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欧洲青

训体系在 U5 期间训练时间为 41～42 周，每周 3 次，每周

4～5 h，随着训练水平的提高，U16 以上的球员训练时间

已经达到年训练 45 周，每周 5 次，每周 9 h，此外还有每周

至少 2次、每次约 2 h的个人训练。从U5到U21整个青训

期间荷兰球员训练时间约为 5 940 h、法国约为 5 740 h、西

班牙约为 4 800 h（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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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 2011 年前青训期间的训练时间只有 3 700 h，

针对这一情况，《精英计划》规定英国第 1类青少年足球学

院青训阶段的训练时间要达到 8 500 h 以上，第 2 类青少

年足球学院训练时间要达到 6 600 h以上。在竞赛体系建

设方面，欧洲国家在 U11 前均采取小场地比赛方式，U14

才开始采用正式的足球比赛规则，赛事数量基本维持在

年 30场左右。对青少年赛事数量的控制可以起到通过比

赛发现训练问题和检验训练效果的作用，能够营造出一

个良好的竞赛环境，有效避免了过度追求成绩的现象。

在青少年球员的发展过程中，教练员的作用至关重

要，虽然高水平教练员都有自己的执教风格，但他们还是

存在一些共同的执教特征，如清晰的执教理念；强调在比

赛场景中发展技术；重视发展感知觉和平衡能力；通过小

场地比赛让球员在压力下形成决策，提高心理韧性；在训

练中让球员遵守纪律、专注、尊重同伴与对手、主动承担

责任，球员在训练中充满激情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

力、创造力。对抗性练习和比赛是最好的学习环境，球员

可以体验不同的比赛情景，并在竞争中发展和强化他们

的技能，有计划地安排对抗训练主题是发展球员专门技

能的最佳方法。通过比赛还可以评估球员的学习效果，

发展球员心理、社会等能力。

2.3　保障　

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中约有 50% 的青少年足球学院

盈利。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学院已经发展为一种以球员

表2　 欧洲国家青少年球员发展路径

Table 2　 Development Paths of Young Players in European Countries 

阶段

U25

U24

U23

U22

U21

U20

U19

U18

U17

U16

U15

U14

U13

U12

U11

U10

U9

U8

U7

U6

比利时

发展成为一名优

秀的职业球员

PHV前期

PHV发展期

大脑记忆转化为

肌肉记忆

提升足球技能的

最佳时期

技术、技能、青少

年身体增长峰值

（PHV）前期

“球和我”

增强控球和带球

的自信心

英国

进入职业1队、

2队或被租借

职业发展阶段：

培养职业行为

和获胜心态

发展阶段：逐步

摄入战术主题

基础阶段：身体

素质和技术、技

能发展初期

法国

进入职业1队、2队

或被租借

竞赛阶段：个人能

力特点最大化

发展身体素质以满

足不同比赛的需

求。注重战术理

解，学习11人制比

赛以及如何竞争、

进入地方球队或国

家梯队

战术学习初级阶段

8 v 8比赛

足球运动训练初期

身体速度、协调性、

技术；2 v 2→4 v 4→
小场地比赛

强调基本控球能力

培养学习兴趣、小

场地比赛

德国

进入职业1队、2队或

被租借

培养耐力和力量，为

职业足球的挑战做好

准备

A-少年期/B-少年期：

对个人技术能力要求

更高；场上位置专项

化训练；增大训练密

度和强度

C-少年期：

加强青春期心理的管

理；更多的战术训练、

培养体育竞技精神

D-少年期：

提高技术水平、享受

足球乐趣、更多的战

术学习；鼓励射门得

分但不追求比赛结

果、大场地比赛训练

E-少年期：

通过比赛、传接球以

及小组抢圈训练训练

提升技术能力

F-少年期：

培养兴趣、控球、技术

学习初期

幼儿期：

培养兴趣、控球技术

和协调性

意大利

进入职业1队、2队

或被租借

竞技阶段：

加强体能训练，学

习如何成为职业球

员，战术性训练及

位置专项训练比例

增加

竞技阶段前期或发

展阶段初期：

通过竞争性训练提

高技战术应用能

力，培养配合意识

基础阶段：

使用非结构化对抗

提升技术水平

荷兰

进入职业1队、2

队或被租借

A-青少年：

加强团队配合争

取比赛胜利

B-青少年：

提高场上团队合

作能力

C-青少年：

鼓励团队合作并

学习如何竞争

D-青少年：

培养团队合作，开

始学习场上位置

的职责

E-青少年：

专注技术训练，提

高控球能力，充满

乐趣，学习合作

F-青少年：

专注技术训练，大

量练习触碰球，有

趣味性的训练

幼儿期：

个人技术、球感，

培养足球兴趣

西班牙

进入职业1队或2队

或被租借

国际间竞赛与国际化

发展

第五阶段：

U18竞赛、U17发展

第四阶段：

U15～U16竞赛与

发展计划

U15开始国家队集训

第三阶段：

U13～U14竞赛与

发展计划

第二阶段：

U11～U12竞赛与

发展计划

第一阶段：

U9～U10竞赛与

发展计划

注：PHV.青少年身体增长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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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品的商业模式，青训的收入逐渐成为俱乐部稳定的

经济支柱，这也促使俱乐部不断加大青训投资，以培养出更

多更高质量的青少年球员，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欧洲有

1/2以上的俱乐部每年在青训上的花费接近总预算的6%（至

少125万欧元，约为人民币945万元）；有1/3的俱乐部其青训

预算超过250万欧元（约为人民币1 890万元）；其中，员工工

资（26%）、设施（15%）和球员合同（15%）是青少年训练经费

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Mills et al.， 2014）。

各国足球协会也为本国的青训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英格兰足球总会为 1 类青年足球学院提供每年 77 万英镑

（约为人民币 586 万元），4 类足球学院每年 67 万英镑（约

为人民币 506万元）。英格兰足球总会的投资和青少年足

球学院的评级与投入相匹配，第 1类青少年足球学院俱乐

部要求每年至少投资 230万英镑（约为人民币 1 739万元），

第 2、3、4 类青少年足球学院投入经费的要求和工作标准

会逐级降低，英格兰足球总会的资助金额也逐级减少。

为保障青少年足球学院的投入能得到回报，各国足

球协会建立了青少年球员的培训制度，一般包括培训补

偿金和联合补偿机制。培训补偿金是指首次注册为职业

球员时，所在俱乐部应向球员 21 周岁前的培训单位支付

相应标准的费用；职业球员 23 周岁赛季结束前的每次转

会，新俱乐部应依据其在转会前最后一家俱乐部效力的

年限支付相应的培训补偿费。联合补偿机制是指职业球

员在合同到期前转会，新俱乐部应向其在 12～23 岁的所

有培训机构和俱乐部支付相应的补偿费用。补偿机制使

青少年培训机构在球员职业生涯的发展中长期受益，促

使他们把青少年培训工作的重点投入到球员的挖掘与培

养中，而不再单纯追逐青少年球员培训期间的比赛成绩。

2.4　合作　

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为了推出新的青训计划并改革

教练员培训体制，由德国足球协会、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和

足球青少年发展中心三方共同制定方案，并协同推进方

案的实施。比利时的 Topsport 计划是比利时足球协会通

过政府提案的方式得到官方支持，计划顺利实施还得益

于比利时足球协会与职业俱乐部之间的信任和有效沟通

（Nesti et al.， 2014）。

国家与俱乐部制定青训的理念、原则、绩效以及发展

指导思想需要青少年足球学院管理者、教练员、体育科学

领域的专家达成共识，同时也需要与球员及其他相关人

员及时沟通，理念和原则才能得到贯彻和落实。欧洲俱

乐部的青少年足球学院中每个部门的职能、任务和工作

都有详细的规定，每周举行 1次的会议是学院内所有专职

人员业务交流的主要方式。教练组、运动科学与医学、人

事和教育等各部门通过会议探讨与解决青少年发展计划

的实施以及青少年球员成长过程中身体、心理、社会、技

术和战术，以及预防和处理运动损伤等多个科学领域的

问题（Helsen et al.， 2012； Roe et al.， 2016）。足球协会的

主要职能是制定青训的纲领性文件和行业标准，并负责

协调和沟通各个俱乐部监督计划与标准的实施情况。足

球协会代表国家青训项目对外沟通与联系、争取资源和

建立合作，推动青训项目的实施。俱乐部外部建立的与

政府、企业以及学校的合作，扩大了资源供给；内部构建

的沟通体系，在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工作

质量的提升。

3 我国青训现实困境分析

3.1　管理困境　

国外青少年足球训练体系管理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

清晰的目标和规划以及明确的绩效标准、第三方绩效评

估程序和成熟的绩效评价方案，此外还建立了专门的管

理组织机构并设有专职人员。相较我国青少年足球训练

体系在政策制度设计上还有待完善，足球领导体制缺乏

统一性与协调性，此外还存在尚未形成横向联动治理效

应，专业化分工不细，改革效率和效益不高，缺少质量监

管等问题（鲍明晓， 2019； 邱林 等， 2018）。而目标量化

与内容缺陷、缺少组织建设、规划的主体不明确等因素造

成了足球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与运行机制的不畅通（谢松

林 等， 2018； 张晓林 等， 2014）。

表3　 欧洲青少年足球训练时间与竞赛情况表（Baker et al.， 2004； Ford et al.， 2012； Rummenigge， 2012）

Table 3　 European Youth Football Training Time and Competition （Baker et al.， 2004； Ford et al.， 2012； Rummenigge， 2012）

年龄段

U5～U9

U10～U11

U12～U13

U13～U15

U16以上

训练

训练周数

41～42

—

44

45

周训练次数

3

—

5

5

周训练时间/min

240～300

—

420

540

个人训练时长

—

—

1次/周

2次/周（90 min）

2次/周（180 min）

竞赛

形式

4 v 4

5 v 5

7 v 7

8 v 8

11人制

时间/min

30～50

50～60

70

正式比赛时间

比赛次数

—

22～26

22～26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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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等：足球青训的国外经验、我国困境与重构路径——基于全面质量管理分析框架

1993 年，中国足球协会开始了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

相继推出了《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1993—2002）》

《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规划（2003—2012 年）》《中国足球中

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3）》。1993 年与 2003 年制

定的 2 个 10 年规划中并未设置青训方面的绩效指标，其

他目标如足球整体水平、足球普及情况、职业球队规模、

足球场地设施、足球产业体系、足协实体化、足球整体实

力、足球文化等都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中国足球中长

期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3）》提出“足球人口突破100万”

“国奥队培养优秀足球人才为目标”等指标的达成也较难

认定。因此，难以总结中国足球青训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也就缺少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依据。

2016 年中国足球协会推出《中国特色青训体系建

设——“165”行动计划》提出，加强中国足球协会和全国

校园足球办公室的沟通协调、顺畅工作机制；大力推进校

园足球俱乐部建设发展、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建设、职业

足球俱乐部加强梯队建设、实施全国区域周末主客场联

赛、合力打造国外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平台等措施，但

部分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如何协调和统一管理，目前还没

有具体的解决方法，导致规划中的部分工作难以落地。

中国足球协会虽然印发了诸如《全国社会足球品牌青训

机构认定标准（试行）》《中国足球协会男足青少年训练中

心管理办法（2019年试行）》等文件，但仍存在评价指标模

糊，组织实施机构不清和难以操作等现实问题，因此，这

些政策与措施未能在促进青少年培养体系发展中起到明

显效果。

3.2　识别与培养困境　

对足球俱乐部选材情况的调研显示，我国俱乐部的

梯队中只有 48% 的教练员在选拔球员时经过了严格细致

的选材（马成全，2010）。梯队生源同俱乐部实力、名次、

公众形象有很大关系，管理规范、发展稳定的俱乐部一般

生源较多，俱乐部有较多选择，可以对运动员进行测试、

考察、选拔。而选材主要是通过比较简单的观察、测试，

考察球员的基本技术、比赛意识、家长身材、运动能力等，

很少进行长期观察和全面的信息了解。有研究显示，主

教练对生源感到“比较满意”仅占总数的 24%（马成全， 

2010）。因此，选材环节科学性不足是人才浪费和难以出

现高水平足球后备人才的重要原因。教育系统足球人才

选拔采取了学习成绩结合足球竞技水平的入学考试方

式，构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上升渠道，以培养学习与足球

皆优的全面发展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塔尖”进入到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这个选材的策略兼顾了学业和足球竞技

水平的共同发展，但不是以培养高水平球员为唯一目标。

学生想进入高中或大学必须考虑学业与训练的平衡，对

于足球天赋高而学习成绩较低的球员就会被系统淘汰。

即便已经进入了校园足球体系的个别有天赋的球员，在

竞技能力形成的关键期，由于缺少专业的学习环境、高水

平的竞赛体系和训练计划，其足球方面的发展也会受到

一定的限制。

我国在球员培养方面缺少贯穿青少年培训期的指导

思想，青少年足球训练大纲没有在实施中被广泛采用，有

待健全一整套方法和课程体系（王建明， 2008； 王瑞麟 

等， 2009）。2021年，中国足球协会又发布了新的《中国足

球协会青少年训练大纲》，但大纲中的愿景、理念和方法

的科学性和适应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

青少年教练员的数据与质量是我国青训体系发展的瓶

颈。据中国足球协会统计，2016—2019 年，以青少年为主

要服务对象的B、C、D级教练员培训人数增长近 38 000人。

但依然难以满足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俱乐部梯队

快速增长的教练员需求。教练员在数量上不足的同时，

其质量与国外高水平青少年教练员也存在一定差距，缺

少高质量的教练员认证体系是我国青少年足球教练员水

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足球协会的各级教练员培

训还主要沿用 20 世纪 90 年代亚足联的教练员培训教材，

与国外统一的教练员培训内容有较大差异。此外，我国

缺少对教练员实践的跟踪评估和再继续教育过程，仅数

周的教练员课程难以支撑长年青训工作所需要的理论与

方法。

3.3　保障困境　

来自中国足球协会与地方的青训经费远不足以支撑

青训中心的运营，与国外青训的高投入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目前国内大多数青训中心的经费来自地方体育局与

足球协会，随着协会的去行政化，体育部门的支持力度减

弱，青训中心只能不断缩小规模，逐渐成为社会的收费培

训机构。只有部分地方专项经费充足的青训中心才能保

持长期稳定的训练机制和教练队伍。

我国各俱乐部对梯队的投入呈现两极分化，9%的俱乐

部对青训投入超过 1 000 万元，69% 的俱乐部青训投入未

达到足协要求的 400万元。由于经费来源单一，很多俱乐

部对梯队球员进行收费，且收费标准差异较大（颜强， 

2014）。足球学院在 6～8 岁的基础训练阶段，学费为 1 年

1～6 万元不等，俱乐部足球学校的球员进入各级梯队的

正式名单才能减免学费，高昂的学费与高淘汰率让青少

年球员和家长望而却步。近年来，各省市推进了足球训

练基地的建设，有效缓解了青少年训练场地不足的问题，

部分青训中心拥有了自己的场地，也纾缓了经费的压力，

但有的训练基地肩负了过多竞赛与训练等任务，难以充

分保证青训的需要。

3.4　合作困境　

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由多元主体组成，各主

体之间存在相对封闭、衔接不足等问题，难以形成优势互

补。在制定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政策时，教育、体育部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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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不足（杨成伟 等， 2015）。政策体系的不完善致使政策

的执行、落实难以到位，长效机制难以建立（孙克诚 等， 

2011）。从球员的长期发展来看，精英球员的培养要构建

逐层选拔的金字塔形人才发展模型，最接近这个模式的

是体校三级训练体系，但随着职业化改革，体校人才培养

体系失去了源头（学校足球人才的输送）和出口（省市专

业队）。金字塔模型中中小学处于金字塔的中下层，国家

队与俱乐部处于金字塔的顶层，但缺少贯通教育与体育

2个体系的青训工作管理机构，基层向顶层发展渠道不够

通畅，一方面造成基础层面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还造成顶

层人才稀缺。本应担负精英培养职责的中国足球协会青

训中心、俱乐部、教育部的足球特色学校等缺少统一的设

计和支持，造成在青少年精英培训中任务、职责重叠，衔

接不足，经费使用效率低下，本就不充足的足球资源难以

得到有效的利用。此外，在青训体系内，各相关利益方面

难免要最大化自身利益，这就形成了人员流通的壁垒，而

在此过程中相对忽略了青少年未来发展空间和中国足球

的未来。

4 我国青少年精英培养路径重构

4.1　发挥制度优势，建立举国精英保障体系　

政府相关部门、中国足球协会、教育相关部门应建立

协同工作机制和绩效评估体系，统筹场地、设施等资源，

打造支持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建立青少年足球发展基

金，主导建立管理协调教育部门、足球协会与政府相关部

门的综合管理机构，将整个青训体系纳入管理范畴；推进

精英培训中心建设，建立教练员培训基金等保障措施。

教育部门与体育部门协同管理精英人才培训网络，支持

区域足球协会、俱乐部与社会组织开展青少年培训工作。制

定精英人才培训机构质量标准，建立我国青少年培训工作的

绩效评估体系，将评估与专项经费支持相结合。

探索构建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与学校的合作模式。

体教融合在精英球员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足球

协会为学校提供足球训练方面的支持，教育部门为球员

建立灵活的基础教育模式并构建球员的职业教育体系。

教育系统与足球协会共同筹划足球场地设施建设，打造

地方足球精英训练中心，实现资源合作与共享。改变场

地管理机制，将场地交给学校、俱乐部或训练中心，以保

障教学与训练的需要。

4.2　建立精英培训质量标准，打造高质量足球培训机构　

培养精英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核心是建立高质量的

培养机构。目前我国青少年培训机构有中国足球协会的

青训中心、职业俱乐部的梯队以及社会俱乐部、传统足球

学校等，要以“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为

指导方针，组织协调各类培训机构的工作，共同打造我国

高水平青训体系。建立高质量的足球特色学校、社会俱

乐部等初级青少年足球精英训练机构，以职业俱乐部、中

国足球协会青训中心为代表的中级精英训练机构，以及

国家和各省精英培训机制为代表的高级精英训练机构，

3 个层次的机构形成相互衔接的青少年足球精英选材与

培训体系。打造高质量的足球培训机构首先要建立统一

的管理机构，配置专门的人员，管理精英培训机构的各项

工作。其次，要打破足球人才的交流壁垒，实现校园足球

与足球协会注册制度的互通，建立补偿金制度，让球员能

在培训系统间自由流动。低阶的培训机构有责任向高阶

的培训机构输送人才，随着培训机构等级的提升，实现精

英球员的不断集中。再次，要建立精英培训机构的训练

体系。制定我国青少年的长期发展模型，确定各阶段的

训练目标和训练课程体系。建立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教练

员培训系统，以强化不同年龄段教练员的执教能力，规定

执教内容，明确训练目标以及训练效果的评价标准和考

核体系。建立教练员交流制度、教练员在线资料库以及

教案定制系统，提高训练的现代化水平，规范化执教内容

与行为。

4.3　打通精英发展路径，重建金字塔式人才培养机制　

精英球员的培训要联合多方面的力量，形成培养目

标、培养程序的共识，规划人才发展的路径，形成基础阶

段、人才识别与发展、精英培训和职业足球 4 个阶段的精

英选拔与培训体系（图 1）。基础阶段为 3～10 岁，培训机

构为幼儿园、小学及业余俱乐部，可以依托现有特色幼儿

园、足球特色学校及快速发展的社会培训机构，扩大基础

层面，奠定足球技战术、体能、心理等方面的基础。

在人才发展阶段，11～14 岁的球员普及在学校。精

英培训的机构分为 2 个层次：1）足球特色学院、中国足球

协会区级青训中心；2）建立新的省、市特色学校，省、国家

级精英足球训练中心和足球学校。第 1 层次可以采用混

合训练体制，即学校与中心合作，学生学训分离，在训练

过程中对球员进行评估，选拔精英球员到第 2 层次，第 2

层次要保证有最好的训练场地和设施，并配有最佳的教

练员，给精英球员营造最好的学习环境。第 2层次的训练

应该是混合或专业模式，有条件的采用体教协同合作的

训练、学习与生活“三集中”的训练模式。在青少年超级

联赛的基础上，根据年龄组和竞技水平的不同建立各级

别赛事，包括目前的校园足球赛事、区域协会青少年赛

事、满天星赛事、精英训练营赛事等，在竞赛过程中发现

问题，训练中解决问题的发展模式中不断提高球员的竞

技水平。

人才发展的第 3 阶段是精英发展阶段（U13～U19）。

这个阶段要求精英训练中心等机构把重心向精英球员培

养转移，精英球员逐渐集中在职业足球俱乐部，在俱乐部

中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参加高水平的竞赛，进入俱乐部

的后备梯队，最终进入职业队、国家队。实施“U13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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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程，把握精英发展的最初阶段，为以后 U 系列的

精英培养奠定基础，并把 U13 的人才培养效果作为相关

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标准，避免青训的规划期限过长，相

关工作考核超出任期的现象。

政府相关部门、中国足球协会要提供青训体系的资

金支持，支持对象包括青训机构中的学校足球、足球特色

学校、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以及青训

少年教练员的培训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应负责协同管理

和监督职业俱乐部，教育相关部门为俱乐部、青训中心提

供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支持；中国足球协会负责协调联

络政府部门、教育相关部门为青训机构以及俱乐部提供

足球场地、设施与技术支持；中国足球协会与教育部共同

建立工作质量标准和绩效评估体系，教育相关部门负责

学校足球、足球特色学校，承担人才的基础阶段与人才识

别与发展阶段的训练，这些是足球人才发展的基础工作。

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俱乐部与青训中心的青训工作，精英

发展阶段人才培养的任务。第 3 阶段是青少年精英人才

发展的最后阶段，在此阶段，球员在 15岁以后由职业俱乐

部承担精英球员培养的最后环节，至此也完成了足球青

训的所有过程。

5 结语

国外青训多年的发展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

验，我国青训体系应建立在遵循青少年足球训练规律的

基础上，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科学化道路。建立协同精

英计划的保障系统，设计和实施精英计划，多方面合作建

立精英训练网络和构建精英人才的金字塔发展体系，打

造高水平的青少年训练基地，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增加

训练时间和提高训练质量是我国足球精英人才培养体系

重构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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