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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赛事概述 

清华大学马约翰学生运动会男子足球比赛（以下简称“本赛事”）是清华大

学校内最高级别的足球比赛。 

 

第二条 赛事目的 

举办本赛事的目的是为了继承清华大学优良的体育传统，推动校园体育活动

的开展，塑造新时期清华学生的体魄。使学生参与运动，崇尚身心健康；增进友

谊，加强院系间的感情交流；为学生创设磨砺意志，勇对挫折，不惧竞争，积极

进取的情境；为提高清华学生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条 举办单位 

清华大学马约翰男子足球比赛是由清华大学体育教研部和清华大学团委文

体部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学生绿茵协会承办。 

 

第二章 竞赛及决定名次办法 

 

第四条 基本赛制 

1. 本赛事分甲、乙级（甲级 16 支队，其余队均在乙级），采用杯赛制比赛。比

赛分为小组赛阶段和淘汰赛阶段。 

 

2. 本赛事甲乙级各分 4个小组进行小组赛，分组由抽签决定。 

 

第五条 甲级赛制 

1. 小组赛阶段，各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取每小组名次在前两名的队伍出线。 

2. 淘汰赛阶段，由出线的 8支队伍参加，采用单场淘汰赛制。对阵如下： 

A组第 1 B组第 2 C组第 1 D组第 2 A组第 2 B组第 1 C组第 2 D组第 1 

        

   

甲级冠军 

 

3. 甲级每组最后一名参加保级赛，保级赛采用单场淘汰赛制。保级赛第一名下

一年度继续参加甲级比赛，另外三名下一年度参加乙级比赛。对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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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第 4               B 组第 4               C 组第 4               D 组第 4 

 

                                    保级 

 

 

第六条 乙级赛程 

1. 小组赛阶段，各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取每小组名次在前两名的队伍出线。 

2. 淘汰赛阶段，由出线的 8支队伍参加，采用单场淘汰赛制。对阵如下： 

 

A组第 1 B组第 2 C组第 1 D组第 2 A组第 2 B组第 1 C组第 2 D组第 1 

        

   

乙级冠军 

 

3. 乙级前三名的球队升入下一年度的甲级比赛。 

 

第七条 抽签安排 

1. 抽签安排在报名结束后、比赛开始前进行。甲乙两级按档次进行抽签。 

2. 淘汰赛阶段不再举行抽签，按赛前制定的赛程比赛。 

 

第八条 赛程 

 本赛事比赛赛程由竞赛委员会安排并于报名结束后、分组抽签前公布。 

 

第九条 比赛时间 

本条中所有涉及时间的项目均以当值主裁判的表为准。 

1．小组赛阶段： 

a. 上、下半场各四十分钟，中场休息不得少于十分钟不得超过十五分钟。 

b. 在每半场中由于替补、处理伤员、延误时间及其它原因损失的时间均应

补足，补时时间的多少由裁判员决定。 

2．淘汰赛与保级赛阶段： 

c. 上、下半场各四十分钟，中场休息不得少于十分钟不得超过十五分钟。 

d. 在每半场中由于替补、处理伤员、延误时间及其它原因损失的时间均应

补足，这段时间的多少由裁判员决定。 

e. 如果八十分钟没有分出胜负，则进行加时赛。加时赛前有五分钟休息时

间，但队员不得离开场地；加时赛上、下半场各十五分钟，中间不休息。 

f. 如果加时赛仍未分出胜负，则采取互罚球点球的方式分出胜负。 

g. 加时赛上半场与加时赛的下半场、加时赛下半场与点球决胜之间不休息。 

 

第十条 换人名额 

每场比赛中每方有六人次换人机会。 

 

第十一条 决定名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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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赛 

1. 在小组赛阶段，每队胜一场得３分，平一场得１分，负一场得０分。 

2. 如果小组赛阶段参赛双方中的一方弃权，则记按时出席方三比零取胜。 

3. 如果小组赛阶段参赛双方弃权，比赛取消，双方均记零比三负，各积零分。 

4. 在小组赛阶段，如果有一方有违规队员参加比赛，则记违规方零比三负，进

球无效，得零分；另一方三比零取胜，得三分。如果双方均有违规队员参加比赛，

则双方均记零比三负，得零分，原比分和进球无效。 

5.  在小组赛排名过程中，积分多的队伍名列前。 

6.  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当年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当年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6）当年全部比赛红黄牌总数量少者(其中一张红牌按照两张黄牌计算)，名次

列前； 

（7）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淘汰赛 

1. 在淘汰赛阶段，每场比赛必须分出胜负： 

A．如果八十分钟内没有分出胜负，则进行加时赛。 

B．如果加时赛仍未分出胜负，则采取罚球点球的方式分出胜负。 

2. 如果在淘汰赛阶段有一方弃权，则判弃权方零比三负。 

3. 如果在淘汰赛阶段双方弃权，比赛取消，判两支队伍为相应排位段的最后两

名，并双双取消下一轮比赛资格。 

4. 淘汰赛的第五至第八名排名，甲组计算小组赛和淘汰赛的总积分，乙组只计

算小组赛前三名之间比赛和淘汰赛的总积分，积分多的队伍名列前，如果两

队积分相同，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当年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当年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6）当年全部比赛红黄牌总数量少者(其中一张红牌按照两张黄牌计算)，

名次列前； 

（7）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保级赛 

1. 在保级赛阶段，每场比赛必须分出胜负： 

A．如果八十分钟内没有分出胜负，则进行加时赛。 

B．如果加时赛仍未分出胜负，则采取罚球点球的方式分出胜负。 

2. 如果在附加赛阶段有一方弃权，则判弃权方零比三负。 

3. 如果在淘汰赛阶段双方弃权，比赛取消，判两支队伍为相应排位段的最后两

名，并双双取消下一轮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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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 如由于特殊情况，比赛在八十分钟内被裁判终止，由组委会决定如何处理该

场比赛(如重赛、判负、取消等)。 

2. 如果在本赛事中一支球队在两场或两场以上比赛中有违规队员参加比赛的

行为，则取消该队本年度的比赛资格，成绩记为该等级(甲级或乙级)最后一

名。 

3. 当甲组中有球队被取消年度比赛资格时，组委会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赛

制。 

4. 相同排位段排位方法如下： 

按照本年度参加马杯全部比赛计算，积分多的队伍名次列前；如果积分

相同，则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如果净胜球数相同，则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否则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名次；乙组升级队伍排名在甲组降级队伍之前。 

 

 

第三章 报 名 

 

第十二条 报名单位 

满足《2015—2016 年度清华大学马约翰学生运动会竞赛指南》规定的参赛单

位具备报名参加本赛事的资格，各单位应独立组队，每单位限报一队。 

 

第十三条 参赛队员 

1. 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学期在清华大学正式注册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

士生或符合本条 2、3、4款规定的特殊身份队员。 

2. 各院系教工可报名参赛。该类球员每院系限报两名并在备注栏中注明，一场

比赛最多允许其中一名出场。 

3. 各院系毕业三年以上的非足球特招校友可报名参赛。该类球员每院系限报两

名并在备注栏中注明，一场比赛最多允许其中一名出场。 

4. （试行）校代表队中降分录取的足球项目特招生可以参加本次比赛，且报名

人数和出场人数均不受限制。 

5. 校代表队中降分录取的特招生（除足球和棋牌类项目外）、现经体班学生，

皆不能报名参加本次比赛。符合本款以上条件的校友不能报名参加本次比

赛。 

 

第十四条 队员人数 

1. 每队报名人数不得少于十六人，不得超过三十人。 

2. 在报名的三十人中必须包括至少一名报名队长并注明。 

 

第十五条 领队 

每队必须设领队两名，并应由院系学生工作组组长和院系团委书记或以上职

务人员担任，领队不得报名作为参赛队员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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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代表院系 

1. 每人只能作为领队或队员代表其当前学期所在的院系球队参加本次比赛 。 

2. 队员当前学期所在院系存在争议的（如行政与教学分离的情况），其只能代

表一支院系球队参加本次比赛，并在报名时出具含有两院系团委公章的书面

说明。 

 

第十七条 队服与号码 

1. 每支参赛队必须拥有统一的印有号码的比赛服装，报名时应注明队服（包括

上衣、短裤）颜色。 

2. 参赛队报名应提交全体队员名单以及队员球衣号码，没有球衣号码的队员报

名无效，报名结束后球衣号码不得更改。 

 

第十八条 补报名 

春季学期初，各院系可以进行一次补报名，每系限补报或替换四人，队员总

数不得超过三十人。 

 

第十九条 报名方法 

每学期初，由组委会发布报名或补报名通知，各参赛队需根据通知中的报名

要求和报名方式进行报名。 

 

 

第四章 组委会 

 

第二十条 构建目的 

建立 2015-2016 年度清华大学马约翰杯“乔丹体育”男子足球比赛组织委员

会（以下均简称为“组委会”）的目的是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第二十一条 组织构成 

组委会由清华大学体育教研部、清华大学团委文体部、清华大学学生绿茵协

会主要干部组成。下设竞赛委员会、裁判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等机构。 

组委会各单位职务设置构成如下： 

主席团：由体育教研部老师、校团委文体部、绿茵协会的主要干部组成； 

竞赛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由绿茵协会成员组成； 

裁判委员会：设裁判长四人、特约顾问一人； 

仲裁委员会：设主席三人、委员若干人，由体育教研部老师、校团委文体部、绿

茵协会的主要干部组成。 

 

第二十二条 职能 

联赛组委会各单位职能如下： 

主席团：负责协调各单位关系，处理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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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委员会：负责竞赛日常事务，联赛的全面管理和后勤工作；安排联赛的组织

工作，包括场地等事项的安排；负责联赛的宣传工作、联络工作；对本规程进行

解释。 

裁判委员会：负责裁判的聘请、指派和培训；负责裁判员工作的监督。 

仲裁委员会：负责对各单位对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申请进行仲裁；负责对参

赛队、队员、裁判的监督和处罚工作。 

 

第二十三条 顾问 

组委会聘请学校有关领导、老师担任组委会顾问。 

 

第五章 比赛 

 

第一节 球队与比赛队员 

第二十四条 队员证件 

1. 队员在比赛时必须携带关键信息清晰可辨的有效证件。 

2. 在校学生的有效证件必须包括的关键信息有：照片、姓名、学号；教工的有

效证件必须包括的关键信息有：照片、姓名、教工证号或身份证号；校友的

有效证件必须包括的关键信息有：照片、姓名、身份证号。 

3. 在校学生的有效证件包括：学生 IC 卡、蓝皮学生证；教工的有效证件为：

教工证或身份证；校友的有效证件为：身份证。 

4. 不能提供有效证件或证件关键信息缺失或模糊的队员不能上场比赛。 

 

第二十五条 队员服装 

1. 参加比赛时，队员的着装必须与报名时提交的球队服装信息相符（守门员除

外）。参赛双方服装颜色相近时，由裁判员决定其中一方穿着组委会提供的

分队衫进行比赛。 

2. 所有队员须穿着同款队服。 

3. 如果参赛球队不能满足以上规定，该队可以穿着组委会提供的分队衫参加比

赛。申请执行本款规定的球队，必须在比赛开始前 24 小时向组委会提出申

请，并缴纳分队衫的使用费 50元/场。 

4. 队员如果穿着短裤，须与队服上衣同款。 

5. 队员可以穿着足球长裤（收腿裤）进行比赛。 

6. 守门员的服装颜色必须有别于其他上场队员和裁判。 

 

第二十六条 球衣号码 

1. 队员比赛时的身着的球衣号码必须与报名号码一致。 

2. 考虑到有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对于每队上场参加比赛的守门员以外的 10

名球员，至多允许其中一人穿着没有印制号码的同款队服出场。 

3. 如果参赛球队不能满足以上规定，该队可以穿着组委会提供的分队衫参加比

赛。申请执行本款规定的球队，必须在比赛开始前 24 小时向组委会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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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并缴纳分队衫的使用费 50元/场。 

4. 如果队员的球裤印有号码，则该号码必须与球衣号码一致。 

 

第二十七条 队员的其他装备 

1. 上场队员必需的装备是：运动上衣、运动裤、护腿板、护袜和足球鞋。 

2. 护腿板必须由护袜全部包住，而且应由适当的材料制成（橡胶、塑料、聚 

氨脂或其它类似的材料）。 

3. 队员在上场比赛时可以穿着适当的防护器具，包括软质护膝、护肘等。 

4. 队员在上场比赛时不得穿着皮质或硬钉的鞋。 

5. 上场队员不得穿戴能危及其他运动员的任何物件，如手表、钥匙、戒指、项

链、耳钉等。 

6. 其他装备要求与装备不合格的处理方式参见国际足联竞赛规则。 

 

第二十八条 赞助 

为鼓励各队自己拉赞助，本次联赛允许在球队名称中加入副名(如赞助单位

简称等)。另外允许在队服上印(贴)有不影响号码和队服颜色的广告。 

 

 

第二节 领 队 

第二十九条 领队职责 

1. 每场比赛赛前，双方须各有至少一名领队到场签字。领队签字后，比赛方能

开始。如在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开赛，比赛结果不予承认，并对相应参赛队

和裁判员进行处罚。超过比赛开赛时间 15 分钟后，领队仍未到场的，按该

队弃权处理。 

2. 各院系领队必须约束本院系队员和观众的行为，并对该院系可能出现的辱

骂、暴力等不文明行为负责。 

3. 各院系领队有义务协助裁判员对本方观众席进行管理。 

4. 在本队比赛进行期间，领队负责与第四官员交涉本队的换人工作。 

 

第三十条 代理领队 

比赛由领队本人签字并得以开始之后，如果领队需要暂时离开，则必须向裁

判组说明情况并指定一名代理人。代理领队可以代替领队行使除第二十九条第 1

款之外的其他领队职责。 

 

第三节 观众与替补队员 

第三十一条 替补席与观众席纪律 

1. 每场比赛进行过程中，除现场工作人员、上场比赛的球员和裁判以外的所有

非比赛人员必须远离球场边界线至少 2 米。若比赛现场有警戒线，则必须离

开警戒线外。 

2. 每场比赛进行过程中，禁止场外观众、替补球员、球队教练、球队领队与场

上裁判进行交流和交涉。 

3. 替补席与观众席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保持文明，禁止出现对任何辱骂或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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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现象。 

4. 每场比赛进行过程中，禁止替补队员身着球队队服出现在比赛场地周围。场

边的替补队员必须身着区别于场上队员的外套或号码衫。 

 

第三十二条 违规 

在每场比赛的完整过程内，因一方观众的不文明行为，裁判员有权对其所在

球队依次进行下列纪律处罚；情节严重的，裁判员有权进行跨级处罚。 

(1) 警告； 

(2) 扣除三个换人名额（若换人名额不足三个，剩余处罚在该球队下一场比赛中

继续执行）； 

(3) 向场上队长出示黄牌； 

(4) 终止比赛并判负（比分以被执行处罚的球队 0:3或实际更大比分计）。 

 

第六章 裁判员 

 

第三十三条 裁判组 

本赛事采取国际足联要求的常规裁判组织形式，每场比赛设裁判员四人，其

中主裁判一人，助理裁判员二人，第四官员一人。 

 

第三十四条 裁判员职责 

1．裁判员要严格执行规则，不感情用事，徇私舞弊。 

2．裁判员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场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控制好场上的局势，

不要受双方队员的影响。 

3．裁判组所有成员需要在比赛开始前 15分钟达到比赛场地进行场地检查、热身

等工作。 

4．球员列队时，裁判员需要检查上场队员的装备。 

5．当场上出现红牌或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时，当值裁判组有义务在二十四小时

内出具裁判报告。 

6．若有需要追加处罚的情况，裁判员要将裁判报告交至联赛组委会裁判委员会，

由裁判委员会转送仲裁委员会。 

 

第三十五条 裁判员指派 

参加执法清华大学足球联赛的裁判员(包括主裁判、助理裁判)必须是具有国

家三级或三级以上裁判资格的足球裁判员或者经赛事组委会认可的具有国家三

级或三级以上裁判水平的足球裁判员。执法本赛事的裁判员由裁判委员会负责聘

请或指派。 

 

第三十六条 竞赛规则 

本赛事的执法遵从最新版的国际足联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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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申诉和仲裁 

 

第三十七条 两级仲裁 

本赛事的仲裁共分为两级，绿茵协会为初级仲裁，受理该项比赛中的申诉，

并在规定时间内给出处理意见和解决方案；体育教研部和校团委文体部联合组成

二级仲裁，受理前一级仲裁裁决不了的申诉，并在规定时间内给出最终的判决。 

 

第三十八条 仲裁申请 

如果对比赛过程有异议，应由领队在比赛结束后在二十四小时内向仲裁委员

会提出书面仲裁要求(在仲裁要求中必须叙述比赛时的情况并举证)，并加盖系团

委公章。 

1．初级仲裁委员会在接到申诉书后四十八小时内，给出决议书，并将判决结果

给出书面判决书通知申诉方和被申诉方。 

2．申诉方或被申诉方在接到初级仲裁委员会的判决书后，如有异议，在二十四

小时内向二级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 

3．二级仲裁委员会在接到申诉书后四十八小时内给出最终的判决。 

 

第三十九条 仲裁依据 

裁判员、第四官员的报告和领队的书面申诉要求是仲裁委员会做出最终裁决的主

要依据。 

 

第四十条 同时申诉 

比赛双方针对同一问题同时或前后提出申诉，组委会仲裁委员会按两个申诉

处理，但是判决同时给出。 

 

第八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一节 奖  励 

第四十一条 冠军 

比赛冠军将获得清华大学足球杯赛奖杯和证书。 

 

第四十二条 最佳射手 

在比赛中进球最多的队员将获得“最佳射手”称号，并颁发证书。 

 

第四十三条 公平竞赛 

对于在比赛中表现出较好公平竞赛精神的队伍将授予“公平竞赛奖”，并颁

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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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惩  罚 

第四十四条 红黄牌自动停赛 

1. 比赛中被裁判员罚令出场的队员，自动停赛一场。 

2. 一名队员每累计获得两张黄牌，自动停赛一场。 

3. 一名队员的自动停赛应于受到纪律处罚后其所代表球队的下一场比赛（以场

序为准，下同）中执行。 

4. 若一场比赛被完整重赛，则先前中断比赛中出现的纪律处罚应被取消。 

5. 若一场比赛中有一方或双方被判负，则比赛中出现的纪律处罚不予取消。 

6. 自动停赛由竞赛委员会自动执行，除特殊情况外，仲裁委员会不再发布处罚

通知。 

7. 自动停赛仅在纪律处罚的当赛季内有效。 

8. 小组赛结束后，无自动停赛的队员，累积红黄牌清零。被自动停赛的队员，

停赛期满后，累积红黄牌清零。 

 

第四十五条 对队员的追加纪律处罚 

1. 赛事组委会有权对每场比赛完整过程内（包括赛前、赛中、赛后，下同）队

员的不正当行为进行追加纪律处罚。 

2. 处罚条例： 

a) 在比赛中动作粗野、使用过分力量的，处一场以上（含，下同）禁赛。 

b) 在比赛完整过程内对本方或对方队员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处一场以上禁

赛；行为恶劣的，处四场以上禁赛。 

c) 在比赛完整过程内对本方或对方队员存在暴力行为的，处四场以上禁赛；

行为恶劣的，处七场以上禁赛。 

d) 在比赛完整过程内武力攻击本方或对方队员的，处七场以上禁赛；行为

恶劣的，处终身禁赛。 

e) 在比赛完整过程内对裁判员或观众使用不文明语言或挑衅的，处三场以

上禁赛；行为恶劣的，处六场以上禁赛。 

f) 在比赛完整过程内侵犯裁判员或观众的，处七场以上禁赛；行为恶劣的；

处终身禁赛。 

g) 在比赛完整过程内武力攻击裁判员或观众的，处终身禁赛。 

h) 在比赛完整过程内有其他不正当行为的，酌情处以禁赛。 

3. 每一项对于队员的追加纪律处罚，赛事组委会均出具处罚通知。 

4. 若一名队员在比赛中被裁判员警告或罚令出场，并因与被警告或罚令出场相

同的原因被处以追加纪律处罚，起因被警告或罚令出场而产生的自动停赛不

再执行。 

5. 对于队员的追加纪律处罚跨赛季有效。 

6. 对以校友身份参加比赛的队员，如违反上述条例，从重处罚。 

7. 对以在校学生身份参加比赛的队员，如违反上述条例，适当延长其可以以校

友身份参加本项赛事的间隔年限。 

8. 所有违反校规校纪以及法律者，由组委会报请相关部门以相应规定予以处

分。 

 

第四十六条 对球队的追加纪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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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仲裁委员会有权对每场比赛完整过程内（包括赛前、赛中、赛后，下同）球

队的不正当行为或弃权行为进行追加纪律处罚。 

2. 球队的不正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有三名以上（含）队员被追加纪律处分; 

b) 领队的不正当行为； 

c) 观众的严重不正当行为； 

d) 派出无参赛资格队员出场； 

e) 弃权比赛； 

f) 对比赛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及时开始负有责任并导致比赛推迟十五分钟以

上。 

3. 根据球队不正当行为的严重程度，组委会有权对球队处以以下处罚中的一种

或多种： 

a) 该场比赛判负，比赛结果按 0：3或更大分差的实际比分记； 

b) 取消年度比赛资格，该年参赛成绩记为乙级最后一名； 

c) 削减下一年度报名人数上限； 

d) 取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本赛事参赛资格。 

4. 每一项对于球队的追加纪律处罚，赛事组委会均出具处罚通知。 

 

第四十七条 其他说明 

1. 针对以上可以进行追加纪律处罚的现象，任何其他球队可以进行举报或申

诉，具体要求参见第七章。 

2. 对于比赛中观众的不正当行为，由当值裁判根据本章程第三十二条当场进行

处理。情节严重的，作为球队的不正当行为交由组委会进行处理。 

3. 任何队员装备问题，由当值裁判组进行处理。对此有疑问的队伍需当场向当

值主裁反映。比赛结束后，组委会不接受任何有关队员装备的举报或申诉。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附加说明 

本规程解释权归赛事组委会所有。 

 

 

 

 

 

 

 

清华大学马约翰杯 “乔丹体育”足球比赛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