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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联竞赛规则是最重要的基础文件，可在国际铁联官方网站上查阅：

www.triathlon.org。该文件作为官方参考文件，由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提出修订意见，

经国际铁联执委会批准后生效。 

 

联系方式：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ITU） 

地址：#221-998 Harbourside Drive 

North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7P 3T2 

电话：(1 604) 904 9248 

传真：(1 604) 904 9249 

电邮：ituhdq@triathlon.org 

更多关于国际铁联的信息可查阅 www.triathl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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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宗旨 

a）国际铁人三项联盟（译者注：以下简称“国际铁联”）是铁人三项、铁人两项以

及其他相关分项的唯一管理机构，并负责为其制定相关的竞赛规则。国际铁联管辖的所

有运动项目见附件A和附件J。 

b）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ITU-TC）将确保国际铁联举办的比赛在技术方面达到最高

质量标准。 

c）国际铁联竞赛规则具体规定了在国际铁联比赛中运动员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国际

铁联竞赛规则中未明确说明的情况，如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未另行做出决定，将分别参

照国际游泳联合会、国际自行车联盟、国际滑雪联合会、国际残奥委员会游泳项目、国

际残奥委员会田径项目和国际残奥委员会越野滑雪项目的规则。 

d）国际铁联比赛操作手册为举办比赛的会员协会（NFs）和比赛当地组委会

（LOCs）制定了安全保卫和后勤保障等工作的标准。 

e）国际铁联技术官员（ITO）认证管理办法为国际铁联技术官员的认证设定了标

准。 

f）部分仅仅适用于特定比赛的规则，将在文中予以说明。 

 

1.2  目的 

a）国际铁联制定本竞赛规则的目的是： 

（1）创造一种公平、公正并体现良好体育道德的竞赛环境； 

（2）提供安全保卫和保护措施； 

（3）强调独创性和技巧性，不过分限制运动员自由发挥的空间； 

（4）对非法获利的运动员给予处罚； 

b）附件D提供了本规则中使用的所有名词的定义和解释。在解释或执行规则的过程

中遇到任何困难应立即向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提出。 

 

1.3 语言及交流 

a )国际铁联比赛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1)会员协会有责任按照要求为其所属运动员提供英文翻译服务。 

(2)无论是否同时使用其他语言，比赛当地组委会至少要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1.4  规则的调整 

a）在规则适用过程中，对于国际铁联管理权限范围内的其他分项的比赛，本规则可

进行相应调整。 

b）运动员不可以在规则说明的范围之外获利或者实施危险的行为。为保证此条款的

顺利实施，本规则对于各种犯规情况的处罚办法进行了说明。技术官员根据其判断来决

定运动员是否在规则说明的范围之外获利。 

c）国际铁联竞赛规则适用于由国际铁联会员协会举办的国际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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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例外情况 

a）国际铁联竞赛规则适用于所有国际铁联批准的比赛，并由其任命的技术代表加以

执行。在国际铁联竞赛规则与比赛举办地的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国际铁联竞赛规则

在冲突的部分有效（译者注：此处可理解为，为顺利举办国际铁联比赛而需在某一特定

条件下实施法律通常不允许的行为，当地法律应给予必要的授权），运动员应尽早地获

知相关法律条文的含义，至晚不得迟于比赛开始前。在特定的比赛中特别环境下的例外

情况必须事先得到国际铁联的批准，有关申请应通过相关的会员协会书面提交给国际铁

联技术委员会（ITU－TC）。 

  

1.6  特别规则 

a）技术代表可以批准某一特定比赛执行特别规则，前提是： 

（1）每一条增加的特别规则不与其他国际铁联规则发生冲突； 

（2）每一条增加的特别规则都在赛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参赛人员并在运动员技术会上

宣布； 

（3）每一条增加的特别规则以及增加的原因都在赛前一周通知国际铁联技术委员

会。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只可通过国际铁联执委会使得某条增加的特别规则失效。 

 

1.7  未经授权的例外情况或特别规则 

a）未经授权的例外情况或特别规则的增加将会导致比赛得不到批准，或者已经得到

批准的比赛失去举办权。这种情况会导致法律纠纷，尤其是在比赛中发生事故的情况

下。保险部门也声明这些情况下的索赔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1.8  规则的更新 

a）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根据其判断，可经国际铁联执委会批准适时对竞赛规则进行

修订。所有修订的部分应至少在生效前30天书面通知各会员协会。更新的规则将在国际

铁联网站上（www.triathlon.org）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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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员行为 

 

2.1  总则 

a）全世界有众多运动员从事铁人三项及国际铁联管辖的其他分项。比赛的战术、策

略是运动员之间相互竞争的一个方面，运动员应做到： 

（1）始终奉行和遵守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 

（2）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任； 

（3）知道、理解并遵守国际铁联竞赛规则（可从其会员协会或国际铁联官方网站

WWW.TRIATHLON.ORG获取）； 

（4）遵守交通规则，听从技术官员的指导； 

（5）对待其他运动员、技术官员、志愿者和观众要尊重而有礼貌； 

（6）不使用不文明语言； 

（7）退出比赛后应通知技术官员。 

（8）比赛中不得向赛事工作人员和技术官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寻求帮助。 

（9）避免埋伏式营销行为。 

（10）不得将垃圾或者比赛装备丢弃于赛道附近，饮水站和垃圾丢弃点等指定区域

除外。运动员须保存好所有参赛装备和物品并放回转换区自己的位置上。 

 

2.2 外界援助 

a) 在技术代表和裁判长的许可下赛事工作人员和技术官员可以向运动员提供援助，

但是仅限于提供饮品、营养品、器械和医疗服务。参加同场比赛的运动员可以互相提供

附带器材物品，如营养品、饮料（在饮水站之后）、气筒、管胎、内胎和补胎设备。 

b)运动员不能向同场竞技的运动员提供可能导致自身无法完成比赛的器材物品，包

括但不限于跑鞋、比赛自行车、车架、车轮和头盔。否则，两名运动员都将被取消比赛

资格。 

 

2.3  使用兴奋剂 

a）运动员应遵守国际铁联关于反兴奋剂的规则和规定。 

b）所有运动员都有义务熟悉国际铁联关于反兴奋剂的规则和规定，包括医学和兴奋

剂检测、接受检测的义务、权利、责任和检测程序、处罚、申诉程序以及违禁物质清

单。 

c）国际铁联目前已采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的反兴奋剂规则。 

 

2.4  身体条件 

a）铁人三项和国际铁联管辖的其他分项是高强度的运动项目。要参加此类运动项目

的比赛，运动员必须要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运动员的健康和利益至关重要。在参赛的

同时，运动员即声明其健康状况和身体条件良好，可以完成比赛。 

b）每次比赛的游泳赛段、自行车赛段及全程的关门时间将由技术代表（TD）决定。

这些关门时间须印制在赛前相关的报名资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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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铁联鼓励运动员定期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参加竞技运动之前进行事前评估。 

 

2.5 参赛资格 

a）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与其所属会员协会保持良好的关系。所有的参赛报名由会员

协会执行，而不可由运动员本人进行。 

b）被停赛的运动员不允许参加任何国际铁联比赛，或国际铁联会员协会批准的任何

比赛，或任何在国际铁联规则之下举行的比赛。 

c）运动员年龄以参加比赛当年12月31日时的年龄计算。 

d）运动员年龄在15至17岁之间，有资格参加少年组比赛。 

e）运动员年龄在16至19岁之间，有资格参加青年组比赛。 

f）运动员年龄在18至23岁之间，有资格参加23岁以下组比赛。 

g）不同比赛的参赛资格分配办法见附件E。 

h）详细的奥运会参赛资格分配办法见附件E。 

i) 如其中一场是标准距离或更长距离比赛，则运动员不允许在48小时之内（按照各

项赛事首个比赛组别的出发时间计算）参加两场或两场以上不同分项（见附件J）的比

赛。使用超短距离的接力组比赛（见第15.1.a条）可例外。 

j）年龄限制：参赛运动员的年龄必须符合附件A中的最低年龄限制。洲际联合会可

为洲际锦标赛制定特殊的年龄限制规则，如超短距离的少年组。附件A中的年龄限制规则

不可更改。 

K）运动员参加非本人所属年龄段、非规则允许的比赛距离或者48小时之内的第二场

比赛，将被取消比赛资格或成绩，其所获奖品、奖金和积分将予以取消。 

 

2.6 保险 

a）参赛运动员必须拥有足够的保险，由其会员协会提供保证。保险应覆盖： 

（1）任何铁人三项比赛之前、期间、之后发生的意外事故； 

（2）运动员奔赴比赛路途之中可能遇到的疾病； 

（3）比赛期间由某运动员引起的责任； 

b )运动员所在会员协会为运动员报名时，应保证参赛运动员均办理保险。承办比赛

的当地组委会或会员协会不可出于保险目的强制性向参赛运动员收取费用。 

 

2.7  报名 

a）报名 

（1）运动员参加国际铁联的比赛，应通过其所属的会员协会按照其会员协会的资格

系统或其他国际铁联批准的资格系统报名。 

（2）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按照本规则2.4条以及附件E报名

参赛。 

（3）在参加国际铁联世界杯赛或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之前，优秀组运动员必须签署

国际铁联运动员参赛协议，该协议声明由于国际铁联（ITU）规则和规定引起的任何争

议，如果无法通过现有申诉程序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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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运动仲裁法庭（CAS）做出最终判决，而不得向普通民事法庭提

出诉讼。国际铁联运动员参赛协议签署后，有效期至比赛当年年底。 

（4）各会员协会负责通过国际铁联网站WWW.TRIATHLON.ORG上的在线报名系统为其

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报名。 

（5）所有分龄组、少年组、青年组和23岁以下组运动员必须在赛前报到和领取参赛

包时提供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 

b）赛前技术会 

（1）教练员会议：如果安排教练员会议，则教练员会议应在运动员技术会之前一小

时举行。会议由技术代表主持。会议议程包括比赛所有的技术细节以及为教练员特别提

供的信息。教练员的证件将在此会议上发放。若没有安排教练员会议，则教练员证件将

在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运动员技术会结束时发放。 

（2）分龄组技术会：在国际铁联世锦赛中，将召开分龄组领队和教练员技术会，会

议由技术代表主持。会议只允许分龄组领队和教练员参加。会议内容包括比赛所有相关

的必要信息。此外，将为伤残组别召开单独的会议。 

（3）伤残组领队会：如果召开伤残组领队会，那么该会议将在在伤残组技术会前一

天举行。会议由技术代表主持，会议内容包括所有比赛相关的必要信息，也包含伤残运

动员比赛应注意的特殊事项。 

（4）优秀组、U23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技术会：所有的国际铁联比赛中，将

召开优秀组运动员技术会，会议由技术代表主持。优秀组、U23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

员必须参加。优秀组教练员也可以参加。不参加技术会的运动员将受到以下处罚： 

 未出席技术会并未向技术代表请假的运动员，将从出发名单除名。 

 迟到或未出席技术会但向技术代表请假的运动员，将转移至出发名单上的最后一

位。 

 参加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和世界杯赛的运动员，如果在同一年内缺席技术会超过

两次，则从第三次缺席技术会开始，运动员将被从出发名单上除名。 

（5）运动员进入技术会会议室前须签到。 

（6）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及世界杯比赛中，男子、女子优秀组运动员的赛

前技术会一同召开。会议时间为第一场优秀组比赛前第二天的下午18:00点（当地时

间）。其他所有国际铁联比赛的技术会应在第一比赛日前第一天或第二天的下午18:00点

（当地时间）举行，如技术会在其他时间召开则应提前45天在国际铁联网站上公布。 

c）领取参赛包 

（1）所有国际铁联比赛——分龄组 

 所有运动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在比赛正式报到处领取参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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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参赛包的时间应从比赛前第3天开始，安排2天，每天的领取时间应为09：00

至19：00。如果某个会员协会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参赛包，则必须提前14天

以书面形式向国际铁联申请为其安排其他时间。 

 参赛包中至少包含以下物品：5块官方比赛号码（1块号码布，1块自行车号码，3

块头盔号码）和4个安全别针，带有比赛号码的游泳帽，计时芯片，证件，运动

员指南，参加比赛相关活动的门票。当地组委会提供的礼物也可以一并提供。 

（2）所有国际铁联比赛——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 

 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在赛前技术会后领取参赛包。 

 参赛包中包含以下物品：3块头盔号码，1块自行车号码，4套文身号码，证件，

运动员指南，参加比赛相关活动的门票。当地组委会提供的礼物也可以一并提

供。 

d）检录 

（1）当分龄组的运动员人数超过700人时，应在赛前一天提前安排检录。分龄组运

动员较少时，以及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少年组和伤残组的自行车检查可以安

排在本组比赛同一天。 

（2）比赛当天，技术官员将在运动员准备区或转换区进行检录，包括： 

 发放游泳帽和计时芯片（分龄组比赛除外） 

 检查运动员比赛服是否符合国际铁联比赛服与装备细则（见附件F），并为每件

比赛服照相。如果运动员需要更换比赛服，那么此过程需重新进行。 

 自行车检查的有关规定见5.3条。 

 为所有未参加技术会的运动员发放参赛包。 

 

2.8  比赛服 

a）所有参加国际铁联比赛的运动员均需身着各自会员协会的比赛服，且须符合国际

铁联比赛服与装备细则（见附件F）。 

b）关于比赛服，运动员须遵守以下规则： 

（1）在整个比赛和颁奖仪式中，运动员必须身着比赛服。 

（2）比赛服必须覆盖正面整个躯干，背部从腰部以上可以外露。 

（3）从肩部以下手臂必须裸露。颁奖仪式上允许穿着长衣长裤。技术代表根据天气

情况，可以授权覆盖这些区域。在允许使用防寒泳衣的情况下，可以覆盖手臂但不能覆

盖手部。此条不适用于冬季铁人三项比赛。 

（4）如果比赛中禁止使用防寒泳衣，那么在游泳赛段膝盖以下部位不允许覆盖。如

果允许使用防寒泳衣，则允许在游泳赛段覆盖膝盖以下腿部。其他赛段也允许覆盖。 

（5）建议使用连体式比赛服，如果使用分体式比赛服，则上、下两部分之间不得有

空隙，也就是说两部分应重叠。运动员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必须覆盖躯干。 

（6）比赛服如果有拉链，应置于背后，最长不超过40厘米（长距离比赛项目除

外）。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3版） 

-10- 
 

 

（6）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比赛服不得离肩。 

（7）标准距离或短距离比赛中，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在整

个比赛中必须穿着同一件比赛服。 

（8）如技术代表同意，可以使用雨衣。雨衣必须与比赛服的样式和颜色相同，或者

是透明的。 

（9）如果比赛服不符合规则要求，运动员必须穿国际铁联提供的比赛服，或覆盖所

有不符合规则规定的标志。 

c )来自穆斯林地区的女性运动员允许将除脸部以外的其他部位完全覆盖，只要符合

以下规定： 

（1）比赛服材料必须得到国际泳联的认可（仅适用于不使用防寒泳衣的游泳比赛

中） 

（2）所穿服装不能影响自行车设备的正常运行。 

（3）根据技术代表的指示，在比赛服上使用身份识别元素。 

 

2.9  比赛号码 

a）在跑步赛段，运动员必须佩戴比赛号码（号码布）。比赛号码必须从正面清晰可

见。优秀组、23岁以下组、少年组和青年组运动员不必佩戴比赛号码。当分龄组

比赛和其他组别运动员混合比赛时，技术代表有权强制规定所有运动员佩戴比赛

号码。 

b )参加冬季铁人三项比赛的运动员必须佩戴比赛号码。 

c）在自行车赛段和使用防寒泳衣的游泳赛段可使用号码布。 

d) 在不使用防寒泳衣的游泳赛段禁止使用号码布。 

e)关于伤残运动员比赛号码的使用规定在第17章详细说明。 

f) 纹身号码： 

（1）当地组委会将为优秀组运动员提供纹身号码贴纸，运动员们须在赛前将纹身号

码转印至身体上。 

（2）如国际铁联技术代表未在技术会上做特别说明，纹身号码应转印至每一手臂和

腿部。 

（3）两位数和两位数以上的号码，必须按垂直方向排列，而非水平方向。 

（4）对于分龄组比赛，运动员其中一只小腿上必须标记其所属的分组和性别（例

如，号码M25应使用于男子25至29岁分龄组运动员，号码F25应使用于女子25至29分龄组

运动员）。 

 

2.10 比赛号码的分配 

a）通用原则 

（1）运动员的比赛号码将根据以往参加同类别比赛的成绩分配。 

（2）男子、女子优秀组的比赛号码将分别从1号开始编号，长距离比赛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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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使用13号。 

b）各项赛事比赛号码分配 

（1）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和总决赛 

 第一依据：当前的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排名 

 第二依据：国际铁联积分表 

 第三依据：随机 

（2）U23铁人三项世锦赛 

 第一依据：当前的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排名 

 第二依据：国际铁联积分表 

 第三依据：随机 

（3）青年组——所有赛事 

 第一依据：每个国家（地区）一名运动员，随机确定 

 第二依据：每个国家（地区）第二名运动员，随机确定 

 第三依据：每个国家（地区）第三名运动员，随机确定 

 第四依据：每个国家（地区）第四名运动员，随机确定 

 继续这种分配方式，直到名单所有人分配完毕 

（4）铁人三项世界杯赛 

 第一依据：国际铁联积分表 

 第二依据：随机 

（5）铁人三项洲际杯赛 

 第一依据：国际铁联积分表 

 第二依据：本大洲的洲际排名 

 第三依据：随机 

（6）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优秀组 

 第一依据：前一年比赛前10名 

 第二依据：国际铁联积分表 

 第三依据：本大洲的洲际排名 

 第四依据：随机 

（7）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U23组 

 第一依据：国际铁联积分表 

 第二依据：随机 

（8）其他分项赛事优秀组 

 第一依据：国际铁联相关的排名 

 第二依据：随机 

（9）分龄组——所有赛事 

 第一依据：年龄段 

 第二依据：按照国家代码次序分组编号，东道主居首 

（10）伤残组——所有赛事 

 第一依据：按以下组别顺序：TRI6bF, TRI6bM, TRI6aF.TRI6aM, TRI5F，

TRI5M, TRI4F, TRI4M, TRI3F, TRI3M, TRI2F, TRI2M, TRI1F and TRI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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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依据：伤残运动员排名 

 第三依据：随机 

（11）团体接力——所有赛事 

 第一依据：每个国家（地区）一个队 

 第二依据：前一年该赛事的成绩 

 第三依据：随机 

     c）如果设有资格赛和决赛，决赛的号码分配办法见20.5。 

 

2.11 计时和成绩 

a）根据规则6.2 a）,17.12c）和18.8的说明，从出发信号发出直至完成比赛用时

最短的运动员赢得比赛。 

b）正式成绩将根据运动员们的完成时间排列，正式成绩册的制作须符合ORIS（译

者注：Olympic Results and Information System，奥林匹克成绩处理和信息

系统）标准。详细的格式请参考附件L。如出现两名运动员并列且无法区分胜

负，他们将被授予相同的名次，排在他们之后的一名运动员名次应增加2位，随

后的运动员正常排名即可。分段成绩包括： 

（1）游泳比赛时间或第一赛段时间 

（2）第一换项时间 

（3）自行车比赛时间或第二赛段时间 

（4）第二换项时间 

（5）跑步比赛时间或第三赛段时间 

（6）总时间 

c）成绩册应包括未完成比赛（DNF）的运动员，没有出发的运动员（DNS）、被取

消比赛资格的运动员（DSQ）以及任何被套圈的运动员（LAP），按照下列顺序

列出： 

（1）被标记DNF或LAP的运动员（在一组之中）排列靠前，其次是被标记DSQ和

DNS的运动员。 

（2）如果被标记DNF或LAP的运动员多于一人，则完成圈数较多的列前；如果被

标记DNF或LAP的几名运动员完成圈数相同，则根据上个计时点的成绩，成

绩较好者列前；如果运动员退出时尚无任何计时成绩，则根据出发号码以

升序排列。 

（3）如果被标记DNS的运动员多于一名，同组运动员根据出发号码以升序排列。 

（4）如果被标记DSQ的运动员多于一名，同组运动员根据出发号码以升序排列。 

（5）被标记DSQ的运动员，所获成绩和排名（取消比赛资格之前的赛段中）不予

显示。 

（d）上述规则同样适用于接力比赛，并且应显示每名运动员的总时间。 

（e）由裁判长签名的成绩即成为正式成绩。非正式成绩可在任何时候被宣布为正

式成绩。裁判员应利用全部资源去判断每位运动员的最终比赛成绩。科技手段可以用来

协助判断过程。如果两名运动员同时抵达终点，裁判员根据各种证据和自己的判断有权

判定名次并列。然而，如果运动员故意造成人为的并列，将被取消比赛成绩（D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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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犯规及处罚 

 

3.1  总则 

a）违反国际铁联竞赛规则的运动员将受到口头警告、时间处罚、取消比赛资格、停

赛或者禁赛的处罚。 

b）运动员的犯规性质将决定处罚方式。 

c）停赛和禁赛处罚将在运动员严重违反竞赛规则或国际铁联反兴奋剂规则时使用。 

d）处罚的理由：运动员犯规将得到口头警告、时间处罚或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具

体的犯规行为及处罚方式见附件L。 

e）即使某项具体的犯规行为未列入附件L，如果技术官员认为运动员非法获利或故

意制造了危险的状况，则技术官员有权实施处罚。 

 

3.2  口头警告 

a）警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醒运动员可能会出现犯规行为，以及促使技术官员形成更具

“前瞻性”的执裁态度。 

b）出现以下情况给予口头警告： 

（1）运动员无意中犯规； 

（2）技术官员认为犯规行为将要发生； 

（3）运动员没有通过犯规获利。 

c ) 给予口头警告 

 技术官员将以吹口哨的形式警告，必要时可以命令运动员停止比赛，改正行为后再

继续比赛。 

 

3.3  时间处罚 

a）在对运动员做出更严厉的判罚之前，技术官员无须先给予警告。 

b）时间处罚适用于轻度违规。 

c）时间处罚将在规定的处罚区或转换区进行。 

d）时间处罚的判罚程序： 

（1）技术官员可决定给予运动员警告，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技术官员将按照以下

程序给予时间判罚：  

 吹口哨或喇叭；出示黄牌；呼叫运动员的号码（用英语），同时说“Time 

Penalty”（“时间处罚”）；出于安全原因，技术官员可推迟处罚。 

 另一种处罚方式是，犯规运动员的比赛号码将被张贴在处罚区入口处，运动

员有责任检查处罚区的公告牌上是否有自己的比赛号码。 

e）时间处罚的程序。 

（1）当运动员被技术官员出示黄牌后，应听从技术官员的指示。 

（2）转换区的时间处罚（适用于在此之前的犯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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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官员将手持黄牌，在犯规运动员的自行车位置上等待，运动员抵达后，

技术官员要求其停止比赛，并不得接触任何比赛装备。 

 运动员一旦站定，技术官员即开始计时。 

 处罚时间结束后，技术官员说“GO”（“走”），运动员方可继续比赛。 

（3）自行车处罚区的时间处罚：（适用于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自行车赛段的犯规行

为） 

 技术官员将要求运动员到下一个处罚区报到，并听从处罚区技术官员的指

示。接到通知的运动员有义务自行到下一个处罚区报到。自行车处罚区不张

贴被处罚的运动员号码。 

 犯规运动员将进入下一个处罚区并告知技术官员自己的身份和号码。处罚时

间从运动员进入处罚区开始计算，当技术官员说“GO”（“走”）处罚时间

结束，运动员方可继续比赛。 

（4）跑步处罚区的时间处罚：（适用于允许尾随的比赛中第一换项、自行车赛段、

第二换项和跑步赛段的犯规行为和所有比赛中第二换项和跑步赛段的犯规行为，不允许

尾随的分龄组比赛除外） 

 犯规运动员的号码将在处罚区前的公告牌上清楚地张贴。 

 犯规运动员进入处罚区，并通知相关技术官员自己的身份和号码。处罚时间

从运动员进入处罚区开始计算，当技术官员说“GO”（“走”）处罚时间结

束，运动员方可继续比赛。 

 已接受处罚的运动员的号码将从公告牌上删除。 

 犯规运动员可在跑步赛段的任何一圈接受处罚。 

 在接力比赛中，队伍中任何未完成自身赛段的运动员均可以代表本队接受处

罚。 

 犯规处罚通知必须在运动员完成跑步比赛前半程期间公布在公告牌上，之后

公布的无效。 

 

3.4 取消比赛资格 

a）概述 

（1）取消比赛资格是对运动员严重犯规行为，例如(但不仅限于)反复尾随犯规或危

险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的处罚。 

（2）对于分龄组和伤残组运动员，当“时间处罚”累积达到以下次数时可以取消比

赛资格(DSQ)： 

 在标准距离或短距离比赛中2次时间处罚 

 中长距离比赛中3次时间处罚 

b）判罚 

（1）如果时间与条件允许，技术官员将按照以下程序给予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 

 吹或口哨喇叭； 

 出示红牌； 

 呼叫运动员的号码（用英语），同时说“Disqualified”（“取消比赛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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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安全原因，技术官员可推迟处罚。 

（2）另一种处罚方式是，犯规运动员的比赛号码将被张贴在终点后的区域。 

c）判罚取消比赛资格后的处理程序 

（1）运动员被判罚取消比赛资格后，也可以继续完成比赛。 

 

3.5  停赛 

a）概述 

（1）停赛适用于欺骗行为、十分严重的犯规行为，例如（但不仅限于）反复的危险

动作或违反体育道德行为。 

（2）在停赛期间，运动员不得参加国际铁联比赛或者国际铁联会员协会批准的比

赛。 

b）判罚 

（1）裁判长将口头或通过公告板（如果无法口头通知）通知运动员或其协会，告

知已就其犯规行为向国际铁联执行委员会报告，并有可能导致其被停赛。 

（2）裁判长将向国际铁联执委会提交包括所有犯规细节及建议停赛原因的的报

告。这份报告应在赛后一周内提交至国际铁联秘书长。 

c）停赛决定由国际铁联执委会签发，根据犯规行为的性质，停赛期可从3个月至4

年。 

d）因使用违禁药物而停赛：如果停赛是因为使用违禁药物，运动员将不能参加任何

其他被国际铁联、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总会认可的国际体育组织所管辖项

目的赛事，反之亦然。 

e）判罚停赛理由 

（1）可导致判罚停赛的情况见附件K； 

f）处罚的通知 

（1）运动员被停赛，国际铁联主席会在30天之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所属会员协

会。 

（2）所有被停赛的运动员将通过国际铁联通讯公布，同时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

育单项联合会总会。 

 

3.6  终身禁赛 

a）概述 

（1）被终身禁赛的运动员终身不得参加国际铁联比赛或者国际铁联会员协会批准

的比赛。 

b）判罚终身禁赛的理由 

（1）反复的被判罚停赛的犯规行为。 

（2）因使用违禁药物而终身禁赛：如果终身禁赛是因为使用违禁药物，运动员将

不能参加任何其他被国际铁联、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总会认可的国际体育

组织所管辖项目的赛事，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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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处罚的通知 

（1）如果一名运动员被停赛或禁赛，则国际铁联主席将在30天内以书面方式通知

其所属会员协会。 

（2）所有被停赛的运动员将通过国际铁联通讯公布，同时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

育单项联合会总会。 

 

3.7 申诉权 

被指控犯规的运动员有申诉的权利。 

 

3.8  复赛 

停赛期满后，运动员必须向国际铁联执委会提出恢复参赛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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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游泳 

 

4.1 总则 

a）运动员可以使用任何泳姿进行比赛，也可以踩水或漂浮。在游泳比赛每圈开始和

结束时可蹬地前进。 

b）运动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比赛路线前进。 

c）运动员可以站立在水底或抓住静止物体休息，如浮漂或静止的船只。 

d）遇紧急情况，运动员应高举单臂求救。一经正式救助，运动员必须退出比赛。 

 

4.2 防寒泳衣的使用 

a）防寒泳衣的使用将根据以下表格操作： 

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 

游泳比赛距离 下列温度以上禁止使用 下列温度以下必须使用 

1500米以下 20℃ 14℃ 

1501米以上 22℃ 16℃ 

分龄组运动员： 

游泳比赛距离 下列温度以上禁止使用 下列温度以下必须使用 

1500米以下 22℃ 14℃ 

1501米——3000米 23℃ 16℃ 

3001米——4000米 24℃ 16℃ 

b )在水中停留的最大时间 

游泳比赛距离 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 分龄组运动员 

300米 10 分钟 20分钟 

750米 20 分钟 30 分钟 

1500米 30 分钟 1 小时 10 分钟 

3000米 1小时 15 分钟 1 小时 40 分钟 

4000米 1小时 45 分钟 2 小时 15 分钟 

 

4.3 规则的调整 

a）根据下表，游泳比赛可缩短距离甚至取消： 

初始游泳比赛距

离 

水温（单位：摄氏度） 

16.9-16.0 15.9-15.0 14.9-14.0 13.9-13.0 13.0以下 

750米 750米 750米 750米 750米 取消 

1500米 1500米 1500米 1500米 750米 取消 

3000米 3000米 3000米 1500米 取消 取消 

4000米 4000米 3000米 1500米 取消 取消 

注：上述水温指标可因气温状况不同而进行调整。如果水温低于22摄氏度且气温低

于15摄氏度，则测量所得的水温数据应根据下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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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摄氏度 
气温 

15 14 13 12 11 10 9 8 

水温 

22 21 20.5 20 19.5 19 18.5 18 17.5 

21 20.5 20 19.5 19 18.5 18 17.5 17 

20 17.5 17 16.5 16 15.5 15 14.5 14 

19 17.0 16.5 16 15.5 15 14.5 14 13.5 

18 16.5 16 15.5 15 14.5 14 13.5 13 

17 16 15.5 15 14.5 14 13.5 13 取消 

16 15.5 15 14.5 14 13.5 13 取消 取消 

15 15 14.5 14 13.5 13 取消 取消 取消 

14 14 14 13.5 13 取消 取消 取消 取消 

b）如果受其他天气条件影响，如：强风、暴雨等，国际铁联技术代表和医务代表可

调整游泳比赛距离或防寒泳衣使用规定。最终决定由技术代表于比赛开始前1小时做出并

向参赛运动员宣布。 

c）在水陆两项比赛中，如果水温低于22摄氏度，则比赛形式将改为：游泳——跑

步。 

d）水温测量：水温测量必须在比赛当天比赛开始前一小时进行，在比赛路线的中央

和另外两个位置、60厘米水深处进行测量，取所测得的最低水温作为官方水温。 

 

4.4 出发位置的选取（优秀组、U23 组、青年组和少年组） 

a）比赛开始前，运动员按照比赛号码的顺序列队，除非运动员的出发排位在运动员

技术会后被调整。 

b）运动员登上出发台后直接站到自己选取的出发位置上，并且一直保持在预出发线

后，直至出发程序启动。运动员选取出发位置后不可更改。每名运动员不可占用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出发位置。 

c）出发技术官员负责记录每名运动员的比赛号码和所选取的出发位置。 

d）所有运动员就位后，出发位置选取结束。 

 

4.5 出发程序（优秀组、U23 组、青年组和少年组） 

a）所有运动员就位后（出发线技术官员确认并记录后），发出口令“on your 

mark”（各就各位），运动员上前一步至出发线。 

b）出发口令发出后，出发信号可在任意时刻发出，一般为喇叭声，运动员听到出发

信号后，运动员出发。 

c）以下技术官员参与出发程序： 

（1）2名出发技术官员并肩站在运动员身后的出发区中间。 

 第一出发技术官员负责发出“on your mark”的口令。 

 第二出发技术官员负责发出出发信号。 

    （2）2名出发犯规技术官员站在出发区两侧，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出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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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备一个汽笛用于在出发犯规的情况下发出信号（连续几声汽笛响） 

 配备照相机或摄像机用于拍摄出发犯规情况。 

d）出发犯规：在多名运动员抢跳（跑）的情况下，运动员必须回到先前选择的出发

位置。出发技术官员负责操作，出发程序重新启动。 

e）个别犯规但出发有效的情况：个别几名运动员抢跳（跑）的情况下，比赛可继续

进行，出发犯规技术官员可认定出发有效。抢跳（跑）的运动员将在第一换项时接受15

秒的时间处罚。在接力比赛中，上述时间处罚必须由队中第一名比赛运动员接受。 

f）其他分项比赛也可在此程序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后运用于比赛出发。 

 

4.6 比赛装备 

a）游泳帽 

（1）运动员在游泳赛段必须佩戴正式游泳比赛的泳帽。 

（2）泳帽由国际铁联或组委会提供。 

（3）若运动员选择佩戴两个泳帽，则官方提供的泳帽须戴在最外面。 

（4）除国际铁联和组委会官方指定之外泳帽上不允许出现任何赞助商标志。 

（5）运动员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动泳帽。 

（6）运动员不佩戴官方泳帽或随意改动官方泳帽将受到处罚，最严厉可被取消比赛

资格。 

b )比赛服 

（1）在不允许使用防寒泳衣的比赛中，运动员必须穿国际铁联认可的比赛服。如果

运动员穿多套比赛服，则所有比赛服都必须符合规定，且外面的比赛服必须符合比赛服

细则，并且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不可脱掉。 

（2）比赛服不允许含有氯丁橡胶组成部分。 

（3）如果有拉链，应置于背后，最长不超过40厘米（长距离比赛除外）。 

（4）在不允许使用防寒泳衣的比赛中，不允许覆盖肩膀以下的手臂部位和膝盖以下

的小腿部位。 

（5）各类标志只能在指定位置印制。 

c )防寒泳衣 

（1）防寒泳衣任何部位的厚度都不能超过5毫米。如果泳衣是由两部分组成，则结

合处的厚度也不能超过5毫米的限制。 

（2）防寒泳衣在运动员游进过程中必须紧贴运动员身体。 

（3）防寒泳衣可以覆盖运动员手、脸和脚以外的任何部位。 

d）非法装备 

（1）运动员不可以使用： 

 人造推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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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浮装置； 

 手套或袜子； 

 只穿防寒泳衣的下半身； 

 在规则不允许的情况下使用防寒泳衣； 

 未经认证的泳衣； 

 呼吸管； 

 号码布（在禁止使用防寒泳衣的游泳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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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行车 

 

5.1 总则 

a）运动员不允许： 

（1）阻挡其他运动员 

（2）裸露躯干骑行 

（3）脱离自行车进行比赛 

b）危险行为 

（1）除技术代表特别说明，运动员必须遵守比赛特殊的交通规则。 

（2）如果运动员由于安全原因离开比赛场地，必须在没有获利的情况下回到比赛场

地。如果因为这一行为而获利，则要接受时间处罚。分龄组运动员在转换区、其他运动

员在跑步处罚区接受处罚。 

 

5.2 比赛装备 

a）总体上，国际自行车联盟规则（以比赛当年1月1日版本为准）适用于比赛、熟悉

比赛路线训练和官方训练。 

（1）国际自行车联盟的公路赛规则适用于允许尾随的铁人三项和铁人两项比赛。 

（2）国际自行车联盟的计时赛规则适用于不允许尾随的铁人三项和铁人两项比赛。 

（3）国际自行车联盟的小轮车规则适用于冬季铁人三项，越野铁人三项和越野铁人

两项比赛。 

b）自行车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1）允许尾随的比赛 

 自行车必须是传统样式的，即车架为三角形，三条边呈均匀或逐渐变细的管状，

（其截面可以是圆形、椭圆形、扁平状、珠状或十字形的），并围绕一条直线

构成。车架三条边的结合处需满足以下要求：上管连接头管顶部和座管顶部，

座管连接至底部的中轴套管，下管连接中轴套管和头管底部。后三角由牙盘支

架、车座支架和座管构成，其中车座支架应固定在座管顶部与上管的连接处。

各个部件的厚度最大为8厘米，最小为2.5厘米，牙盘支架和车座支架的最小厚

度为1厘米，前叉的最小厚度为1厘米，这些部件可以是直的或者弯曲的。任何

两个部件连接处的截面尺寸的最大比例为1:3。 

 自行车的长度不超过185厘米，宽度不超过50厘米。 

 从地面到牙盘轴心的距离应在24至30厘米之间。 

 车座最前端垂线与牙盘轴心垂线的距离，向前不能超过5厘米，向后不能超过15

厘米，并且运动员不可具备在比赛过程中调节车座超出上述距离范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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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盘轴心垂线与前轮轴心垂线的距离应不小于54厘米，不大于65厘米。 

 禁止使用整流罩。禁止使用任何附加或混合在主体结构上、用于减小阻力或增加

推进力的装置，如保护屏、机身整流装置或类似装置。 

 除非在比赛开始前得到技术代表的认可，非传统或非寻常的自行车或装备都是非

法的。 

 只有与自行车相关的产品标识可以出现在运动员的自行车上。 

 标识不得阻碍或隐藏自行车框架上的自行车号码。 

 运动员必须按要求将国际铁联或当地组委会提供的自行车号码粘贴在自行车上，

且不得做任何改动。 

 带有国际自行车联盟（UCI）公路赛认证标签（认证码RD）的自行车，即便不符

合第5.2 b)i)条前5点的要求，也可在允许尾随的比赛中使用。 

（2）不允许尾随的比赛 

 自行车的长度不超过185厘米，宽度不超过50厘米。 

 从地面到牙盘轴心的距离应在24至30厘米之间。 

 牙盘轴心垂线与前轮轴心垂线的距离应不小于54厘米，不大于65厘米。 

 车座最前端垂线与牙盘轴心垂线的距离，向前不能超过5厘米，向后不能超过15

厘米，并且运动员不可具备在比赛过程中调节车座超出上述距离范围的能力。 

 除非在比赛开始前得到技术代表的认可，非传统或非寻常的自行车或装备都是非

法的。 

 只有与自行车相关的产品标识可以出现在运动员的自行车上。 

 标识不得阻碍或隐藏自行车框架上的自行车号码。 

 运动员必须按要求将国际铁联或当地组委会提供的自行车号码粘贴在自行车上，

且不得做任何改动。 

 带有国际自行车联盟（UCI）计时赛认证标签（认证码TT）的自行车，即便不符

合第5.2 b)ii)条前5点的要求，也可在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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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车轮 

（1）车轮不可带有具备加速能力的机械装置。 

（2）轮胎胶合良好，碗组紧致，车轮正确安装。 

（3）每个车轮都必须有单独的刹车。 

（4）车轮只允许在官方的备用车轮站进行更换。 

（5）备用车轮站的技术官员将合适的车轮交给运动员。运动员自行负责更换。运动

员不可使用其他运动员或参赛队的备用车轮。 

（6）对于允许尾随的比赛，车轮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直径（包括车胎在内）介于55cm至70cm之间。 

 两个车轮的尺寸应相同。 

 车轮至少有16根金属辐条。 

 辐条的截面可以为圆、扁平或椭圆状，但宽度不得超过2.4毫米。 

 轮圈最大宽度为25毫米。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车轮，如果在国际自行车联盟（UCI）批准的非标准车轮

清单之列，也可以使用。 

（7）对于不允许尾随的比赛，后轮允许有挡泥板。但技术代表可出于安全原因修

改此项规则，如：强风天气。 

 

d）车把 

（1）对于允许尾随的比赛，以下车把规则适用： 

 只允许使用传统的下弯式车把，车把端口必须封闭。 

 可以使用经过认证的附加把，附加把不得超过刹车把手的最前端。 

 附加把左右把手的最前端须连接在一起，不允许有空隙。 

 直伸向前的车把，在其两侧把手前伸的最远端，必须使用稳固且标准的桥接

装置连接。 

 刹车控制杆必须安置在车把上，不可安置于附加把上，且不可伸向前方。 

 附加把末端不得带有前伸的条状物或变速开关。 

 附加把的最高点与肘垫内侧最低点之间的高度差不超过10厘米。 

 

 

车座最前端垂线与脚蹬轮轴心垂线的距离 

 

脚蹬轮轴心垂线与前轮轴心垂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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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把或附加把上不得放置水瓶或水瓶架。 

（2）对于不允许尾随的比赛，车把必须符合以下规则： 

 车把和附加把不得超过前轮前沿。分为两部分的附加把不须连结在一起。所

有的管状装置的末端均必须封闭。 

e）头盔 

（1）头盔须经过国际铁联会员协会认可的国家级检测机构的认可。 

（2）不允许对头盔的任何部位进行改装，包括安全扣、外织物层或移除任何部

位。 

（3）运动员接触自行车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戴好头盔。即从自行车比赛开始运动员

从车架上取下自行车，直到自行车比赛结束运动员将自行车放回车架上。 

（4）运动员由于任何原因需要离开赛道，则必须在离开赛道并下车后方可解开头

盔；并且在重新进入赛道或重新上车之前必须将头盔戴好并扣紧安全带。 

（5）头盔必须符合国际铁联比赛服与装备细则的有关规定。 

f）卡式脚蹬 

（1）可以使用卡式脚蹬，但须确保运动员摔倒时脚可以快速脱离脚蹬。 

g）非法装备 

（1）非法装备包括但不仅限于： 

 耳机或听筒 

 玻璃制容器 

 移动电话或其他电子通讯设备 

 自行车或自行车的一部分不符合本规则 

 比赛服不符合国际铁联比赛服与装备细则 

h）自行车赛段运动员携带或者安装到自行车上的任何设备或装置，均须赛前取得裁

判长的批准。未经批准的装置禁止安装，否则可取消比赛资格。 

i）使用相机或摄像机除了须得到裁判长的批准以外，所有由此获得的图片和视频均

须交国际铁联复制。若需将这些图片和视频用于商业用途，则须得到国际铁联执委会的

批准。 

 

5.3 验车 

a）自行车检查在赛前进入转换区时进行。技术官员将根据本规则对自行车进行检

查。 

b）为确保自行车符合规则，运动员必要时可在技术会上向裁判长申请对自行车进行

检查，以便进行必要的调整。 

c )一名运动员只能送检一辆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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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套圈 

a）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在自行车赛段被套圈应退出比

赛。技术代表有权根据本规则第1.5条的程序修改这条规则。 

 

5.5 尾随 

a）总则 

（1）根据是否允许尾随的规则，比赛分为两类： 

 允许尾随的比赛 

 不允许尾随的比赛 

（2）详见下表： 

 青年组 23岁以下组 优秀组 分龄组 伤残组 

铁人三项 

团体接力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 / 

短距离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标准距离 /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长距离（O2,O3） / / 不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铁人两项 

团体接力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 / 

短距离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标准距离 /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长距离 / / 不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水陆两项 / 

冬季铁人三项 

（所有距离） 
允许尾随 

越野铁人三项和铁人两项 

（所有距离） 
允许尾随 

 

b）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 

（1）禁止尾随其他运动员或机动车，并须拒绝其他运动员的尾随企图。 

（2）运动员有权在首先进入、并不与其他运动员发生身体接触的条件下，进入比赛

路线上的任何一个位置。当进入一个新位置的时候，运动员必须为其他运动员的正常前

进留出合理的空间。超车时应有充分的空间。 

（3）处于其他运动员尾随区的运动员有义务避免尾随的发生。 

（4）运动员进入其他比赛运动员自行车尾随区或机动车尾随区，视为尾随： 

 自行车尾随区：尾随区为长方形区域，宽3米、长12米，以运动员自行车前

轮前边缘在地面上的投影为此长方形区域前面一条3米边的中点。运动员可

以进入另一名运动员的尾随区，但必须是明显在超越该名运动员。穿越其他

运动员尾随区的时间限制为20秒。 

 机动车尾随区：机动车尾随区为自行车赛段所有机动车周围35米长5米宽的

长方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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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动车前沿为基准，确定此长方形区域前面一条5米边的中点。 

 （5）可以进入自行车尾随区的特殊情况：运动员可以在下列情况下进入另外一名

运动员的尾随区： 

 运动员超车时进入尾随区，并在20秒之内穿越尾随区。 

 出于安全的原因 

 饮水站或转换区前后100米 

 在急转弯处 

 技术代表特别指定的部分路线区域：如窄道、施工、绕道或出于其他安全原

因。 

（6） 超越 

 运动员的前轮被其他运动员的前轮超过时，此名运动员即被超越。 

 一旦被超越，运动员必须在5秒内退出领先运动员的尾随区。 

 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比赛路线的一侧，不可制造阻挡的局面。阻挡是指后方的

运动员由于前方运动员在赛道上处于不恰当的位置而无法超越的情况。 

 技术代表应在技术会上向运动员说明应从哪一侧超越其他运动员。 

（7）下图说明的情况是在“左上行”交通规则下的： 

 

 

 

 

 

 

 

图1 自行车尾随区（所有运动员） 

 

 

 

 

 

 

 

 

图2  尾随 

 

图2：A已经超越了B，B正在尾随领先的A。B在试图再次超越A之前必须退出A的尾随

区。A必须在安全的时候转移至比赛路线的左侧，否则A将构成阻挡。B只可以从A的右侧

超车。 

12 米 

3 米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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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阻挡 

图3：A和B互相之间保持着充分的距离，即使他们是在并肩骑行。这种情况B对于A不

构成尾随。但是A正处于阻挡的位置，如果A仍然保持在右侧的位置，A将受到阻挡处罚。 

 

 

 

 

 

 

图4  尾随与非尾随 

图4：A与B之间保持着足够的距离。C没有试图超越B，C正在尾随B。B没有尾随A。 

 

 

 

 

 

 

图5  机动车尾随区 

图5：A与机动车保持着相同的速度，A正在尾随机动车。A必须转移至赛道左侧，否

则A也构成阻挡。 

 

5.6 对尾随的处罚 

a）在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禁止尾随。 

b）对于违规尾随的运动员，技术官员将清晰、明确地通知其接受时间处罚。 

c）接到处罚通知的运动员须在下一个处罚区停下，并根据不同的比赛距离接受一定

时间的处罚：短距离1分钟，标准距离2分钟，长距离5分钟。 

d）运动员有义务在下一个处罚区停止比赛并接受处罚，否则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e）在标准距离和短距离比赛中，第2次尾随犯规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f）在长距离比赛中，第3次尾随犯规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35 米 

5 米 

3 米 

A 

B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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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跑步 

 

6.1 总则 

a）运动员： 

（1）可以跑或走 

（2）佩戴号码布（适用于分龄组比赛，其他比赛中技术代表有权决定是否必须佩

戴号码布，并在技术会上通知运动员） 

（3）不可以爬行 

（4）不可以裸体跑 

（5）不可以不穿鞋跑 

（6）不可以戴头盔跑 

（7）不可以借助杆、树或者其他固定物体协助转弯 

（8）不可以由队友、领队或其他人员伴随跑 

（9）不可以与其他领先一圈或多圈的运动员一起跑步（仅适用于优秀组、U23

组、青年组、少年组和伤残组运动员） 

 

6.2 到达终点的定义 

a）运动员躯干的任何部分到达终点线前沿垂直面时，即被认为“到达终点”。 

 

6.3 安全规则 

a）运动员有义务保留在赛道上。任何被技术代表或医务代表认为对其自身或他人构

成危险的运动员将被驱逐出比赛。  

 

6.4 非法装备 

a）耳机或听筒，移动电话或者其他电子通讯设备 

b）玻璃制容器 

c）比赛服不符合国际铁联比赛服和装备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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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换区 

 

7.1 总则 

a）运动员接触自行车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戴好头盔。即，从自行车比赛开始运动员从

车架上取下自行车，直到自行车比赛结束运动员将自行车放回车架上。 

b）运动员必须使用指定的车架位置，并将自行车放上车架。 

（1）如果是传统车架，自行车必须按照如下要求放置： 

 第一换项：自行车直立放置，车座悬挂车架上，自行车前轮朝向转换区中央

通道。 

 第二换项：双侧手把或车座须距离车架号码或信息牌0.5米以内 

（2） 如果使用独立的自行车架，则第一换项须后轮架起，第二次换项须前轮架

起。 

c）运动员必须把后续赛段需要使用的所有比赛装备放置在距离物品盒0.5米之内的

地方。如果没有提供物品盒，上述装备需放置在距离车架号码或信息牌0.5米之内。如果

提供物品盒，则物品盒须放置在距离车架号码或信息牌0.5米之内。所有使用过的装备必

须放在物品盒内。只要某一比赛装备的一部分在物品盒内，这件装备就被认定为放在物

品盒内。只有在比赛中需要用到的装备方可放置在转换区内，其他所有物品和装备须于

比赛开始前转移出转换区。 

d）骑行鞋、眼镜、头盔以及其他的自行车装备可以放在自行车上。 

e）运动员在转换区内不可阻止其他运动员的比赛。 

f）运动员在转换区内不可动用其他运动员的比赛装备。 

g）在转换区内不允许骑行：必须在规定的上车线之后上车且有一只脚在上车线后与

地面接触一次，在下车线之前下车且有一只脚在下车线前与地面接触一次。在转换区内

（上车线之前和下车线之后），运动员必须用手推行自行车。上车线和下车线是转换区

的一部分。 

h）不允许裸体和下流行为。 

i）运动员不可在转换区通道内停留。 

j）不允许在转换区内做标记。非法的标记将被移除，并不会通知运动员本人。 

k) 在运动员完成第一赛段比赛时，在转换区内头盔的搭扣应为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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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赛组别 

 

8.1 世界锦标赛 

a) 国际铁联可以按照以下表格中所列的距离和组别组织世界锦标赛： 

 优秀组 
23岁以下

组 
青年组 分龄组 

伤残组 

铁人三项 

团体接力 有 / / / / 

短距离 有 有 有 有 有 

标准距离 有 有 / 有 有 

长距离（O2,O3） 有 / / 有 有 

铁人两项 

团体接力 有 / 有 / / 

短距离 有 有 有 有 有 

标准距离 有 有 / 有 有 

长距离 有 / / 有 有 

水陆两项 

标准距离 有 有 有 有 有 

长距离 有 / / 有 有 

冬季铁人三项 

团体接力 有 / 有 / / 

短距离 / / 有 有 有 

标准距离 有 有 / / / 

越野铁人三项和铁人两项 

团体接力 有 / 有 / / 

短距离 / / 有 / 有 

标准距离 有 有 / 有 有 

 

b) 各会员协会与洲际联合会应在其全国锦标赛和洲际锦标赛上设置上述组别。 

 

8.2 伤残运动员铁人三项比赛 

a)所有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和世界杯铁人三项赛，如果举办分龄组比赛，则必须将伤残

运动员铁人三项比赛列为其中的一部分。铁人三项世锦赛和洲际锦标赛上，伤残运动员

铁人三项比赛需作为一项独立的比赛与分龄组比赛分开举行。在所有其他比赛中，技术

代表和当地组委会决定伤残运动员铁人三项比赛的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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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奖励 

 

9.1  奖金 

a）概述 

国际铁联比赛的奖金应按照国际铁联奖金分配表（见附件H）等额、等范围分配给男

子和女子运动员。 

 

9.2  特别奖金 

a）“特别奖金”可在国际铁联比赛上设置，并按照以下规则奖励给运动员： 

（1）率先通过特别奖金线。 

（2）运动员必须完成比赛。 

（3）某一名运动员可以获得的“特别奖金”项数不受限制。 

（4）如果由于某名运动员未完成比赛，“特别奖金”没有奖励出，则该部分奖金将

由国际铁联决定使用方式。 

（5）“特别奖金”的数额将在每场比赛的赛前技术会上宣布，并且将等额分配给男

子和女子运动员。 

 

9.3  奖牌和奖杯 

a）所有国际铁联比赛中取得前3名的运动员将获得国际铁联奖牌（金牌、银牌和铜

牌）。 

b）此外，获得前3名的团体将获得奖杯。 

 

9.4  多组别赛事奖励办法 

a）不同组别赛事同场举行的情况下，奖励办法如下： 

同场举行的赛事 奖品（奖牌） 奖金 积分 

优秀组和U23组 
优秀组奖品发给所有运动员 

U23组奖品发给U23组运动员 
总排名 总排名 

优秀组、U23组和青年

组 

优秀组奖品发给所有运动员 

U23组奖品发给U23组运动员 

青年组奖品发给青年组运动员 

总排名 总排名 

U23组和青年组 
U23组奖品发给所有运动员 

青年组奖品发给青年组运动员 
总排名 总排名 

所有组别 
优秀组奖品发给所有运动员 

其他组别奖品发给本组运动员 
总排名 总排名 

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有其他洲的运动员参赛 
本大洲的运动员 所有运动员 本大洲的运动员 

其他分项洲际锦标赛，

有来自其他洲的运动员 
本大洲的运动员 所有运动员 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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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杯赛 总排名 总排名 

 国际铁联积

分：总排名 

 洲际排名积

分：本大洲的

运动员 

b) 如果东道主大洲的运动员人数不足以填满出发名单，其他大洲的运动员也可以参加该

洲际锦标赛。在这种情况下，积分和奖牌由东道主大洲的运动员获得，但奖金将依据总

排名进行发放。例外情况是被同时列为世界系列赛的铁人两项和长距离铁人三项洲际锦

标赛，这种情况下的积分将依据总排名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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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赛事 
 

10.1 游泳 

a）为确保运动员的安全，同一时间开始比赛的运动员人数受以下限制： 

 世界系

列赛 

世界系列赛总决

赛（即世锦赛） 

其他标准距离和短

距离铁人三项比赛 

长距离铁人

三项比赛 

越野铁人

三项比赛 

铁 人 两

项比赛 

优秀组 65 75 75 100 100 100 

23以下组 n/a 75 75 n/a 100 100 

青年组 n/a 75 75 n/a 100 100 

伤残组 n/a 80 80 80 100 100 

分龄组 n/a 200 200 500 500 500 

（1）除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之外，所有优秀组/U23/青年组的标准距离和短距离比

赛，不超过75人。 

（2）除总决赛之外，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不超过65人。 

（3）铁人三项世锦赛总决赛，不超过75人。 

（4）伤残组比赛：不超过80人。 

b）水质 

（1）游泳比赛水域的水质应进行检测，水样应取自游泳水域内三个不同的区域、混

合而成，检测结果须符合以下条件方可举行游泳比赛： 

 海水和过渡水： 

 PH值在6至9之间 

 每100毫升水中肠球菌（Entero-cocci）的含量不超过100（ufc/100ml） 

 每100毫升水中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 E. Coli）的含量不超过250

（ufc/100ml） 

 内陆水 

 PH值在6至9之间 

 每100毫升水中肠球菌（Entero-cocci）的含量不超过200（ufc/100ml） 

 每100毫升水中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 E. Coli）的含量不超过500

（ufc/100ml） 

 蓝藻（Blue-Green Algal）含量不超过100，000（cells/ml） 

 

10.2 转换区 

a)技术代表决定上车线和下车线的位置，上车线和下车线均构成转换区的一部分。 

 

10.3 自行车 

a)自行车赛段距离的误差不得超过10%，并须经技术代表同意。中长距离比赛自行车

赛段距离的误差不得超过5%。 

b)自行车处罚区的数量不得少于以下标准： 

 标准距离或短距离的比赛：每10公里一个 

 中长距离的比赛：每30公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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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保障团队 

a)协会名额分配：每个会员协会保障团队人员数量依照下表进行配备： 

（1）优秀组比赛 

运动员 1-3 4-6 7人或以上 

教练员 2 3 4 

（2）23岁以下组比赛 

运动员 1-6 7人或以上 

教练员 2 3 

（3）青年组比赛 

运动员 1-6 7人或以上 

教练员 2 3 

（4）伤残组比赛 

运动员 1-3 4-6 7人或以上 

教练员 2 3 4 

（5）分龄组比赛 

运动员 1-50 51-100 101-150 151以上 

教练员 2 4 6 8 

（6）代表团支持人员 

运动员 1-50 51-100 101-150 151以上 

机械师 1 2 3 3 

队医 1 1 1 1 

协会代表 2 4 6 8 

b）根据不同的人员角色，所有注册的保障团队成员将会得到参赛证件，并拥有相

应的通行权限。 

c）会员协会有义务通过国际铁联在线报名系统为其保障人员进行参赛注册，国际

铁联将根据上述名额分配办法于赛前7天审批各协会申请，该截止日期之后不再接受增加

人员的申请。 

  

10.5 出发时间 

a)不同赛事的最短出发间隔时间如下： 

 不同性别出发时间间隔注

（1） 

优秀组/分龄组出发时间

间隔注（2） 

短距离洲际杯赛 45分钟 1小时 

标准距离洲际杯赛 1小时30分钟 2小时 

短距离世界杯赛 1小时45分钟 1小时30分钟 

标准距离世界杯赛 2小时45分钟 2小时30分钟 

短距离世界系列赛 1小时45分钟 1小时45分钟 

标准距离世界系列赛 2小时45分钟 2小时45分钟 

铁人两项标准距离比赛 1小时30分钟 2小时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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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三项和铁人两项长距离比赛 5分钟 5分钟 

团体接力赛 1小时45分钟 n/a 

注(1)：无论男子或女子先出发，都适用此表。 

注(2)：优秀组比赛之后的分龄组比赛同样适用。分龄组比赛后的优秀组比赛必须

在分龄组比赛完成之后才能进行出发。 

b)技术代表有权决定减少洲际杯赛和铁人两项标准距离比赛的出发时间间隔，但要

确保男、女运动员不会同时处于自行车赛段。 

c) 如果某一组别参赛运动员人数不足10人，并且有足够的技术官员可以控制可能

发生的男、女运动员之间的尾随行为，则技术代表有权决定将洲际杯赛和铁人两项

标准距离比赛的出发时间间隔减少到最低5分钟。 

d)技术代表也可依据第1.6条的规定申请特别规则，安排不同的出发时间。 

e)上表没有包含的比赛，需经技术代表批准后方可公布出发时间。 

 

10.6 比赛距离或形式发生调整的赛事 

a) 如果某场比赛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按照既定模式举行，则积分数将根据最终比赛

情况酌情折减： 

(1) 如果比赛形式仍为铁人三项，但任何或者全部赛段的比赛距离按照国际铁联规

则进行了缩减，则积分数保持全额不变。 

(2) 如果比赛形式按照国际铁联规则改变成为其他分项的比赛，则积分数折减为全

额的 75%。 

(3) 如果比赛未按照国际铁联规则在比赛距离或形式上发生改变，则积分数折减为

全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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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技术官员 

 

11.1  总则 

a）技术官员的职责是使比赛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进行。 

b ) 国际铁联技术官员是指： 

（1）铁人三项技术官员 

（2）伤残运动员铁人三项比赛技术官员 

（3）仲裁委员会成员 

 

11.2  国际铁联技术官员 

a）国际铁联比赛中的技术官员包括： 

（1）国际铁联技术代表（TD）：负责确保国际铁联规则及操作手册中的各项内容得

到实施。 

（2）技术代表助理（ATD）：负责协助技术代表。 

（3）裁判长（Race Referee）：负责技术官员的资格认证，签署正式比赛成绩以及

对犯规行为做最终裁决。 

（4）裁判长助理（Chief Race Official）：负责分配并监督所有技术官员的工

作。 

（5）技术官员（Technical Official）：负责检录、出发、终点、转换区、游泳、

自行车、跑步、备用车轮站、特别奖金线、饮水站、技术、处罚区、计圈、仪式、竞赛

控制及车辆控制等部分的工作。每个比赛区域都将分配到足够数量的技术官员，并由他

们在各自权限范围内确保国际铁联规则的实施。 

（6）仲裁委员会：由技术代表指定。 

（7）国际铁联医务代表：由国际铁联医务委员会指派，代表国际铁联负责所有医务

和反兴奋剂事宜。 

 

11.3 伤残运动员铁人三项比赛技术官员 

a)分级师组长有责任对运动员分级工作进行指导、管理、协调和实施。 

b)分级师负责鉴定伤残运动员的伤残级别、伤残状况和组别。 

c)伤残运动员铁人三项比赛的分级规则见附件G。 

 

11.4 仲裁委员会 

a）国际铁联技术代表将按照以下原则指定仲裁委员会成员： 

（1）奥运会，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仲裁委员会由5人组成：  

 技术代表，仲裁委员会主席。 

 国际铁联执行委员会成员1名。 

 东道主会员协会代表1名。 

 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代表1名。 

 国际铁联医务委员会代表1名。 

（2）其他比赛仲裁委员会由3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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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代表，仲裁委员会主席。 

 国际铁联执行委员会或任何委员会成员1名，否则：洲际联合会执委会或任

何委员会成员1名，否则：东道主会员协会代表1名。 

 东道主会员协会代表1名。 

b)仲裁委员会成员不得兼任下列职务： 

（1）同一赛事的技术官员，除了技术代表之外 

（2）同一赛事的注册教练员 

（3）同一赛事的参赛运动员 

c）仲裁委员会的职责 

（1）对一切申诉和抗议做出裁决。 

（2）仲裁委员会有权根据其裁决对比赛成绩进行修正。 

（3）仲裁委员会必须从运动员技术会前开始至比赛结束后在岗。 

（4）仲裁委员会主席负责就所有裁决撰写书面声明。 

d）仲裁委员会例会 

（1）仲裁委员会至少须在以下时间召开会议： 

 技术会后 

 比赛开始前一小时 

 最后一名运动员完成比赛后 

（2）分龄组比赛中，仲裁委员会至少须在以下时间召开会议： 

 第一名运动员完成比赛后 

 一半运动员完成比赛后 

e）仲裁的公正性 

（1）仲裁委员会应遵守以下原则： 

 公平衡量一切证据和证词。 

 认识到由于个体观察和记忆不同，诚实的证词也会出现多样性和矛盾性。 

 接受并获取全面的证据。 

 在对犯规的判罚得到仲裁委员会所有成员一致认可之前，都认为运动员是无

辜的。 

（2）利益关系： 

 仲裁委员会主席决定是否某个成员存在利益关系。 

 如存在利益关系，仲裁委员会主席决定更换成员。 

 仲裁委员会主席视为不存在利益关系。 

 

11.5 技术手段 

a）国际铁联官员可利用任何电的、电子的、磁的或其他技术手段协助获取数据或证

据。 

 

11.6 志愿者资格认证 

a）被分配负责比赛区域（FOP）范围内工作的所有志愿者应通过培训达到国际铁联

最低级别的标准。国际铁联将提供培训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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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抗议 

 

12.1  总则 

a）抗议是针对运动员、技术官员行为或比赛的环境和条件而言。运动员或会员协会

代表可向裁判长提出抗议，如果此抗议事先尚未得到裁判的判决。 

 

12.2  对参赛资格的抗议 

a）对某名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抗议应在运动员技术会前提交给裁判长。仲裁委员会将

在运动员技术会后立即召开会议做出裁决。 

 

12.3  对比赛路线的抗议 

a）对比赛路线安全或不符合规则之处提出的抗议必须在赛前24小时书面提交给裁判

长。 

 

12.4  对比赛的抗议 

a）参赛运动员对其他运动员或技术官员提出的抗议，应在他（她）完成比赛后5分

钟内提交给裁判长。如果在此期间产生抗议，则抗议时限可延长15分钟。 

 

12.5  对比赛装备的抗议 

a）对某名运动员不符合规则的器材装备的抗议应在完成比赛后5分钟内提交给裁判

长。如果在此期间产生抗议，则抗议时限可延长15分钟。 

 

12.6  对计时和成绩的抗议 

a）对比赛成绩中的排印错误、且与裁判长和仲裁委员会决定无关的抗议可由运动员

或会员协会在赛后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国际铁联技术代表提出。 

 

12.7  抗议的内容 

a) 与上述12.1，12.2，12.3，12.4,12.5有关的抗议在提交抗议书的同时需交纳抗

议费50美元或等额现金，如抗议成功，此费用将予以退还；如抗议不成功，则此费用将

由国际铁联保留。抗议书可从裁判长处获得，抗议书的样本见附件B。 

（1）抗议书的内容包括： 

 犯规情况； 

 犯规时间及地点； 

 犯规涉及的人员； 

 相关陈述，如可能可包含图表说明； 

 证人姓名。 

 

12.8  抗议的程序 

a）抗议应遵循以下程序： 

（1）抗议书应由抗议人签字，并在上述条款说明的时间范围内提交给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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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判长将在终点的公告牌上公布抗议。 

（3）原告和被告或各自国家（地区）教练或代表必须出席听证会。如果原告没有出

席听证会，则听证会可延期或取消。仲裁委员会将决定原告的缺席是否有效。 

（4）任何一方当事人缺席听证会，仲裁委员会均有权在该方缺席的情况下做出裁

决。 

（5）经仲裁委员会主席认可，原告或被告可由其代表出席听证会。 

（6）听证会不公开举行。 

（7）由仲裁委员会主席宣读抗议书。 

（8）应给予原告和被告充分的时间陈述本方观点。 

（9）双方证人（各2人）各有3分钟时间陈词。 

（10）仲裁委员会将根据各方证词，按简单多数原则做出裁决。 

（11）裁决立即公布，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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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申诉 

 

13.1  申诉权限 

a) 申诉是指对裁判长（一级申诉）、仲裁委员会（二级申诉）或国际铁联执委会

（三级申诉）的判决提出重新审查的请求。申诉表的样本见附件C。 

 

13.2  申诉级别 

a）一级申诉应遵循以下程序: 

（1）会员协会代表或运动员可针对裁判长的判罚结果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

表格可从裁判长处领取。 

（2）书面申请由申请人签字并提交给裁判长，每次申诉应交纳申诉费50美元或等额

现金，如果申诉成功此费用将退还申诉人，若申诉不成功则不予退还并由国际铁联保

留。 

（3）运动员或会员协会代表针对裁判长决定的申诉应在他（她）完成比赛后5分钟

内提交给裁判长。如果在此期间产生申诉，则申诉时限可延长15分钟。团体比赛以全队

完成时间为依据。 

（4）裁判长将在终点的公告牌上公布申诉。 

（5）申诉内容须包含： 

 比赛名称、地点、日期 

 申诉人姓名、地址、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证人姓名 

 申诉所针对的决定 

 犯规情况 

 申诉内容摘要 

（6）原告和被告或各自国家（地区）代表必须出席听证会。如果原告没有出席听证

会，则听证会可延期或取消。仲裁委员会将决定上述人员的缺席是否有效。 

（7） 任何一方当事人缺席听证会，仲裁委员会均有权在该方缺席的情况下做出裁

决。 

（8）经仲裁委员会主席认可，原告或被告可由其代表出席听证会。 

（9）听证会不公开举行。 

（10）由仲裁委员会主席宣读申诉书。 

（11）应给予原告和被告充分的时间陈述本方观点。 

（12）双方证人各有3分钟时间陈词。  

（13）仲裁委员会将根据各方证词，按简单多数原则做出裁决。 

（14）裁决立即公布，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各当事人。 

b）二级申诉应遵循以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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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仲裁委员会决定提出的申诉，应由本人签字并在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后

30日内提交给国际铁联秘书长。 

（2） 秘书长将在4天之内与有关各方进行沟通。 

（3） 在比赛仲裁委员会中任职的执委会官员在此申诉处理过程中将回避。 

（4） 在接到申诉的7天之内，国际铁联执委会将会提名一个由其成员组成的3人调

查小组。 

（5） 在3人调查小组被提名之后的10天之内，其中1名或多名成员将召集以下人员

进行听证，可以采用电话会议或视频会议的形式： 

 申诉人 

 被告 

 技术代表（如果需要） 

 比赛仲裁委员会（如果需要） 

 其他由仲裁小组决定的当事人 

（6） 任何一方当事人缺席听证会，仲裁小组均有权在该方缺席的情况下做出裁

决。 

（7） 听证会由调查小组与各有关方面以一对一交流的方式进行。 

（8） 听证会进程由调查小组决定。 

（9） 调查小组有权分析、调查任何相关的文档、录像、录音或证据。 

（10） 在最后一次听证会结束的10天之内，调查小组将向执委会提交决定意

见。 

（11） 调查小组的意见将与所有相关证据一起，发送给所有参与申诉处理程序

的当事人。 

（12） 在接到调查小组的意见后7天之内，即将受到制裁的任何方面均有权通过

提交证据和意见等为自己辩护。 

（13） 在接到仲裁小组的意见后10天之内，执委会将做出裁决，在此期间有关

方面提交的材料也将被执委会一并考虑。 

（14） 在执委会做出裁决后，将立即以书面形式向各方传达。 

c) 三级申诉：对国际铁联执委会的判决结果有异议可在国际铁联执委会作出裁决后

的30日内，申诉至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并作为最终的解决方式，而不可向普

通民事法庭提出诉讼。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做出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当事各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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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室内铁人三项 

 

14.1 比赛形式 

a）室内铁人三项比赛一般在设有游泳池、场地自行车馆和田径场的运动场所举行。 

 

14.2 游泳 

a）2.5米宽的泳道每道允许2名运动员比赛。 

 

14.3 转换区 

a）到达游泳终点后，所有运动员必须停留10秒种。其目的是使用海绵吸干运动员身

上的水份。水会让自行车赛道变得很滑，对所有运动员造成危险。违反此规则的运动员

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14.4 自行车 

a）被套圈的运动员可以继续比赛。 

b）运动员可以尾随其他处于不同圈数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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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长距离铁人三项 

 

15.1  外力协助 

运动员可在组委会设置的饮水站或教练员指导区获取医疗协助或正常的食品和饮

料，禁止接受任何其他外力协助。 

 

15.2  医疗保障方案 

比赛医务主任与国际铁联医务代表共同制定详细的医疗保障方案，包括“炎热天

气”和急救疏散方案等。 

 

15.3  比赛距离 

a)比赛路线应包含高难度的坡道和技术难度。经技术代表同意，自行车路线的距离

允许有5%的偏差。 

 

15.4  处罚 

a) 违反尾随规则的运动员将在下一个处罚区接受5分钟的时间处罚。 

b）3次尾随犯规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15.5  教练员指导区 

a) 自行车和跑步赛道上将分别设置教练员指导区，教练员们可以在这些区域为运动

员提供自备的食品和饮料。 

 

15.6  转换区 

a) 在转换区内，技术官员可以协助运动员放车和传递比赛装备，但应同等对待所有

运动员。 

b)运动员在转换区内可以更换比赛服，如果运动员需要裸体换衣，需在当地组委会

提供的专用帐篷里内进行，运动员所穿着的所有比赛服都必须符合国际铁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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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团体和接力赛 

16.1  比赛组别和距离 

a) 国际铁联可按照以下组别和距离举办团体比赛（游泳距离单位为米，其他单位均

为千米）： 

 比赛形式 距离 

铁人三项 
3 X 

4 X 混合接力 

3 X （250+6.6+1.6） 

4 X （250至300+5至8+1.5至2） 

长距离铁人三项 取最好的3项个人成绩加和 O2，O3 

铁人两项 
3 X 

4 X 混合接力 

3 X （2+8+1） 

4 X （2+8+1） 

长距离铁人两项 取最好的3项个人成绩加和  

冬季铁人三项 
3 X 

4 X 混合接力 

3 X （2至3+4至5+3至4） 

4 X （2至3+4至5+3至4） 

越野铁人三项 
3 X 

4 X 混合接力 

3 X （200+4至5+1.2至1.6） 

4 X （200+4至5+1.2至1.6） 

越野铁人两项 
3 X 

4 X 混合接力 

3 X （1.2至1.6+4至5+0.6至0.8） 

4 X （1.2至1.6+4至5+0.6至0.8） 

单项接力铁人三项 单项接力 
3 X （250+6.6+1.6） 

1X1500 + 1X40 + 1X10 

16.2  洲际锦标赛和会员协会比赛 

a)洲际联合会和会员协会应在其洲际锦标赛和全国锦标赛上设置上述团体赛事。 

16.3  比赛形式 

a）混合接力：每个参赛队由4名运动员组成：2名男子和2名女子，比赛顺序为：

女、男、女、男；每名运动员均须完成一个完整的铁人三项/铁人两项/冬季铁人三项比

赛；各队完成时间的计算方式为：从第1名队员出发开始直至第4名队员完成比赛，连续

不间断计算。 

b）3 人接力：每个参赛队由 3 名同性别的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均须完成一个完

整的铁人三项/铁人两项/冬季铁人三项/越野铁人三项/越野铁人两项比赛；各队完成时

间的计算方式为：从第 1 名队员出发开始直至第 3名队员完成比赛，连续不间断计算。 

c）单项接力：每个参赛队由 3 名运动员组成，不限性别；第 1 名运动员完成游泳赛

段，第 2 名运动员完成自行车赛段，第 3 名运动员完成跑步赛段；各队完成时间的计算

方式为：从第 1名队员出发开始直至第 3名队员完成比赛，连续不间断计算。 

d）基于个人赛的团体赛：取同一个队、同性别的 3 名成绩最好的运动员的完成时间

加和得团体总成绩。如果总成绩相同，则比较第 3名运动员的成绩。 

16.4  比赛成绩 

a）每个会员协会可报多个队，但只有成绩最好的队计成绩。 

16.5  运动员参赛资格 

a）适用通用的参赛资格规则。最低参赛年龄为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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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比赛服 

a）适用国际铁联比赛服与装备细则。同一个参赛队的所有成员须穿着同样颜色和样

式的比赛服。 

 

16.7  接力赛技术会 

a）比赛前一天将召开由教练员参加的接力赛技术会。 

 

16.8  队伍组成 

a）各队教练员在接力赛技术会上提名参赛队员。 

b）比赛开始前1小时各队教练员可通知技术代表更换参赛队员，否则以接力赛技术

会上提供的名单为准。 

 

16.9  比赛日检录 

a）同一个参赛队的所有成员须一起检录。 

 

16.10  接力 

a）队员之间的接力在“接力区”完成，接力区长15米。 

b）接力方式为：完成比赛的运动员用手接触后一名运动员的身体。 

c）如果上述身体接触发生在“接力区”之外，则相关的两名运动员须回到“接力

区”，重新进行接力。 

d）如果接力未能在“接力区”内完成，则相关的参赛队将被取消比赛成绩。 

e）接力之前，运动员将在“预接力区”等待，直到技术官员通知其进入接力区。 

 

16.11  处罚区 

a）在出发信号发出前出发，或者在转换区头盔搭扣未打开的犯规行为，犯规运动员

需要在转换区接受15秒钟的时间处罚。 

b )其他时间处罚将在处罚区进行10秒钟的处罚。任何一名在赛场上比赛的运动员均

可接受处罚区的时间处罚。 

 

16.12  完成比赛 

a）只有各队的最后一名运动员可通过终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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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伤残铁人三项（略） 

 

18 冬季铁人三项（略） 

 

19 越野铁人三项和越野铁人两项（略） 
 

20预选赛流程（略） 

 

 

 

 

 

 

 

 

 

 

 

 

 

 

 

 

 

 

 

附件 

20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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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竞赛距离和年龄要求 

 

铁人三项 

 游泳 自行车 跑步 最小年龄要求 

团体接力 250至300m 5至8km 1.5至2km 15 

超短距离 250至500m 6.5至13km 1.7至3.5km 15 

短距离 最长750m 最长20km 最长5km 16 

标准距离 1500m 40km 10km 18 

中等距离 1900至3000m 80至90km 20至21km 18 

长距离 1000至4000m 100至200km 10至42.2km 18 

 

铁人两项 

 跑步 自行车 跑步 最小年龄要求 

团体接力 2km 8km 1km 16 

短距离 5km 20km 2.5km 16 

标准距离 10km 40km 5km 18 

长距离 20km 80km 10km 18 

 

水陆两项 

 跑步 游泳 跑步 最小年龄要求 

标准距离 2.5km 1000m 2.5km 16 

标准距离（低水温）  1000m 5km 16 

长距离 5km 2000m 5km 18 

长距离（低水温）  2000m 10km 18 

 

冬季铁人三项 

 越野跑 山地自行车 越野滑雪 最小年龄要求 

团体接力 2至3km 4至5km 3至4km 16 

短距离 3至4km 5至6km 5至6km 16 

标准距离 7至9km 12至14km 10至12k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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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铁人三项 

 游泳 山地自行车 越野跑 最小年龄要求 

团体接力 200m 4至5km 1.2至1.6km 16 

短距离 500m 10至12km 3至4km 16 

标准距离 1000至1500m 20至30km 6至10km 18 

 

越野铁人两项 

 越野跑 山地自行车 越野跑 最小年龄要求 

团体接力 1.2至1.6km 4至5km 0.6至0.8km 16 

短距离 3至4km 10至12km 1.5至2km 16 

标准距离 6至8km 20至25km 3至4k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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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比赛抗议书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ITU） 

 

抗议书 

 

第一部分  由抗议人填写 

抗议应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说明的要求，由抗议人本人签字，提交给裁判长。 

 

比赛名称：                                          比赛日期：                          

比赛地点：                                          抗议提交的时间：                    

抗议人姓名：                                        比赛号码：                          

抗议人国籍：                                        电子邮件：                          

抗议人地址：                                                                            

                   （街道）                              （城市和邮政编码） 

电话（宅电）：                                      手机：                              

抗议对象的姓名：                                    比赛号码：                          

抗议对象的国籍：                         

抗议是指对其他参赛运动员或技术官员的行为、或比赛环境条件不满而提出的正式控告。你必须有实

质性的证据，包括证人。你必须愿意接受问讯。抗议的同时必须交纳抗议费50美元或等额现金。 

抗议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请选择其中一项。 

□ 关于比赛路线的抗议 

□ 对另一名参赛运动员或官员的抗议 

□ 关于参赛资格的抗议 

□ 关于计时的抗议 

□ 关于比赛装备的抗议 

证人（2名）： 

证人1姓名：                                                                             

证人2姓名：                                                                             

违反的规则：                                       事件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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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规行为发生的地点（描述位置，如需要可图示）：                                          

 

                                                                                        

 

与犯规有关的人员：                                                                      

                                                                                        

 

犯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对于犯规行为的简单描述）:                                         

                                                                                        

                                                                                        

 

抗议人签字：                                               日期：                       

 

第二部分  由裁判长填写 

收到抗议的时间：                                       抗议费是否已交纳：是 □  否 □ 

 

抗议人对于事件的描述：                                                                  

                                                                                        

                                                                                        

 

抗议对象对于事件的描述：                                                                

                                                                                        

                                                                                        

 

技术官员对于事件的描述：                                                                

                                                                                        

                                                                                        

 

裁判长的决定：                                                                          

                                                                                        

 

裁判长姓名：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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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比赛申诉书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ITU） 

 

申诉书 

 

第一部分  由申诉人填写 

申诉应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说明的要求，由申诉人签字，提交给技术代表。申诉是指对裁判长的判决提

出审查的请求。这是一级申诉，将由仲裁委员会受理。所有申诉必须同时交纳申诉费50美元或等额现

金。 

 

比赛名称：                                          比赛日期：                          

比赛地点：                                          提交申诉的时间：                    

申诉人姓名：                                        比赛号码：                          

申诉人国籍：                                        电子邮件：                          

申诉人地址：                                                                            

                  （街道）                               （城市和邮政编码） 

电话（宅电）：                                      手机：                              

 

处罚原因：                              处罚类型：（取消比赛资格，停赛） 

判罚是否已经得到裁判长（Race Referee）的确认：  是 □   否 □ 

申诉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请选择其中一项。 

□ 申诉是针对裁判长对于某犯规行为的判罚。 

□ 申诉是针对裁判长对于某抗议的裁决。 

比赛路线上的具体位置：                                                                  

                                                                                        

技术官员/运动员/观众的姓名和号码：                                                      

                                                                                        

对于事件的描述（如需要可使用附加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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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2名）： 

 

证人1姓名：                                                                             

证人2姓名：                                                                             

 

申诉人签字：                                               日期：                       

 

第二部分  官方使用 

是否已缴纳50美元申诉费 是 □   否 □ 

此申诉是否请求改变仲裁委员会

的决定？ 
是 □   否 □ 

如果“是”，附上仲裁委员会的决

定和行动，以及裁判长的决定和

行动 

 

仲裁委员会成员的人数和姓名： 

 

□  3人 

□  5人 

1. 

2． 

3. 

4. 

5. 

仲裁委员会的决定 

 

 

 

仲裁委员会主席姓名和签字  

收到申诉的日期和时间  

处理申诉的日期和时间  

保留/退回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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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名词解释（略） 

 

附件 E  参赛资格分配办法和积分排名办法 

 

附件 E1 

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参赛资格分配办法 

 

1．优秀组： 

1．1  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a）各会员协会须至少于第一比赛日前 33 天通过国际铁联网站在线报名系统为所有

参赛运动员报名。 

b）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出发名单将在国际铁联网站上公布，运动员将按照以下次

序获得参赛资格并被列入出发名单： 

（1）目前国际铁联积分排名表上积分最高的 60名运动员。 

（2）世界系列赛排名其他运动员将根据其报名的先后顺序依次替补。 

（3）60名以外的运动员将按照同样的顺序列入候补名单。 

c）会员协会参赛名额 

（1）每个会员协会最多可获得 6个参赛名额。 

（2）东道主最多可获得 8个参赛名额。 

（3）如果根据上述条款，获得参赛资格的人数不足 60 人，则各会员协会以及东

道主的参赛名额可突破上述标准，最多可增加 4个名额。 

d）晚报名：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或更晚报名的运动员，将根据其报名时间安排在候

补名单的末尾。 

    e）换人：每个会员协会拥有 1 个换人名额。替补运动员名单应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entries@triathlon.org。赛前 12 天以内不允许换人。黄金团队的运动员不可成为被替

换的对象。用排名较高的运动员替换出发名单内排名较低的运动员，不占用会员协会的

换人名额。 

f）退出：运动员赛前退出比赛的，将由候补名单上排位最高的运动员替换。根据

竞赛规则第 2.6 c）（3）条，运动员未参加技术会且未向技术代表请假的，将被从出发

名单上除名。此时，候补名单内参加技术会的运动员将可递补使用该名额。候补名单内

的运动员应参加技术会并在会场附近听候召唤直至报到结束，以便替补使用任何空余出

的名额。 

g）外卡：第一比赛日前 26 天，国际铁联将根据收到的申请发放最多 5 张外卡，获

得外卡的运动员将被列入出发名单。如果发放的外卡不足 5 张，则富余的名额将分配给

候补名单上排位最高的运动员。 

h）第一比赛日前 25 日内退出：第一比赛日前 25 日内从出发名单撤出运动员的会

员协会，必须将医师诊断证明通过电子邮件发至：entries@triathlon.org。如果 25 日

内同一个会员协会第二次从出发名单撤出运动员，则接下来 2 站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该

mailto:entries@triathlon.org
mailto:entries@triathl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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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协会参赛名额将减少 1 个，最大参赛名额也将作相应调整。该处罚措施可跨年度执

行。 

i）会员协会在赛前的格林威治时间（GMT）星期一 13：00 后从出发名单撤出运动

员，则相关运动员将被从接下来的 30 天内的所有国际铁联比赛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中除

名，且不得参加所有与上述退出的比赛在同一个周末举办的比赛。根据前一年参赛运动

员人数，每个会员协会可享受一定数量的免罚名额，具体如下： 

可享受的免罚名额 会员协会名称（2012年） 

6 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5 西班牙，新西兰 

3 加拿大，法国，葡萄牙，南非，瑞士 

2 其他会员协会 

注：此人数为参加所有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和世界杯赛的男子和女子运动

员人数之和。 

j）运动员不参加技术会且未事先通知技术代表，将被从接下来的 30 天内的所有国

际铁联比赛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中除名，且不得参加与上述退出的比赛在同一个周末举

办的所有比赛。 

k）运动员参加技术会，但在赛前最后一刻确实因伤病无法参赛的，经医师出具证

明，将可保留在将来比赛的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上。 

 

1．2  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 

a）各会员协会须至少于第一比赛日前 26 天通过国际铁联网站在线报名系统为所有

参赛运动员报名。 

b）第一比赛日前 25 天，出发名单将在国际铁联网站上公布，运动员将按照以下次

序获得参赛资格并被列入出发名单： 

（1）国际铁联积分表上位列前 50 名的运动员（除已被列入出发名单的运动员

外）。至此，最多将有 50名运动员进入出发名单。 

（2）世界系列赛排名 5 个大洲各自最近一届洲际锦标赛上获得优秀组前 3 名的运

动员。如果这部分运动员已经通过上述三种方式获得参赛资格，则相关名额将按照

国际铁联积分表进行再分配。 

（3）其他运动员将根据国际铁联积分表排名和报名的先后顺序（没有国际铁联积

分的运动员）依次替补。  

（4）第一比赛日前 25 天国际铁联积分表上排在第 71 位及以上的运动员将继续保

留在候补名单上。 

c）第一比赛日前 20 天，候补名单内在国际铁联积分表上排位最靠前的 5 名运动员

将被列入出发名单。 

d）会员协会参赛名额 

（1）每个会员协会最多可获得 6个参赛名额。 

（2）黄金团队的运动员不占各会员协会参赛名额。 

（3）如果根据上述第 1.2 c）条，获得参赛资格的人数不足 70 人，则各会员协会

以及东道主的参赛名额可突破上述标准，最多可增加 4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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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晚报名：第一比赛日前 25 天或更晚报名的运动员，将根据其报名时间安排在候

补名单的末尾。 

f）替补：每个会员协会拥有 1 个换人名额。替补运动员名单应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entries@triathlon.org。如果被替换的运动员改报 23 岁以下世锦赛，则相关会员协会

还可额外获得 1 个换人名额。赛前 12 天以内不允许换人。用排名较高的运动员替换出发

名单内排名较低的运动员，不占用会员协会的换人名额。 

g）退出：运动员赛前退出比赛的，将由候补名单上排位最高的运动员替换。根据竞

赛规则第 2.6 c）（3）条，运动员未参加技术会且未向技术代表请假的，将被从出发名

单上除名。此时，候补名单内参加技术会的运动员将可递补使用该名额。候补名单内的

运动员应参加技术会并在会场附近听候召唤直至报到结束，以便替补使用任何空余出的

名额。 

h）外卡：第一比赛日前 20 天，国际铁联将根据收到的申请发放最多 5 张外卡，获

得外卡的运动员将被列入出发名单。如果发放的外卡不足 5 张，则富余的名额将分配给

候补名单上排位最高的运动员。 

i）运动员技术会：将于第一比赛日前第 2日下午 18：00举行。 

j）第一比赛日前 20 日内从出发名单撤出运动员的会员协会，必须电子邮件通知：

entries@triathlon.org。如果 20 日内同一个会员协会第二次从出发名单撤出运动员，

则接下来 2 站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该会员协会参赛名额将减少 1 个，最大参赛名额也将

作相应调整。该处罚措施可跨年度执行。 

k）会员协会在赛前的格林威治时间（GMT）星期一 13：00 后从出发名单撤出运动

员，则相关运动员将被从接下来的 30 天内的所有国际铁联比赛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中除

名，且不得参加所有与上述退出的比赛在同一个周末举办的比赛。根据前一年参赛运动

员人数，每个会员协会可享受一定数量的免罚名额，具体如下： 

可享受的免罚名额 会员协会名称（2013年） 

6 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5 西班牙，新西兰 

3 加拿大，法国，葡萄牙，南非，瑞士 

2 其他会员协会 

注：此人数为参加所有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和世界杯赛的男子和女子运动

员人数之和。 

l）运动员不参加技术会且未事先通知技术代表，将被从接下来的 30 天内的所有国

际铁联比赛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中除名，且不得参加与上述退出的比赛在同一个周末举

办的所有比赛。 

m）运动员参加技术会，但在赛前最后一刻确实因伤病无法参赛的，经医师出具证

明，将可保留在将来比赛的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上。 

 

2. 23 岁以下组 

a）会员协会须至晚于第一比赛日前 33 天通过国际铁联在线报名系统将运动员注册

至候补名单。 

b）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出发名单将基于如下参赛资格分配原则确定： 

mailto:entries@triathl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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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与国际铁联保持良好关系的会员协会都将自动获得男子 2 个、女子 2 个

参赛名额。 

（2）如果某个会员协会在前一年度 23 岁以下世界锦标赛上有 2 名或更多运动员获

得前 25名，则该会员协会可额外获得 1至 3个参赛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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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经申请，国际铁联可发放外卡。会员协会应于 23 岁以下世界锦标赛前 26 天前提

出申请，国际铁联将于赛前 25天发放外卡。国际铁联拥有决定外卡发放名单的权利。 

 

d）如果赛前 32 天，获得参赛资格的人数不足 70 人，则每个会员协会可额外申请最

多 2张外卡。 

 

3. 青年组 

a）会员协会须至晚于第一比赛日前 33 天通过国际铁联在线报名系统将运动员注册

至候补名单。 

b）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出发名单将基于如下参赛资格分配原则确定： 

 （1）名额 1至 70 以 5个洲际联合会为基础进行分配。 

（2）各洲际联合会将分别获得一定的总参赛名额，各洲总参赛名额的确定依据以

下因素： 

 国际铁联会员协会的数量 

 参加上两届国际铁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的会员协会数量。 

 参加上一届青少年洲际锦标赛的会员协会数量。 

（3）各洲总参赛名额（共计 70）： 

 非洲：4个 

 美洲：15个 

 亚洲：9个 

 欧洲：36个 

 大洋洲：6个 

 会员协会最大名额：3个 

c）洲际锦标赛：各洲内部参赛名额的分配将依据最近一届青少年洲际锦标赛（至

少在青少年世锦赛前 45 天举行）的成绩进行。按照比赛名次先后各会员协会依次获得参

赛名额，每个会员协会最多可获得 3 个参赛名额。如果根据此方式获得参赛名额的会员

协会未能在赛前 32天之前通过国际铁联网站报名，则相关名额将转移至外卡。 

d）东道主名额（名额 71）：东道主至少可获得 1 个参赛名额，如果东道主已经通过

上述洲际锦标赛获得 1个参赛名额，则该东道主名额将转移至外卡。 

e） 外卡（名额 72 至 80）：外卡的发放可参照运动员过去的成绩或现在的排名，具

体由国际铁联决定。其中将考虑运动员参加青少年洲际锦标赛的情况，如机械故障、伤

病等。各会员协会须至少于第一比赛日的前 26 天提出申请。外卡将于第一比赛日前 25

天发放。 

f） 如果赛前 32 天，获得参赛资格的人数不足 70 人，则每个会员协会可在最大名

额基础上，额外申请最多 2张外卡。 

 

4．分龄组（略） 

 

5．伤残组（略）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3版） 

-59- 
 

附件 E2 

国际铁联世界杯赛 

参赛资格分配办法 

 

1．国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杯赛 

a）各会员协会须至少于第一比赛日前 33 天通过国际铁联网站在线报名系统为所有

参赛运动员报名。 

b）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出发名单将在国际铁联网站上公布，运动员将按照以下次

序获得参赛资格并被列入出发名单： 

（1）世界系列赛排名国际铁联最新积分表上前 70名运动员。 

（2）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国际铁联积分表上排在第 71 位及以上的运动员将按其积分

顺序继续保留在候补名单上。 

（3）没有任何国际铁联积分的运动员将根据其报名顺序列入在候补名单的末尾。 

c）会员协会参赛名额 

（1）每个会员协会最多可获得 6个参赛名额。 

（2）东道主最多可获得 8个参赛名额。 

（3）如果根据上述第 b）（2）条，获得参赛资格的人数不足 70 人，则各会员协会以

及东道主的参赛名额可突破上述标准，最多可增加 4个名额。 

d）晚报名：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或更晚报名的运动员，将根据其报名时间安排在候

补名单的末尾。 

e）换人：每个会员协会拥有 2 个换人名额。替补运动员名单应通过电子邮件发

至：entries@triathlon.org。用排名较高的运动员替换出发名单内排名较低的运动员，

不占用会员协会的换人名额。 

f）退出：运动员赛前退出比赛的，将由候补名单上排位最高的运动员替换。根据

竞赛规则第 2.6 c）（3）条，运动员未参加技术会且未向技术代表请假的，将被从出发

名单上除名。此时，候补名单内参加技术会的运动员将可递补使用该名额。候补名单内

的运动员应参加技术会并在会场附近听候召唤，以便替补使用任何空余出的名额。 

g）外卡：第一比赛日前 26 天，国际铁联将根据收到的申请发放外卡，获得外卡的

运动员将被列入出发名单。通过外卡，会员协会可突破上述最大参赛名额限制，但最多

不超过 2个。 

h）会员协会在赛前的格林威治时间（GMT）星期一 13：00 后从出发名单撤出运动

员，则相关运动员将被从接下来的 30 天内的所有国际铁联比赛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中除

名，且不得参加所有与上述退出的比赛在同一个周末举办的比赛。 

i）运动员不参加技术会且未事先通知技术代表，将被从接下来的 30 天内的所有国

际铁联比赛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中除名，且不得参加与上述退出的比赛在同一个周末举

办的所有比赛。 

根据前一年参赛运动员人数，每个会员协会可享受一定数量的免罚名额，具体如

下： 

可享受的免罚名额 会员协会（2013年） 

6 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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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班牙，新西兰 

3 加拿大，法国，葡萄牙，南非，瑞士 

2 其他会员协会 

注：此人数为参加所有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和世界杯赛的男子和女子运动

员人数之和。 

j）运动员参加技术会，但在赛前最后一刻确实因伤病无法参赛的，经医师出具证

明，将可保留在将来比赛的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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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3  

 

国际铁联洲际杯赛 

参赛资格分配办法 

 

1．  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洲际杯赛 

a）各会员协会须至少于第一比赛日前 33 天通过国际铁联网站在线报名系统为所有

参赛运动员报名。 

b）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出发名单将在国际铁联网站上公布，运动员将按照以下次

序获得参赛资格并被列入出发名单： 

（1）国际铁联积分表上积分最多的运动员。 

（2）国际铁联洲际排名（比赛举办地所在洲的排名）靠前的运动员（除已被列入出

发名单的运动员外）。 

（3）其他运动员将被列入候补名单，并根据他们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在国际铁联积

分表上的排位依次替补。 

（4）未获得任何国际铁联积分的运动员，将根据他们洲际排名（比赛举办地所在洲

的排名）的先后顺序依次替补。 

（5）未获得任何国际铁联积分、且没有洲际排名（比赛举办地所在洲的排名）的运

动员，将根据从东道主开始，按照国家代码的字母顺序安排在候补名单的末尾。 

c）会员协会参赛名额 

（1）每个会员协会最多可获得 10个参赛名额。 

（2）东道主最多可获得 15个参赛名额。 

（3）如果根据上述第 1.1 b）条，获得参赛资格的人数不足 68 人，则各会员协会以

及东道主的参赛名额可突破上述标准。 

d）晚报名：第一比赛日前 31 天或更晚报名的运动员，将根据其报名时间安排在候

补名单的末尾。 

e）外卡：第一比赛日前 26 天，国际铁联将根据收到的申请发放外卡，获得外卡的

运动员将被列入出发名单。通过外卡，会员协会可突破上述最大参赛名额限制。 

f）换人：每个会员协会在男女每个项目中都有 3 个换人名额。替补运动员名单应

通过电子邮件发至：entries@triathlon.org。 

g）退出：运动员赛前退出比赛的，将由候补名单上排位最高的运动员替换。 

h）会员协会在赛前的格林威治时间（GMT）星期一 13：00 后从出发名单撤出运动

员，则相关运动员将被从接下来的 30 天内的所有国际铁联比赛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中除

名，且不得参加所有与上述退出的比赛在同一个周末举办的比赛。 

i）运动员不参加技术会且未事先通知技术代表，将被从接下来的 30 天内的所有国

际铁联比赛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中除名，且不得参加与上述退出的比赛在同一个周末举

办的所有比赛。 

j）运动员参加技术会，但在赛前最后一刻确实因伤病无法参赛的，经医师出具证

明，将可保留在将来比赛的出发名单和候补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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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4——E10（略） 

 

附件 E11 

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积分排名办法 

 

1．目的： 

1.1 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排名将用于决定每个赛季表现最优秀的运动员。 

1.2 国际铁联世界冠军将在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最后一站结束后产生，世界铁人三

项系列赛总奖金将根据赛季最终的世界系列赛排名颁发。 

1.3 国际铁联世界系列赛排名将作为决定运动员参加铁人三项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总决赛、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和世界杯赛资格的首要依据。 

 

2．积分规则： 

a) 各项赛事积分标准 

（1）、（2）、（3）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排名积分按照下表计算： 

赛事 冠军可获得积分值 可获得积分的名次范围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 1200 分 前 50名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800 分 前 40名 

世界杯赛 300 分 前 30名 

（4）积分按照以下积分表计算。 

b）完成时间限制：只有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比赛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积分。完成

比赛的时间限制是男子不超过冠军完成时间的 5％，女子不超过 8％。 

c）可以获得积分的比赛：取运动员在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和世界杯赛中获得的 4 站

最高积分之和加上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的积分，计为运动员的赛季最终积分，但

须符合以下条件： 

（1） 最多计 2 站世界杯赛积分 

d）赛季中期积分按照下表计算： 

已经结束的世界 

系列赛的站数 

计积分的赛事总站

数 

计积分的世界杯赛

的站数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

赛总决赛 

1 1 － － 

2 2 － － 

3 3 － － 

4 4 － － 

5 4 － － 

6 4 － － 

7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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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决赛后 4＋总决赛 2 1 

e）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最低参赛站数：运动员须至少获得 2 站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的积分，方可在赛季最终排名中位列前 20名。 

f）赛季的定义：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赛季从前一站总决赛结束后即开始，

至当前总决赛结束。 

 

3．积分表 

名次 
世界铁人三项 

系列赛总决赛 

世界铁人三项 

系列赛 
世界杯赛 

1  1200 800 300  

2  1110 740 278  

3  1027 685 257  

4  950 633 237  

5  879 586 220  

6  813 542 203  

7  752 501 188  

8  695 464 174  

9  643 429 161  

10  595 397 149  

11  550 367 138  

12  509 339 127  

13  471 314 118  

14  436 290 109  

15  403 269 101  

16  373 248 93  

17  345 230 86  

18  319 213 80  

19  295 197 74  

20  273 182 68  

21  252 168 63  

22  233 156 58  

23  216 144 54  

24  200 133 50  

25  185 123 46  

26  171 114 43  

27  158 105 40  

28  146 97 37  

29  135 90 34  

30  125 83 31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3版） 

-64- 
 

31  116 77 -  

32  107 71 -  

33  99 66 -  

34  92 61 -  

35  85 56 -  

36  78 52 -  

37  72 48 -  

38  67 44 -  

39  62 41 -  

40  57 38 -  

41  53 - -  

42  49 - -  

43  45 - -  

44  42 - -  

45  39 - -  

46  36 - -  

47  33 - -  

48  30 - -  

49  28 - -  

50 26   

 

4. 比赛距离或形式发生调整的赛事： 

2.1 如果某场比赛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按照既定模式举行，则积分数将根据最终比

赛情况酌情折减： 

a) 如果比赛形式不变，但任何或者全部赛段的比赛距离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进行了缩

减，则积分数保持全额不变。 

b) 如果比赛形式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进行了改变，则积分数折减为全额的 75%。 

c) 如果比赛未按照国际铁联规则在比赛距离或形式上发生改变，则积分数折减为全

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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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12  

 

国际铁联积分表规则 

 

1．目的： 

1.1 国际铁联积分表将用于决定运动员参加国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系列赛、铁人三

项世界杯赛和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的资格。 

1.2 洲际铁人三项联合会也可以使用国际铁联积分表决定各会员协会参加洲际锦标

赛的名额。 

1.3 国际铁联积分表将公布在国际铁联官方网站 www.triathlon.org，但不作为一

项“排名”。 

 

2．运动员资格： 

2.1 运动员必须与其所属的国际铁联会员协会保持良好的关系，方可被列入国际铁

联积分表。 

 

3．积分规则： 

3.1 总则 

a）、b）、c）国际铁联积分按照下表计算： 

赛事 
冠军可获得

积分值 
可获得积分的名次范围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 1000 分 前 50 名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750 分 前 50 名 

世界杯赛 500 分 前 50 名 

标准距离洲际锦标赛 400 分 
前 50 名 

（仅限本大洲的运动员） 

短距离洲际锦标赛（2013.1.1实施） 300 分 
前 30 名 

（仅限本大洲的运动员） 

U23世界锦标赛 200 分 前 20 名 

洲际杯赛和高级洲际杯赛 

（短距离和标准距离均可） 
200 分 前 20 名 

 

http://www.triathl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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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后一名次的运动员可以获得比前一名次少 7.5％的积分。 

3.2 完成时间限制：只有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比赛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积分。完

成比赛的时间限制是男子不超过冠军完成时间的 5％，女子不超过 8％。 

3.3 额外加分：参赛运动员中每有一名运动员在当前的国际铁联积分表中位列前 20

名，即额外增加该场比赛积分 2％，总增加比例最大为 20％。 

3.4 可以获得积分的比赛场数：最多计 12场比赛积分： 

a) 排名公布之前 52周内（“本年度”）计 6站。 

b) 排名公布之前 53 周至第 104 周期间（“上年度”）计 6站。  

3.5 某周某一名运动员的积分总额为“本年度”内 6 站最高积分之和加“上年度”

积分的三分之一，并且在任何一个“年度”洲际杯赛和高级洲际杯赛均不得超过 3 站。 

 

4. 比赛距离或形式发生调整的赛事： 

4.1 如果某场比赛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按照既定模式举行，则积分数将根据最终比

赛情况酌情折减： 

a) 如果比赛形式不变，但任何或者全部赛段的比赛距离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进行了缩

减，则积分数保持全额不变。 

b) 如果比赛形式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进行了改变，则积分数折减为全额的 75%。 

c) 如果比赛未按照国际铁联规则在比赛距离或形式上发生改变，则积分数折减为全

额的 50%。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3版） 

-67- 
 

 

附件 E13 

 

国际铁联洲际积分排名办法 

 

1．总则： 

1.1 国际铁联洲际排名共分为 5 个，每个洲 1 个洲际排名，分别是：非洲、美洲、

亚洲、欧洲和大洋洲。 

1.2 国际铁联洲际杯赛可根据各洲际联合会制定的规则分为两个级别（即在奖金、

电视转播等方面有所差别），较高水平的称作“高级洲际杯赛”，较低水平的称作“洲际

杯赛”。 

1.3 洲际杯赛的命名可使用各大洲的名称代替“洲际”一词，例如： 2010 

Pontevedra国际铁联铁人三项高级欧洲杯赛。 

 

2．运动员资格： 

2.1 运动员必须与其所属的洲际联合会会员协会保持良好的关系，方可被列入国际

铁联洲际排名。 

 

3．积分规则： 

3.1 总则 

a）、b）、c）国际铁联洲际排名积分按照下表计算： 

赛事 
冠军可获得

积分值 

可获得积分的名

次范围 

洲际锦标赛 600分 前 40名 

洲际杯赛决赛 500分 前 30名 

高级洲际杯赛 400分 前 20名 

洲际杯赛 250分 前 20名 

U23洲际锦标赛 250分 前 20名 

全国锦标赛1 100分 前 5名 

d）后一名次的运动员可以获得比前一名次少 7.5％的积分。 

                                                        
1
 会员协会可选择将标准距离或短距离全国锦标赛纳入洲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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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几个级别的赛事同场同时举行的情况下（例如：某场比赛既是全国锦标赛也是洲

际杯赛），则运动员积分按所获积分中的分值较高者计算。 

3.2 完成时间限制：只有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比赛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积分。完

成比赛的时间限制是男子不超过冠军完成时间的 5％，女子不超过 8％。 

3.3 额外加分：参赛运动员中每有一名运动员在当前的洲际排名中位列前 20 名，即

额外增加该场比赛积分 2％，总增加比例最大为 20％。 

    3.4 可以获得积分的比赛场数： 

    最多计 10站比赛积分： 

    a) 排名公布之前 365 天以内计 5站（“现期”）。 

b) 排名公布之前 366 天至 730天期间计 5站（“往期”）。 

3.5 不同时期的积分值 

a)“现期”内的积分值按所获比赛积分的全额计算。 

b)“往期”内的积分值按所获比赛积分的三分之一计算。 

 

4. 比赛距离或形式发生调整的赛事： 

4.1 如果某场比赛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按照既定模式举行，则积分数将根据最终比

赛情况酌情折减： 

a) 如果比赛形式不变，但任何或者全部赛段的比赛距离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进行了缩

减，则积分数保持全额不变。 

b) 如果比赛形式按照国际铁联规则进行了改变，则积分数折减为全额的 75%。 

c) 如果比赛未按照国际铁联规则在比赛距离或形式上发生改变，则积分数折减为全

额的 50%。 

 

 

附件 E14 国际铁联青年洲际积分排名办法（略） 

 

附件 E15 国际铁联铁人两项积分排名办法（略） 

 

附件 E16 国际铁联长距离铁人三项积分排名办法（略） 

 

附件 E17 国际铁联冬季铁人三项积分排名办法（略） 

 

附件 E18 国际铁联伤残运动员铁人三项积分排名办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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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国际铁联比赛服和装备细则 

 

附件 F1 

优秀组、23岁以下组和青年组比赛服与装备细则 

 

一、概述 

（一）所有参加国际铁联比赛的运动员必须遵守国际铁联比赛服和装备细则。 

（二）此细则中的图片说明的是常规的铁人三项比赛服。冬季铁人三项以及某些铁

人三项、骑跑两项、水陆两项比赛，允许穿长袖和覆盖小腿的长裤。此细则均同样适

用。 

 

二、制定此细则的目的 

（一）使铁人三项运动以整洁、专业的形象展现给当地和国际观众和媒体。 

（二）为赞助商提供适当的展示空间。 

（三）为国际铁联会员协会和运动员提供一个框架，使得双方就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达成一个互利的关系（见附件F2）。 

 

三、总体要求 

1. 运动员比赛服装上除本细则所述之外，不得有任何其它标志或图案。 

2. 所有标志的大小应在平坦的表面上、在非着装状态下、使用“国际铁联标志测

量模板”进行测量。 

3. 比赛服与装备上的赞助商标志不可以是烟草、烈酒或含有世界反兴奋剂组织

（WADA）禁用清单上所列物质的产品。 

4. 在以下标志的周围必须至少留有1.5厘米的空间： 

 国际铁联标志 

 姓氏 

 国家（地区）代码 

 所有的赞助商标志 

 

四、比赛服颜色和样式 

（一）参加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洲际锦标赛、其他

分项世界锦标赛的运动员，其比赛服必须使用各自国家（地区）特有的颜色。其他国际

铁联赛事对比赛服颜色没有限制。 

（二）各国家（地区）比赛服的颜色和样式、包括领奖服饰，必须是国家（地区）

特有的，并且须经国际铁联批准。 

（三）不同国家（地区）运动员的比赛服应具有不同的外观。但对于“样式”的定

义不应影响运动员由于体型特征导致的需求。 

（四）关于比赛服颜色和样式的“审批程序”已在附件F8中说明。此审批程序的目

的是确保各个国家（地区）所使用的比赛服颜色和样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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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铁联保留在比赛当年1月30日前就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领先运动员的比赛

服颜色制定特殊规则的权利。 

图1  赞助商标志位置 

服装正面                        服装背面 

 

五、姓氏和国家（地区）代码 

（一）运动员的姓氏和国家（地区）代码或名称须印制在体前上方和臀部。运动员

名字的首字母可添加在姓氏之前，鼓励姓氏相同的运动员添加名字的首字母。运动员的

姓氏和国家（地区）代码或名称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 字体 

（1）必须使用“Arial”字体。 

（2）姓氏和国家（地区）代码应使用大写字母，除字母数超过9个的情况下可以出

于空间因素考虑使用小写字母，但首字母仍应大写。类似于“–”的符号和空格视作字

符。（见图2：姓氏布局）。 

2. 颜色 

如果比赛服是深色的则必须使用白色，如果比赛服是浅色的则必须使用黑色。 

3. 位置 

（1）体前：在国际铁联标志和赞助商B和F的位置下方，国家（地区）代码和赞助商

A的位置上方。 

（2）背部：背部的位置在腰线下方，以便运动员在自行车比赛过程中清晰可见。运

动员的姓氏在国家（地区）代码上方。 

（3）高度：姓氏和国家（地区）代码在垂直方向上的高度必须为5厘米，不论包含

多少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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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宽度：姓氏的宽度至少12厘米，至多15厘米。即使是字母很少的“姓”也必须

至少达到12厘米（见图2）。国家（地区）代码的宽度必须为6至10厘米。 

 

 

 

 

 

 

 

 

 

 

 

 

 

 

 

 

 

 

 

六、国际铁联标志 

（一）国际铁联标志必须印制在右肩部。 

（二）应使用官方的国际铁联标志。 

（三）宽度为4厘米。 

（四）深色比赛服应使用“白色”版本，浅色比赛服应使用“蓝橙”版本（见图

3）。 

（五）国际铁联标志的印刷版本可从国际铁联官方网站上下载。 

图3  国际铁联标志布局 

（六）图3说明了国际铁联标志的正确布局: 

1. 国际铁联标志的橙色： 

（1）Pantone 144C（铜版纸） 

图 2：运动员姓名的布局 
 

 
 

 与“MAY”类似的姓氏，高5厘米，宽12厘米。 

 对于比较长的“姓”，如“Polikarpenko”，高度仍然是5厘米，但宽度应占满整个1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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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MYK: C-0%, M-49%, Y-100%, K-0% 

2. 国际铁联标志的蓝色： 

（1）Pantone 2955C（铜版纸） 

（2）CMYK: C-100%, M-45%, Y-0%, K-37% 

 

七、赞助商位置 

（一）赞助商位置A 

1．位于国家（地区）代码正下方（见图1）。 

2．最高20厘米。 

3．最宽15厘米。 

4．这个位置最多可以印制3个赞助商标志。 

5．运动员可以选择放置1、2或3个赞助商标志，但各个标志必须代表不同的赞助

商。 

（二）赞助商位置B（体前左上方） 

1．此位置是比赛服的制造商或者其他主要赞助商。 

2．最高4厘米。 

3．最宽5厘米。 

4．赞助商位置B应位于比赛服左肩部，不可以是中间。 

（三）赞助商位置C（两侧） 

1．赞助商标志可以出现在侧面。 

2．最大尺寸水平方向不超过5厘米。 

3．最大尺寸垂直方向不超过15厘米。 

4．每侧各允许有一个赞助商标志，并且必须相同。 

5．此位置必须从体侧可见。如果因运动员体型原因，从体前可见一部分，则必须从

体后也可见。  

（四）赞助商位置D（体前下方） 

1．最高4厘米。 

2．最宽5厘米。 

3．“赞助商位置D”可以位于左下侧或者右下侧，但不可以两侧都有。 

（五）赞助商位置E（体后上方） 

1．任何一个赞助商标志可以出现在背部上方。 

2．最高10厘米。 

3．最宽15厘米。 

（六）赞助商位置F（体前上方） 

1．任何一个赞助商标志可以出现在体前运动员姓名上方。 

2．最高5厘米。 

3．最宽15厘米。 

 

八、头部装备 

（一）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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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国际铁联和组委会官方指定之外泳帽上不允许出现任何赞助商标志。 

（二）自行车 

1．所有运动员在自行车比赛中必须佩戴符合国际铁联规则规定的头盔。 

2．运动员必须把国际铁联或当地组委会提供的比赛号码贴在头盔的正面和两侧，且

不得做任何改动。不允许使用其他贴纸。 

3．上述头盔号码周围1.5厘米范围内不得有任何标志，以免影响其视觉感受。 

4．头盔制造商的标志可以出现在头盔上，位于头盔前部30平方厘米或在两侧各20平

方厘米。其它赞助商的标志不允许出现在头盔上，也不允许使用贴纸覆盖这些赞助商标

志。 

5．头盔可以是任意颜色的。 

（三）跑步 

1．运动员可以戴太阳帽或护目镜。 

2．太阳帽或护目镜上只允许各出现1个赞助商标志。 

3．最高4厘米。 

4．最大面积20平方厘米。 

 

九、防寒泳衣 

（一）所有防寒泳衣的样式都必须事先得到国际铁联的批准。 

（二）标志 

1．防寒泳衣上只能出现防寒泳衣制造商的标志。 

2．最大尺寸为前后各80平方厘米，内外均可。 

3．如果制造商想在防寒泳衣的正面或背面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志，则总面积不

能超过80平方厘米。 

4．两侧的标志面积计入正面或背面的80平方厘米之内。 

 

十、身体号码 

1．赛前国际铁联将为每名参赛运动员提供4套文身号码。 

2．4套文身号码应按照以下方式粘贴：每只手臂、每条腿各1套。 

3．两位数和两位数以上的号码，必须按垂直方向粘贴，而非水平方向。例如： 

“23”应粘贴为：      而不是：23。 

 

十一、其他临时文身 

运动员在参加国际铁联比赛期间不可以使用任何其他除比赛号码之外的临时文身。 

 

十二、领奖服 

本文说明的赞助商位置、样式和颜色均适用于领奖服。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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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2：权利和义务(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 

 

 世界铁人三项系

列赛和总决赛 

世界杯赛 洲际 

锦标赛 

洲际杯

赛 

其他分项 

世锦赛 

其他赛

事 

比赛服 

颜色和样式 

X √ X √ X √ 

姓名 X X X X X X 

国家代码或名称 X X X X X X 

国际铁联标志 X X X X X X 

赞助商 A √ √ √ √ √ √ 

赞助商 B √ √ √ √ √ √ 

赞助商 C √ √ √ √ √ √ 

赞助商 D √ √ √ √ √ √ 

赞助商 E √ √ √ √ √ √ 

赞助商 F √ √ √ √ √ √ 

图例 X 不可协商；必须按

国际铁联比赛服与

装备细则执行。 

√ 可友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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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3 伤残组比赛服和装备规则（略） 

附件 F4 权利和义务（伤残组运动员）（略） 

附件 F5 分龄组比赛服和装备规则（略） 

附件 F6 权利和义务（分龄组运动员）（略） 

 

附件 F7国际铁联会员协会比赛服审批程序 

 

1. 概述： 

1.1 比赛服审批程序是国际铁联比赛服与装备细则的一部分，也是国际铁联竞赛规则

新增部分。 

2. 目的： 

2.1 制定此审批程序是为了规范国际铁联对各会员协会运动员参加所有国际铁联比赛

所用比赛服进行审批的过程。 

3. 总体要求： 

3.1 根据国际铁联服装与装备细则，各会员协会的比赛服应互不相同，以便于区分。 

3.2 在遵循国际铁联竞赛规则的前提下，可以使用艺术性或创造性的元素。但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如果使用超出本文限制的可视的商标或标志，将不予批准。 

3.3 所有比赛服使用同样的设计：男子、女子、铁人三项、骑跑两项、夏季、冬季

等。 

3.4 每个会员协会可为每个分项分别申请一例比赛服设计样式，分龄组运动员可申请

两个设计样式，并说明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但同一个会员协会参加同一场比赛

的运动员，必须穿着同样的比赛服。 

4. 审批时间： 

4.1 各会员协会根据以下要求将第二年拟使用的比赛服设计方案提交国际铁联审查： 

a) 按照本细则规定的模式设计； 

b) 赞助商标志的位置和尺寸、运动员姓名和国家（地区）代码的位置和尺寸应

符合本细则； 

c) 国 际 铁 联 标 志的 位置 和 尺 寸 、 颜色 应符 合 本 细 则 ；设 计方 案 可

以.jpg、.gif、.bmp或者.tif的格式提交。 

4.2 比赛服一旦得到批准，已批准的比赛服设计方案将持续有效，直至会员协会提出

新的设计并报批。 

5. 审批过程： 

5.1 国际铁联将书面通知各会员协会其比赛服设计方案是否得到批准： 

a) 比赛服设计方案是否符合本细则； 

b) 比赛服设计方案是否与其他会员协会的设计方案有明显区别。 

5.2 如果比赛服设计方案没有得到批准，国际铁联将： 

a) 要求会员协会提供新的设计方案； 

要求提供相似设计方案的会员协会互相协商并修改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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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有关会员协会未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则国际铁联将根据以下原则

决定哪个会员协会可优先使用所提交的方案： 

 以往曾使用过所提交设计方案的会员协会拥有优先使用该方案的权利。 

 如果有关会员协会提交的均为新设计方案，则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个

会员协会可使用所提交的方案，其他会员协会必须提交新方案。 

5.3 国际铁联将以电子版形式公布已经得到批准的比赛服清单；该清单将每月更新。 

5.4 比赛服设计方案申请，每月审批一次，且会员协会需提交与已公布的经批准的设

计方案不同的方案。 

6. 审批小组： 

6.1 比赛服设计方案审批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 

a) 一名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成员； 

b) 一名国际铁联体育部代表； 

c) 一名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委员会成员； 

d) 一名国际铁联媒体和电视部代表； 

e) 一名国际铁联教练员委员会代表。 

6.2 对比赛服审批小组的决定有异议，可上诉至国际铁联执委会。但该上诉以及国际

铁联执委会对该上诉的仲裁均不会中止审批小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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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伤残运动员比赛分级办法 

详见国际铁联官方网站。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3版） 

-78- 
 

附件 H  奖金分配表 

 

1. 概述 

1.1 国际铁联奖金分配表提供了一个公平和平等的奖金分配方式。 

1.2 如国际铁联比赛承办方需更改奖金分配比例，则必须申请特许规则。如果修改奖

金分配比例的申请得到批准，则必须在国际铁联官方网站上公布：

www.triathlon.org。 

1.3 奖金分配的金额和范围必须男、女运动员相同，对此不可更改。 

 

2. 分配比例 

2.1 下表说明了5种基本的奖金分配比例。 

2.2 国际铁联官方网站上有方便的奖金分配计算工具。 

 

前20名 

(奖金额

150001美元

及以上) 

前15名 

（奖金额

50001美元至

150000美元） 

前10名 

（奖金额

10001至50000

美元） 

前5名 

（奖金额3001

至10000美

元） 

前3名 

（奖金额3000

美元或以下） 

1 23.00% 25.00% 25.00% 30.00% 50.00% 

2 18.00% 20.00% 20.00% 25.00% 30.00% 

3 14.00% 15.00% 15.00% 20.00% 20.00% 

4 10.00% 10.00% 10.00% 15.00%  

5 8.00% 7.00% 8.00% 10.00%  

6 6.00% 6.00% 7.00%   

7 4.00% 5.00% 6.00%   

8 3.00% 3.00% 4.00%   

9 2.30% 2.25% 3.00%   

10 1.90% 1.75% 2.00%   

11 1,60% 1.50%    

12 1.40% 1.25%    

13 1.20% 1.00%    

14 1.10% 0.75%    

15 1.00% 0.50%    

16 0.90%     

17 0.80%     

18 0.70%     

19 0.60%     

20 0.50%     

 

http://www.triathl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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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国际铁联管辖的分项清单 

 

 铁人三项 

 长距离铁人三项 

 水陆两项 

 铁人两项（译者注：骑跑两项） 

 冬季铁人三项 

 越野铁人三项 

 越野铁人两项 

 室内铁人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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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国际铁联赛事和比赛组别 

 

国际铁联赛事 

 

 世界锦标赛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 

 世界系列赛 

 世界杯赛 

 洲际锦标赛 

 洲际杯赛 

 高级洲际杯赛 

 洲际杯决赛 

 洲际系列赛 

 国际赛事 

 

 

国际铁联比赛组别 

 

 优秀组 

 U23组（译者注：23岁以下组） 

 青年组 

 少年组 

 伤残组 

 分龄组 

 团体接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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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联赛事 组别 

世界锦标赛，标准距离铁人三项赛 U23组，分龄组 

世界锦标赛，短距离铁人三项赛 青年组，分龄组，伤残组 

世界锦标赛，团体接力铁人三项赛 团体接力组 

世界锦标赛，长距离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分龄组，伤残组 

世界锦标赛，标准距离铁人两项赛 优秀组，U23组，分龄组 

世界锦标赛，短距离铁人两项赛 青年组，分龄组，伤残组 

世界锦标赛，团体接力铁人两项赛 团体接力组，青年团体接力组 

世界锦标赛，长距离铁人两项赛 优秀组，分龄组，伤残组 

世界锦标赛，冬季铁人三项赛 青年组，优秀组，U23组，分龄组，团体接力组，伤残组

（TRI 1除外） 

世界锦标赛，水陆两项赛 青年组，优秀组，U23组，分龄组，伤残组 

世界锦标赛，越野铁人三项赛 青年组，优秀组，U23组，分龄组，团体接力组，伤残组

（TRI 1除外） 

世界系列赛，铁人三项赛（包括标准

距离和短距离） 

优秀组 

世界系列赛总决赛，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 

世界杯赛，铁人三项赛（包括标准距

离和短距离） 

优秀组 

世界杯赛，冬季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 

世界系列赛，铁人两项赛（包括标准

距离和短距离） 

优秀组 

世界系列赛，长距离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  

洲际锦标赛，奥运距离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U23组，分龄组 

洲际锦标赛，短距离铁人三项赛 青年组，优秀组，分龄组，伤残组 

洲际锦标赛，长距离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分龄组，伤残组 

洲际锦标赛，团体接力铁人三项赛 团体接力组，青少年团体接力组，青年团体接力组 

洲际锦标赛，标准距离铁人两项赛 优秀组，U23组，分龄组 

洲际锦标赛，短准距离铁人两项赛 优秀组，青年组，分龄组，伤残组 

洲际锦标赛，团体接力组铁人两项赛 团体接力组，青少年团体接力组 

洲际锦标赛，长距离铁人两项赛 优秀组，分龄组，伤残组 

洲际锦标赛，冬季铁人三项赛 青年组，优秀组，U23组，团体接力组，分龄组，伤残组

（TRI 1除外） 

洲际锦标赛，水陆两项赛 青年组，优秀组，U23组，分龄组，伤残组 

洲际锦标赛，越野铁人三项赛 青年组，优秀组，U23组，分龄组，团体接力组，伤残组

（TRI 1除外） 

洲际杯赛（所有距离和分项） 优秀组 

洲际系列赛 优秀组 

青少年洲际杯赛，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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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K  犯规行为和处罚细则 

 

犯规行为 处罚方式 

1.48 小时内参加两场或两场以上同一个

分项的比赛 
取消此期间所有赛事成绩 

2.抢跳（跑） 
 停—走 

 第一换项时 15秒时间处罚 

3.不按规定路线比赛 
停—走，原路返回重新进入比赛路线，否则取消比赛

资格 

4.不文明语言或行为 取消比赛资格并向执委会报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5.违反体育道德行为 取消比赛资格并向执委会报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6.阻挡或阻碍其他运动员比赛 
 非故意：口头警告 

 故意：取消比赛资格 

7.不公平的身体接触 

当几名运动员同时进入一个狭小的区域

时，身体接触就可能发生，运动员之间

在同等位置条件下的无意身体接触不构

成犯规。 

 非故意：口头警告 

 故意：取消比赛资格 

8.接受非技术官员或竞赛管理人员协助 
 如果可以纠正：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9.不遵从技术官员或竞赛管理人员的指

示 
取消比赛资格 

10.出于安全原因离开比赛路线，但未原

路返回 

 非故意：口头警告，尽可能纠正 

 在自行车赛段，如运动员已获利:  

- 分龄组: 第二换项时 30秒时间处罚 (长距离)  

- 分龄组: 第二换项时 15秒时间处罚 (标准距离)  

- 分龄组: 第二换项时 10秒时间处罚 (短距离)  

- 优秀组: 处罚区 30秒时间处罚 (长距离)  

- 优秀组: 处罚区 15秒时间处罚 (标准距离)  

- 优秀组: 处罚区 10秒时间处罚 (短距离和接力)  

11.错误使用比赛号码（比赛号码由当地

组委会提供，由技术代表在运动员技术

会上宣布使用方式）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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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故意将个人物品丢弃在赛道上，如轮

胎、塑料瓶等应安全地放至赛道外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13.在指定地点（如补给站和垃圾站）之

外的比赛路线上随意丢弃垃圾和装备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14.使用危险比赛装备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15.使用非法比赛装备，并由此获利或对

他人构成危险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16.违反比赛特殊的交通规则 
 非故意：口头警告，尽可能纠正 

 故意：取消比赛资格 

17. 优秀组、U23、青少年和青年组在国

际铁联批准的比赛中故意同时冲过终点 
取消比赛资格 

18.未参加技术会且未向技术代表请假 
未出席技术会并未向技术代表请假的运动员，将从出

发名单除名 

19.运动员未出席技术会且未向技术代表

请假 
取消比赛资格 

20.迟到或未出席技术会但向技术代表请

假的运动员 
-  转移至出发名单上的最后一位 

21.参加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和世界杯赛

的运动员，如果在同一年内缺席技术会

超过三次或三次以上，无论是否向技术

代表请假 

-  取消随后缺席技术会的每场比赛资格  

22.检录结束后，更换比赛服 取消比赛资格 

23.提供虚假报名资料或信息 取消比赛资格并向执委会报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24.在未取得参赛资格的情况下参赛 取消比赛资格并向执委会报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25.反复违反竞赛规则 取消比赛资格并向执委会报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26.使用兴奋剂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规则处罚 

27.特别严重的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 终身禁赛 

28.裸露躯干比赛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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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外力协助  
为其他运动员提供整辆自行车，车架，

车轮，头盔，骑行鞋，跑鞋或任何其它

装备，并导致其自身无法继续比赛。 

 取消两名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30.选定出发位置后变更 
 警告，纠正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31.占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出发位置 取消比赛资格 

32.在自行车赛段不使用自行车比赛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33.下流行为 取消比赛资格 

34.在短距离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尾随 
 第一次：处罚区内 1分钟时间处罚 

 第二次：取消比赛资格 

35.在标准距离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尾随 
 第一次：处罚区内 2分钟时间处罚 

 第二次：取消比赛资格 

36.在长距离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尾随 
 第一次和第二次：处罚区内 5 分钟时间处罚 

 第三次：取消比赛资格 

37.未按要求在下一个处罚区接受处罚 取消比赛资格 

38.在自行车赛段头盔未扣紧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39.自行车赛段摘掉头盔，即使已停下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40.自行车赛段不戴头盔 取消比赛资格 

41.使用非法装备比赛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42.跑步赛段爬行 取消比赛资格 

43.跑步赛段不穿跑鞋 取消比赛资格 

44.与领先一圈或一圈以上的运动员一起

跑步（适用于优秀组，23岁以下组，

青年组，少年组和伤残组运动员） 

 纠正后：停——走处罚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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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跑步赛段戴头盔 取消比赛资格 

46.未将自行车停放在自己的位置上 

 赛前：警告处罚并纠正 

 赛中： 

 分龄组停—走处罚并纠正 

 优秀组：处罚区 30秒时间处罚（长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5秒时间处罚（标准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0秒时间处罚（短距离） 

47.当完成第一赛段的比赛时，转换区内

头盔搭扣处于扣紧状态。 

解下头盔，并在第一换项时给予 15 秒时间处罚（任

何比赛距离）。 

48.上车线之前上车 

 分龄组：纠正后停—走处罚 

 优秀组：处罚区 30秒时间处罚（长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5秒时间处罚（标准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0秒时间处罚（短距离） 

49.下车线之后下车 

 分龄组：纠正后停—走处罚 

 优秀组：处罚区 30秒时间处罚（长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5秒时间处罚（标准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0秒时间处罚（短距离和接力） 

50.将比赛装备放置在非指定位置 

 分龄组：纠正后停—走处罚 

 优秀组：处罚区 30秒时间处罚（长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5秒时间处罚（标准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0秒时间处罚（短距离和接力） 

51.在弯道处借助杆、树等固定物体转弯 

 优秀组：处罚区 30秒时间处罚（长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5秒时间处罚（标准距离） 

 优秀组：处罚区 10秒时间处罚（短距离和接力） 

52.团体接力赛未在接力区完成接力 取消队伍比赛资格 

53.在其他组别比赛时在比赛路线上热身 
 警告并纠正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54.在不允许使用防寒泳衣的游泳比赛，

以及自行车和跑步比赛中，使用覆盖整

个手臂和小腿的比赛服 

 警告并纠正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55.在自行车和跑步赛段使用非法比赛装

备，包括并不仅限于：耳机、玻璃容

器、手机、不符合规则的比赛服 

 警告并纠正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56.在转换区做标记 
 警告并纠正 

 否则：移除标记且不通知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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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停赛期间参加比赛  取消比赛资格，报告执委会延长停赛时间或禁赛 

58.在颁奖仪式上进行埋伏式营销  没收在比赛中获得的奖金 

59.分龄组或伤残组运动员在标准距离和

短距离比赛中累计获得 2次时间处罚 
取消比赛资格 

59.分龄组或伤残组运动员在中、长距离

比赛中累计获得 3次时间处罚 
取消比赛资格 

61至 86：关于伤残组比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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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附件L  比赛成绩样例 

 

 

名次      名        姓     代表队  号码  总时间   游泳  第一换项 自行车 第二换项 跑步 

混合接力比赛成绩样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