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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比赛场地和路线设置的指导思想

（一） 铁人三项比赛场地和路线的设置应符合竞赛规则的规定。

（二） 铁人三项比赛场地和路线的设置应符合《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比赛操作手册》

的原则与要求。

（三） 铁人三项比赛场地和路线的设置应同时充分考虑比赛承办单位的需求。

第二条 比赛举办地条件

比赛举办地应具备适应赛前训练和比赛要求的交通、住宿、伙食、医疗、安保、通

讯、自然和人文环境等条件。

第三条 器材规格

本文所涉及的部分竞赛器材和物品的详细规格和制作方法，请参见：《竞赛器材和

物品清单》以及《形象景观设计指南》。

第二章 游泳出发区和游泳路线

第四条 水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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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海水和过渡水：

1. PH值在6至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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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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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c/100ml）

（二）内陆水

1. PH值在6至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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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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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c/100ml）

4. 蓝藻[Blue-Green Algal blooms/scum(Cyanobatteria)]含量不超过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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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ml）

中、英文版本的水质检测报告应于以下时间提交给中国铁协和国际铁联：

（一）拟定比赛场地时

（二）赛前 1年

（三）赛前 2个月

（四）赛前 7天

第五条 游泳出发区和游泳路线设置

（一） 游泳出发区周围应使用硬质栅栏隔离。

（二） 游泳出发区旁应设媒体区。媒体区应垂直于游泳出发台方向设置，并使用硬质栅

栏隔离，长度不小于10米。媒体区的设置不得妨碍贵宾及观众的视线。

（三） 游泳出发区旁应设贵宾区，并使用硬质栅栏隔离。贵宾区和媒体区不可重叠或交

叉。

（四） 游泳出发区旁应设教练员区，并使用硬质栅栏隔离。

（五） 游泳路线的理想圈数：优秀组和23岁以下组：1500米，2圈，理想路线应为1000

米+500米（见附件一 ：理想的游泳比赛路线示意图）；青少年组：750米，1圈；分龄组

和伤残铁人三项组：1500米，1或2圈；长距离铁人三项：3000米或4000米，1或2圈；接

力组：300米，1圈。

（六） 游泳路线距离为1500米；一般性国际比赛和国内比赛，游泳路线可设计为2圈，

每圈750米；世界杯以上级别比赛，游泳路线应设计为2圈，第一圈1000米，第二圈500米；

综合性运动会另行设计。

（七） 游泳路线一般应采用GPS或者激光测距仪进行测量，以保证精确，游泳路线的总

误差一般不得超过1.5％。

（八） 游泳比赛路线水深一般不低于1.5米。如果采用跳水出发方式，则出发台前3米范

围内水深不得低于2米。

（九） 如条件具备，游泳比赛一般按逆时针方向进行。

（十） 转折处浮漂应设置成曲线形状，转折角度不大于270度。

（十一） 第一转折处浮漂距出发点不得少于350米。

（十二） 游泳比赛进行时，附近应配备医疗人员和设备。

（十三） 分龄组和伤残铁人三项组比赛，游泳上水处附近应设饮水站。

第六条 出发召集区

（一） 优秀组出发召集区：应配备椅子、物品存放盒（用于存放出发前运动员遗留的物

品），水，冰块等。

（二） 业余组出发召集区：

业余组运动员较多的情况下，为保证准时有序出发，应设置出发召集区，该区域

还包括一个供迟到运动员通过的专门通道，以及计时点（用于清点人数），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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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

第七条 游泳出发区和游泳路线器材

（一） 出发台（见附件二：游泳出发台示意图）

1．一般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出发台，按照优先级别由高到低为：

（1） 固定的浮台：固定结构，可跳水出发；

（2） 沙滩出发平台：固定结构，前沿高0.2米，可清晰地标明出发区域；

（3） 漂浮的平台：可跳水出发。

2．游泳出发台尺寸至少为60米长、3米宽，浮台距水面高度在20厘米到50厘米之间。

3．游泳出发台应使用“蓝色”地毯完全覆盖。

4．出发台后方应设有围挡，以保证人员安全及悬挂景观条幅和刀旗。

5．出发线和出发号码：

（1） 出发台上应标有“预出发线”：距离出发台前沿0.5米，宽度至少为5厘米，白色

实线。

（2） 每个出发位置应至少分配75厘米宽的空间，如条件具备，此宽度可扩大。

（3） 正对第一个转折浮漂的方向，出发位置按照从右到左、从小到大的顺序编号；数

字高20厘米，白色，面对运动员。

6．如出发台位于水中，前下侧应设有业余运动员可以抓握的装置，以便业余组进行“水

中出发”。

快速通道
计时核查点

硬质隔离
运动员等候区

出发区

核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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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台号码喷写示例：

（二） 出发信号发生装置

用于比赛出发，可使用蓄电池作为电源，汽车喇叭作为发声装置，配备控制单元（开关）；

一般应使用2至6个喇叭，互相并联，均匀分布并固定于出发区后方；开关应延长接至出

发区侧面，以便发令技术官员能够清晰地看到整个出发区、发现出发犯规的运动员。

（三） 浮漂及其布置（见附件三：理想的浮漂和浮漂布置示意图）

1．转折处浮漂直径应为1米，高度不低于2.5米，推荐使用“悉尼式”香蕉浮漂。

2．标志浮漂：标志浮漂的数量和放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至少应每隔50米放

置一个。

（1） 理想的香蕉浮漂：长度5米、直径1米，采用密封的850－1100丹尼尔的PVC材料，

高频焊接，浮漂间多重联结，防漏气充气阀门，可以移动。

（2） 理想的转折浮漂：长度2.5米、直径1米，采用密封的850－1100丹尼尔的PVC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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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焊接，浮漂间多重联结，防漏气充气阀门，可以移动。

（3） 理想的标志浮漂：长度1.2米、直径70厘米，采用密封的850－1100丹尼尔的PVC材

料，高频焊接，浮漂间多重联结，防漏气充气阀门，可以移动。

（四） 游泳上水台

1．用于运动员在比赛中途和终点出水，可设置在出发台后方或侧面，具体位置由技术代

表决定。

2．宽度至少为5米。

3． 游泳上水台可以是斜坡或台阶结构：如果是斜坡，角度不得大于25％，斜坡底部至

少伸入水下60厘米（垂直高度）；如果是台阶，每个台阶应至少为40厘米宽，台阶

高度不超过25厘米，最低一个台阶应至少低于水面60厘米。

4．游泳上水台应使用“蓝色”防滑地毯（地垫）完全覆盖。

5．游泳上水台两侧应设有柱体（理想2.5米高），以便于运动员从远处识别。

（五） 淋浴设施

1．如游泳比赛在含盐的水域中进行，应提供淡水淋浴设施。

2．淋浴通道设置在游泳上水至转换区中途的通道上，一般为6至8米长、2至3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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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转换区

第八条 转换区设置

（一） 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

1．宽度不得小于10米。

2．地面平整，满足比赛自行车骑行需要。

3．两次转换的流线方向应保持一致，整个转换区包括入口和出口处应避免急弯。

4．上车线：距离最近的自行车架至少5米，一般可在地面上粘贴绿色地毯，长度与转换

区出口相同，宽50厘米。

5．下车线：距离最近的自行车架至少5米，一般可在地面上粘贴红色地毯，长度与转换

区入口相同，宽50厘米。

6．如果使用两个转换区，则两个转换区内运动员自行车架位置应完全相同。

7．转换区出、入口至少须6米宽。

8．转换区周围应使用硬质栅栏完全封闭，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硬质栅栏与自行车架的

距离应达到1.5米（减小物品丢失风险）。

（二） 分龄组等业余组别

1．地面平整，如果是草坪，应避免坑或者其他导致危险的物体，并进行细致的裁剪。

2．流线设计应使得运动员“无车跑”的距离相同，并避免交叉。

3．业余运动员转换区通道与骑行通道必须分开，即业余运动员不可从转换区骑行通过。

第九条 转换区器材

（一） 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

1．自行车架

（1） 推荐使用“雅典式”独立车架，每两个车架间隔至少1米；有条件使用“悉尼式”

流线的，每两个车架间隔至少2米。（见附件四：优秀组转换区设置）

（2） 每个自行车架上须配备一个印有运动员基本信息的塑封牌，一般为A4纸张大小，

内容包括运动员的姓氏（一般性国际比赛和国内比赛，中国运动员应使用全名），

三字母国家代码和/或国旗。

（3） 比赛号码贴纸另行粘附在运动员信息牌上。比赛号码一般按照以下方式布局：

 小号靠近转换区出口

 如有两排自行车架，最小号应设置在面对转换区出口的右侧位置；偶数和奇

数号码分别设在两列

（4） 信息牌上的内容布局应确保运动员和观众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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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毯

从游泳上水台到转换区的通道、转换区内、转换区出入口前后须使用蓝色地毯完全覆盖。

3．储物箱（用于放置运动员比赛装备）

（1） 尺寸：45厘米 X 30厘米 X 25厘米（高）。

（2） 每个储物箱上应粘贴比赛号码贴纸。

（二） 分龄组等业余组别

1．自行车架

（1） 自行车架相邻两排之间至少间隔5米。

（2） 为每名运动员提供至少75厘米的空间。

（3） 分龄组运动员在转换区的位置由游泳出发的先后顺序决定。各个自行车架位置应

粘贴比赛号码贴纸。

（4） 在每一列自行车架的两端，应各放置一个标志牌，标明组别和比赛号码范围，标

志牌大小应根据转换区大小确定，保证清晰可见。

2． 地毯：转换区内应覆盖地毯的部分由技术代表决定。

第四章 接力区

第十条 接力区设置

（一） 具体位置由技术代表决定。

（二） 接力区应位于自行车和跑步路线之外，并于游泳出发区相连。

（三） 接力区须封闭。

（四） 接力区长15米。

（五） 接力组旁须设接力准备区。

恢复区

医疗区

接力准备区

接力区

计时毯
通往游泳

出发的通道

游

泳

出

发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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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接力区器材

（一） 1张桌子，2把椅子（技术官员用）。

（二） 遮阳帐篷（伞）和移动厕所。

（三） 计时点（计时芯片、计时毯等）。

（四） 备用泳帽。

（五） 运动员恢复区（水、椅子等）。

（六） 医疗区（急救人员和设备）。

（七） 物品存放盒。

（八） 接力准备区（水、椅子等）。

第五章 自行车路线

第十二条 自行车路线设置

（一） 总体要求（适用于所有比赛组别）

1．路面平整、坚硬、光滑，无碎片或其他危险物，没有坑洼，赛前应清扫干净。

2．赛道宽度一般应达到6米以上。

3．自行车路线一般应使用GPS或自行车搭载里程表进行测量，短距离和标准距离比赛误

差不得超过10％,长距离比赛误差不超过5%。。

4．必须完全封闭，确保安全。

5．不可相互交叉。

6．应避免铁道、带闸门的桥、吊桥等。

7．应设置观众穿行天桥和路口，转换区前后100米、弯道前后100米以内不可设穿行口。

8．如自行车路线上有减速带或类似装置，则必须临时拆除或使用垫子、斜坡等覆盖，并

达到以下图示标准。

（二） 优秀组、23岁以下组

1．技术难度：优秀组路线应包含上下坡和技术性的弯道，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2．在两车道宽的赛道上应避免180度的折返。

顶部平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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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圈数应设计为6至8圈。

4．不推荐使用折返路线，除非在道路中央有至少一米宽的隔离带或水泥隔离墩。

5．如部分自行车和跑步路线使用同样的赛道，则自行车圈数不应少于跑步圈数的2倍。

（三） 青少年组：圈数应设计为2至4圈。

（四） 分龄组和伤残铁人三项组：标准距离应设计为1至3圈，短距离应设计为1至2圈。

（五） 接力组：圈数应设计为1至2圈。

（六） 长距离组：圈数应设计为1至3圈。

第十三条 自行车路线器材

（一） 以下区域须配备硬质隔离栅栏：

1．交通繁忙的区域；

2．转换区前后100米；

3．所有的弯道处。

（二） 综合性运动会比赛路线要求全程双侧配置硬质栅栏。

（三） 在急弯或危险处应设置体操垫或类似的保护设施来保护运动员。

（四） 如赛道上有减速带或其他控制速度的设施，应拆除或使用垫子、斜面或其他设施

加以覆盖。

（五） 长距离比赛至少每隔50公里设置厕所。



-12-

第六章 备用车轮站

第十四条 备用车轮站设置

（一） 世界杯以上级别比赛至少提供两个备用车轮站，一般性国际比赛和国内比赛可提

供一个备用车轮站（备用车轮站1）：

1．备用车轮站1：位于转换区附近的自行车路线，应避开主看台正前方区域。

2．备用车轮站2：位于自行车路线半途处。

（二） 备用车轮站的具体位置由技术代表决定。

（三） 备用车轮站区域须使用硬质栅栏封闭。

（四） 世界杯以上级别比赛至少满足60个备用车轮存放要求，一般性国际比赛和国内比

赛备用车轮站至少满足30个备用车轮存放要求。

（五） 分龄组等业余组别比赛可不设备用车轮站。

第十五条 备用车轮站器材

（一） 备用车轮站需提供架子和挂钩以便放置车轮。

（二） 备用车轮站1的车轮由运动员各自提供，并标明使用者队名和比赛号码。

（三） 如配备两个备用车轮站，备用车轮站2可由组委会配备以下车轮，所有车轮应在

《国际自行车联盟认证车轮清单》范围内。

1． 3个700CC的后轮，装备Shimano10速变速轮组

2． 3个700CC的后轮，装备Campangolo10速变速轮组

3． 6个700CC的前轮

4． 1个650CC的后轮，装备Shimano10速变速轮组

5． 1个650CC的后轮，装备Campangolo10速变速轮组

6． 2个650CC的前轮

（四） 备用车轮站应配备遮阳帐篷（伞）。

第七章 跑步路线

第十六条 跑步路线设置

（一） 路面平整、坚硬、无危险。

（二） 赛道宽度至少为3米。

（三） 跑步路线一般应使用轮式测距仪测量，其测量过程和结果须得到技术代表或技术

代表指定人员的认可。跑步路线距离的测量应致力于“零误差”。测量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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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厘清跑步比赛路线的路段组成，特别是出转换区和终点冲刺之前的路段，以及单圈的

准确距离。

2．明确运动员可以使用的道路范围：即运动员是否可以使用整个路面？赛时是否使用硬

质隔离缩小路面范围？等等。

3．测量路线应为运动员可能使用的所有路线中的“最短路线”。

4．测量路线距离路肩的最小距离为30厘米。

5．测量时应保持合适的速度，特别是在路面不平的情况下，以避免跳跃影响测量结果。

6．遇障碍物或某段道路封闭时，应采用合适的替代测量方法。中止测量时，需注意拉好

手刹。

（四） 优秀组比赛路线一般为3至4圈，短距离组为1至2圈，分龄组和伤残铁人三项组为

1至2圈，接力组为1圈，长距离为1至2圈。

（五） 须完全封闭，确保安全。

（六） 弯道处应宽阔，并清扫干净。

（七） 路线不得交叉。

（八） 出于安全目的，应避免上下台阶或类似危险地带。

（九） 观众穿行路口不得设置在转换区、弯道和终点区域前后100米范围内。

（十） 伤残铁人三项组跑步比赛路线需足够宽，可容纳轮椅选手互相超越，避免急弯、

台阶、草地、沙地、窄路等。如遇松软路面，可使用木板覆盖。

第十七条 跑步路线器材

（一） 距跑步路线起点和终点1公里处各设置一个距离标志牌。

（二） 沿途应设置足够的标志牌，以便运动员识别正确的路线。

（三） 折返点处应设置明显标志物。

（四） 长距离铁人三项比赛至少每隔5公里设置一个厕所。

第八章 饮水站

第十八条 饮水站的设置和器材

（一） 自行车路线饮水站（仅适用于长距离比赛）：至少每40公里一个，每个饮水站均

应配备厕所，饮水站长40米。

（二） 跑步路线上至少每隔1.25公里设置一个饮水站；根据技术代表要求，该间隔距离

可缩短。

（三） 在转换区之后的200米至400米之间应设置一个饮水站。

（四） 饮水站的具体设置地点应选择较为宽敞的场所，避免占用跑步路线。

（五） 饮水站应设置为直线型，并方便运动员取水。

（六） 饮水站设置的长度优秀组为15米，分龄组为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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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比赛应提供密封的瓶装水；每名运动员每

圈每个饮水站至少配备2瓶500毫升的水；分龄组等业余组别和伤残铁人三项组可

提供水和体能饮料。所有水和饮料均为常温。

（八） 炎热天气应配备冰水海绵块。

（九） 每个饮水站应配备遮阳帐篷（伞）、长条桌等，桌腿应固定。

（十） 饮水站用水管理原则：

1．从采购、运输直至使用，瓶装水包装箱必须安全封闭并进行持续、严格的监管。

2．将水运送至饮水站之前，应检查包装箱是否完好，有无替换痕迹。

3．运送至饮水站之后，须安排工作人员看管，直到技术官员到场后方可打开包装箱。

4．包装箱和水瓶上的商标和标志不得影响比赛赞助商的权益。

第九章 处罚区

第十九条 自行车路线处罚区

（一） 标准距离和短距离比赛至少每10公里1个，长距离比赛至少每30公里1个，具体位

置由技术代表决定。

（二） 处罚区须封闭。

（三） 处罚区应配备1张桌子、2把椅子、1个公告牌、遮阳帐篷及移动厕所。

（四） 处罚区前50至100米和处罚区入口处应分别设标志牌（详细规格见《竞赛器材和

物品清单》）。

第二十条 跑步路线处罚区

（一） 跑步路线处罚区设在跑步路线末段的合适位置，便于转换区技术官员和处罚区技

术官员交流。

（二） 处罚区应封闭。

（三） 处罚区应配备1张桌子、2把椅子、1个公告牌以及遮阳帐篷。

（四） 处罚区前50至100米和处罚区入口处应分别设标志牌（详细规格见《竞赛器材和

物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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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终点区域

第二十一条 终点区域设置

见附件五：终点区域设置。

（一） 终点前冲刺通道：长度一般不少于100米，宽度不小于5米。

（二） 终点媒体摄影台：应设置在终点后15米处，一般为3至4级阶梯式，每阶长3至4

米、宽1.5米、高60厘米。

（三） 终点采访区：媒体摄影台后侧设置采访区，为主要媒体提供第一时间采访运动员

的机会，大小约10平米，配备背景板和3把椅子。

（四） 混合区设置：邻近终点设置一个封闭区域，面积约20平米，为媒体采访运动员提

供足够的空间。



-16-

（五） 终点教练员区：混合区之后设终点教练员区，大小约20平米。

（六） 运动员恢复区：距离终点区域的距离不得超过50米，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运

动员恢复区须完全封闭。

第二十二条终点区域器材

（一） 终点门设置（见《竞赛器材物品和景观元素模板或样例》：终点门）

（二） 终点区域及冲刺通道必须使用硬质栅栏隔离（最低1米），硬质栅栏等隔离设施

不得遮挡终点门上的标志。

（三） 终点线要在地面上清晰地标出，至少10厘米宽，与终点门前边缘对齐（远离终点

摄影台的一侧）。

（四） 必须使用国际铁联和中国铁协批准的冲线带。

（五） 在终点门处架有终点摄像机记录每名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情况，其架设位置用于拍

摄每名运动员通过终点线垂直面的情况，技术官员可使用这些录像对运动员同时到达终

点的情况进行判断。

（六） 计时显示屏应固定在显眼的位置，以保证摄影台、媒体席和贵宾席的人员可以清

晰地看见。

（七） 运动员恢复区内应提供密封的水、冰、毛巾以及等渗饮料，每名运动员应配备4

瓶500毫升的水；根据天气状况还应提供冷、热水及容器。

（八） 公告牌：终点后应设置公告牌，用于张贴比赛成绩和公布犯规处罚结果。

第十一章 主会场各功能区

第二十三条颁奖区和颁奖准备区

（一） 颁奖区

1．颁奖台：颁奖台应放置于比赛区域外、且贵宾和观众能够完全看到的区域；要保证获

奖运动员站在颁奖台上时，可以方便地转向国旗悬挂的方向；颁奖台不可放置在终

点门下。中间放置第一名，左首放置第二名，右首放置第三名（面对颁奖台）；参

考规格：第一名0.5米(高)×0.5米×1米，第二名0.35米(高)×0.5米×1米，第三名

0.2米(高)×0.5米×1米。

2．颁奖背景板：参考规格：4米高X4.5米宽，距离颁奖台约1米，背景板应固定良好。

3．地毯：颁奖台的台阶全部用蓝色地毯覆盖，前方铺设2米X10米的红色地毯。

4．托盘：准备2个托盘用于盛放奖品。

5．奖金和奖品：按照竞赛规程清点齐备，另优秀组颁奖可配鲜花和香槟。

6．亚洲锦标赛、世界杯赛、世界锦标赛还需配备参赛运动员国（区）旗，以及3支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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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国际比赛可不提供）。旗杆的位置及旗的悬挂方式为：位于颁奖区，面向贵

宾席，颁奖区一般设置在主看台斜对面；第一名旗居中，第二名旗居左，第三名旗

居右。旗杆的高度和间距设置应与周围场地环境相协调，中间的旗杆最高，左边的

旗杆略低，右边的旗杆最低。每个代表队的旗至少应准备两套，一套悬挂在比赛场

地，一套用于颁奖，个别运动水平较高的代表队应准备三至四套，以备同一代表队

的运动员获得前三名中的两个或三个名次，具体情况由技术代表提供。

（二） 颁奖准备区

1．面积至少为30平方米，距离颁奖区不超过50米，一般应设置在体育展示工作区附近,

配备遮阳帐篷（伞）、桌椅。

2．颁奖准备区用于准备颁奖，集结颁奖队伍，发放奖金、奖品、成绩证书等。

第二十四条计时和成绩处理区

（一） 终点计时区

终点门旁应设置终点计时工作区，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一般可使用3个3米X3米的帐篷），

使用硬质栅栏完全封闭，并配备电源、宽带、遮阳帐篷（伞）、足够的桌椅。

（二） 计时点

1．计时点一般为5至7个，其中主会场区域4至5个，自行车和跑步远端折返点各1个。

2．计时点的具体位置由技术代表审定。

3．计时点应配备电源、桌子和遮阳伞。

第二十五条体育展示工作区及相关设备

（一） 公共广播系统

1．公共广播系统须能够覆盖整个主会场区域，性能良好。音箱一般应布置在主看台区域

和比赛区域之间，面向主看台。此外，在游泳出发区需单独配备音箱，以保证游泳

出发时技术官员的声音能够覆盖整个出发区。

2．公共广播系统的操控设备设置在体育展示工作区，赛时由体育展示组操作；特别是赛

场较大设置两套以上的广播系统时，应由体育展示组长统一管理使用，以保障赛场

氛围协调统一。

3．赛前必须进行公共广播系统的测试。

（二） 体育展示工作区

体育展示工作区一般应设置在终点区域附近，面积不小于 30 平方米（一般可使用 3个 3

米 X3 米的帐篷），使用硬质栅栏完全封闭，并应配备电源、遮阳帐篷（伞）、足够的桌

椅。

（三） 大屏幕和现场解说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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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条件的赛事可配备计时计分大屏，进行现场直播的比赛还可配备视频大屏。

2．有条件的赛事可在终点附近设置一个现场解说和竞赛指挥用高台，为现场解说提供良

好的视线。平台空间至少为2.5米X5米，高5米。该区域应配备桌、椅、音视频接口

以及现场解说员使用的计算机数据接口。

第二十六条 国际铁联同步报道区

世界杯以上级别的比赛，应在终点区域附近设国际铁联同步报道区。面积至少20平方米，

并配备遮阳帐篷（伞）、桌椅、电源、宽带连接（上传2M/S）等。

第二十七条 竞赛指挥与仲裁区

在终点区域附近设置竞赛指挥中心，面积至少20平方米（一般可使用2个3米X3米的帐篷），

使用硬质栅栏完全封闭，配备遮阳帐篷（伞）、桌椅、放大的比赛路线图、申诉表格等。

第二十八条 运动员准备区

（一） 优秀组运动员

1．面积至少100平方米

2．配备遮阳帐篷（伞）、足够的桌椅（至少5张桌子，20把椅子）

3．设自行车停放区，配备自行车停放架（业余横梁式）

4．提供水、水果、饼干、等渗饮料等

5．设运动员物品存放区，并提供看管和存取服务；有条件的应提供储物柜

6．提供运动员专用厕所

7．提供自行车维修服务和医疗服务

（二） 优秀组运动员比赛服检查区

1．优秀组运动员准备区内设比赛服检查区

2．至少20平方米。

3．足够的桌椅（至少3张桌子，15把椅子）。

4．器材配备：技术官员用服装检查模板、数码相机、备用比赛服、备用纹身号、泳帽、

计时芯片等。

（三） 分龄组运动员

1．面积至少300平方米

2．配备遮阳帐篷（伞）、足够的桌椅

3．提供水、水果、饼干、等渗饮料等

4．有条件的应提供贴以代表队或分龄组各组别为单位的储物柜

5．提供运动员专用厕所

6．提供自行车维修服务和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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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设置信息台，张贴比赛路线、出发时间等信息

（四） 运动员更衣室

在运动员准备区内设男子、女子运动员更衣室，面积各约20平米。

第二十九条医疗中心

面积不小于80平方米，配备封闭式帐篷，器材和设备配置参见《比赛操作手册》“医疗

保障”部分。

第三十条 媒体工作区

面积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至少不小于100平方米），配备电源、高速宽带、打印机、复印

机、公告牌（张贴比赛信息和成绩）、鸽子笼、饮料点心、桌椅、封闭式帐篷，参见《比

赛操作手册》“新闻宣传”部分。

第三十一条兴奋剂检查区

（一） 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配备封闭式遮阳帐篷，须完全封闭并远离公共场所和媒体。

（二） 配备1至2个专用卫生间，围绕便池的三面墙上需安装镜子。

（三） 配备2张桌子、12把椅子。

（四） 配备封闭的瓶装水和饮料。

第三十二条技术官员工作区

（一） 在主会场区域设置技术官员工作区。

（二） 配备板房（一般性国际比赛可使用帐篷），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可以锁闭。

（三） 配备桌椅，公告牌，带锁储物柜等。

（四） 根据工作需要提供茶点、午餐。

第三十三条志愿者休息区

在主会场区域设置志愿者休息区，面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

第三十四条竞赛器材仓库

在主会场区域设置竞赛器材仓库，面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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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主看台

沿终点冲刺通道设置主看台，座位数量根据比赛级别和客观需要确定。

第三十六条贵宾区

（一） 贵宾区一般包括：主席台（背景板）和贵宾休息区、观赛区等。

（二） 在主看台上靠近终点门的区域设主席台，大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主席台可配背

景板和遮阳设施。

（三） 在主席台后方设贵宾休息区，配备遮阳帐篷（伞）、桌椅、水等。

（四） 音响应远离贵宾区域，贵宾区域的音量须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五） 在游泳出发区、转换区、终点区附近设置贵宾观赛区，配备遮阳帐篷（伞）、桌

椅、水等，并设置通往各贵宾观赛区的穿行路线。

第三十七条电视转播区

在主会场区域设置电视转播工作室、电视转播综合区，配备厕所，面积根据电视转播工

作需要决定，一般不小于500平米。

第三十八条场馆运行区

在主会场区域设场馆运行区，作为组委会人员工作和休息的场所，一般可包括：综合办

公室、现场指挥中心、餐饮休息区、工作人员厕所、物流仓库、垃圾暂存区等，并配备

电源、电话、宽带、桌椅、公告牌、放大的路线图、常用办公设备等。

第三十九条观众服务区

一般包括观众信息服务亭、观众医疗站、观众厕所、主看台等。

第四十条 国旗和旗杆

世界杯以上级别比赛应在主会场区域设置旗杆，并悬挂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旗帜，具体方

式如下：

（一） 东道主国旗和会旗

包括中国国旗、国际组织会旗以及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会旗。旗杆位置及旗的悬挂方

式为：位于主看台后方，具体位置应得到技术代表的批准；中国国旗居中、国际组织会

旗和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会旗分居两边。旗杆的高度和间距设置应与周围场地环境相

协调，中间的旗杆较高，两边的旗杆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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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表队国家（地区）旗

一般国际比赛可不悬挂，亚洲锦标赛、世界杯赛、世界锦标赛等必须悬挂。旗杆的位置

及旗的悬挂方式为：面向贵宾席或者置于看台后围栏上，但不得影响主看台观看比赛的

视线，具体位置应得到技术代表的批准；各代表队旗按照标准三字母缩写顺序从左向右

依次排列，东道主旗居末位。所有旗杆同高，其高度和间距设置应与周围场地环境相协

调。

（三） 颁奖旗

参见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6项。

（四） 所有旗帜一般横向悬挂，竖向挂旗方式另行说明。

第四十一条厕所

除上述运动员准备区、兴奋剂检查区配备专用厕所外，主会场区域还应为工作人员、媒

体、观众等配备足够的厕所。

第十二章 主会场区域综合管理

第四十二条流线

（一） 主会场区域各类人员（运动员、技术官员等竞赛组织人员、媒体、组委会工作人

员等）的入场、出场和场内流线应清晰、合理地规划与设计，避免交叉。

（二） 总体上，除运动员外的其他人员应从主会场后方进入各自工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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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安保

主会场区域在赛前布置和比赛期间应配备足够的安保人员和设施，确保物资安全。

第四十四条电力

（一） 主会场区域的电源和电源线布置应合理规划，保证各计时点、各音箱、体育展示

工作区、医务区、媒体区、组委会工作区等区域用电。

（二） 较粗的电源线不可从地面穿越赛道，以免影响运动员比赛。

（三） 主会场区域供电应提供备用回路或备用发电机，以确保用电安全。

（四） 如比赛提供大屏幕等特殊设备，应按照技术要求提供高压电源。

第四十五条照明

确保主会场各功能区域的照明。

第四十六条通信

确保主会场区域的无线通信安全，必要时应提供应急通信设备。

第四十七条宽带

世界杯以上级别的比赛，主会场区域须提供宽带连接。

第四十八条消防

考虑消防应急设施，消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第四十九条环境

（一） 设置比赛场地时应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二） 赛前主会场区域应进行全面清扫，赛时应安排人员保洁，第一天比赛后应及时清

理。

（三） 主会场区域应配备足够的垃圾筒。

（四） 赛后应对主会场区域进行全面清理，恢复原有的环境。



-23-

附件一 理想的游泳比赛路线示意图

理想的游泳路线设置

第一圈

第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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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游泳出发台示意图

媒体区 出发浮台 游泳

上水处

游泳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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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理想的浮漂和浮漂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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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浮漂和浮漂布置示意图：

转折大浮漂

弹性绳

链条

水泥块

配重

水泥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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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优秀组转换区设置（“悉尼式”流线）

优秀组转换区设置

下车线

上车线
游泳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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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终点区域设置

混合区 媒体平台

终点通道终点门终点区官方电视转播采访区运动员

恢复区

观众贵宾竞赛

指挥

与仲

裁区

教练员区 终点

技术

官员

区

体育

展示

工作

区

计时

和成

绩处

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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