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竞赛总规程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隶属于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全国最高水平铁人三项赛事，

由北京奥天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独家运营。举办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旨在响应国务

院《关于加快体育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贯彻《全民健身发展纲要》，

以及进一步推动铁人三项运动的发展，促进铁人三项运动社会化、职业化，扩大举

办地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规程遵循《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会员管理办法》、《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

会业余铁人三项运动管理办法》。各分站赛根据举办地具体条件，在不违背竞赛总

规程的情况下设定各分站赛竞赛规程，并单独发放。

一、竞赛周期

竞赛周期：每年 3 月 1 号—12 月 31 号为一个完整赛季

二、竞赛组别（以分站赛组别设置为准）：

序号 竞赛组别 说明

1 大师组 同距离不分年龄

2 职业组 同距离不分年龄

3 分龄组 不同距离不同年龄

4 骑跑两项组 不分年龄组

5 水陆两项组 不分年龄组

6 混合接力组 不分年龄组

7 体验组 不分年龄组

8 单项接力组 不分年龄组

9 国际组 不分年龄组，按国家和地区分队

10 企业组 不分年龄组，按企业分队

11 行业组 不分年龄组，按职业分队

12 高校组 同距离不分年龄

三、竞赛距离：



序号 竞赛距离 总距离 分项距离 说明

1 全程距离 51.5km 游泳 1.5km-自行车 40km-跑步 10km 无

2 半程距离 25.75km 游泳 0.75km-自行车 20km-跑步 5km 无

3 体验距离 8.52km 游泳 0.25km-自行车 6.67km-跑步 1.6km 可灵活设置

4 骑跑两项距离 25km 跑步 2.5km-自行车 20km-跑步 2.5km 可灵活设置

5 水陆两项距离 5.75km 游泳 0.75 km－跑步 5 km 可灵活设置

6 混合接力距离 8.52km 游泳 0.25km-自行车 6.67km-跑步 1.6km 可灵活设置

四、竞赛规则

（一）竞赛规则

执行最新版本的《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和《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犯

规行为处罚细则》。

（二）器材、服装与装备

1．参赛运动员自备自行车、服装和头盔等器材和装备，并要符合竞赛规则的

有关规定。

2．运动员比赛服须符合最新版本的《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业余铁人三项运

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运动员可以使用山地车、平把赛车，但必须通过组委会检查，确认自行

车符合安全规定。

4．运动员均可使用“游泳安全浮球（气囊）”，安全浮球与身体之间应通过

长度至少为 40 厘米的绳（缆）连接，不得直接绑定在身体上。

5．运动员比赛服与装备检查将在比赛日检录和进入转换区的时候进行，赛

前不再单独安排检查；如运动员不确定自身比赛服和装备是否符合竞赛规则，可

在赛前技术会后将比赛服与装备提交技术官员检查。

（三）比赛关门时间（伤残运动员不受关门时间限制）

竞赛距离 关门时间

全程距离 4小时



半程距离 2小时

体验距离 1小时

骑跑两项距离 2小时

水陆两项距离 1小时

混合接力距离 3小时

五、裁判员（技术官员）

骨干裁判员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选派，辅助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六、参赛对象

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注册的团体会员、个人会员、临时会员。会员需符合

《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会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七、报名

（一）报名方式

报名方式分为：个人会员报名（中铁协团体会员内注册的运动员）和临时会

员报名（非中铁协团体会员内注册的运动员，通过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官网注册个

人信息获得临时会员身份的运动员）

1. 个人会员报名：中铁协团体会员内注册的运动员须由团体会员登录中国铁

人三项联赛官方网站统一进行网上报名。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官方网站：http://ctl.aquawud.cn／，用户名和密码已通

过邮件形式发给各协会、俱乐部、参赛单位负责人和联系人。

2.临时会员报名：通过短信验证码登录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官网：

http://ctl.aquawud.cn／，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后，点击“赛事报名”，选择意向

赛事，上传相应材料进行网上报名。

（二）报名材料

根据网上报名系统要求提供相应材料进行网上报名。如无法进行网上报名可

提交报名材料至报名联系人。报名材料包含：报名表（见附件四）；个人有效证

http://ctl.aquawud.cn／，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后，点击
http://ctl.aquawud.cn／，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后，点击


件复印件；铁人三项游泳能力测试证明材料（以往参赛成绩证书），如无上述材

料需参加铁人三项游泳能力测试，测试合格者方可参赛，如不合格，则不允许参

赛。

八、分站赛参赛名额

1．联赛分站赛参赛名额严格依据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团体积分排名进行分

配，详见各单站竞赛规程。

2．联赛赞助商名额。

3．支持单位名额：20个。

九、积分排名

（一）积分和排名

1.男子、女子个人积分和排名

2.团体积分和排名

（二）个人积分

1.每组冠军获该组满分积分，从第二名起，积分计算公式为满分-时间差（分

钟）*递减系数（分/分钟），其中递减系数为：满分/本组冠军时间成绩，时间

差为：成绩时间与本组冠军成绩时间差。

各组别冠军积分如下：

组别 大师组 全程分龄组 半程分龄组

冠军积分（分） 800 600 300

大师组满分为800分，冠军获800分，从第二名起，积分计算公式为：满分-时

间差（分钟）*递减系数（分/分钟），每组别递减系数ξ=800/T1，则该组别第N

名积分为800- (Tn-T1)* ξ。

全程分龄组满分为600分，每组冠军获600分，从第二名起，积分计算公式为：

满分-时间差（分钟）*递减系数（分/分钟），每组别递减系数α=600/T1，则该

组别第N名积分为600- (Tn-T1)*α。



半程分龄组满分为300分，每组冠军获300分，从第二名起，积分计算公式为：

满分-时间差（分钟）*递减系数（分/分钟），每组别递减系数β=300/T1。则该

组别第N名积分为300- (Tn-T1)*β。

其中ξ、α、β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T1为该组别冠军时间成绩（分

钟），Tn为第N名时间成绩（分钟），Tn-T1为两者时间差（分钟），若两者分钟

数相同，秒数不同计1分钟时间差。

例：宁波东钱湖站男子全程25-29年龄组

名次 时间成绩 积分（分） 递减系数（分/分钟）

1 02:20:25.52 600

α=4.29（600/140）

2 02:22:55.52 591.42

3 02:25:40.02 578.55

…… …… ……

N 03:59:45.42 175.29

第一名时间成绩为02:20:25.52，第二名时间成绩为02:22:55.52，第三名时

间成绩为02:25:40.02，该组最后一名完赛者时间成绩为03:59:45.42，第一名积

分为600分，第二名积分为591.42分[=600-2*4.29]，第三名积分为578.55分[600-

（145-140）*4.29]…最后一名积分为175.29分[=600-(239-140)*4.29]。

2.联赛个人积分排名

参加联赛半程及以上距离（年龄）组（含大师组）并完赛可获相应个人积分。

个人年度积分将采取“6+1”积分模式，即取参加联赛分站赛其中6站个人单

站最高积分与总决赛积分相加进行年度积分排名。

联赛个人积分按照总积分值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名。如总积分相同，则

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总决赛所获积分较高者列前；如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总决

赛所获积分也相同，则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总决赛完成时间较短者列前。

3.积分周期

运动员积分以年为单位，年度积分时限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前一



年积分不计入下一年，2016 年为中国铁人三项联赛积分元年。

（三）团体积分和排名

1.积分规则

（1）团体总积分包括以下两部分积分之和:

·第一部分-团体分龄成绩积分

团体会员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全程分龄组(含大师组)和半程分龄组的比赛

并获得有效团体成绩即可获得团体分龄成绩积分。全程分龄组（含大师组）团体

冠军可以获得 1000 分,以此为基准分,后一名次的团体可获得比前一名次少

7.5%的积分,依此类推;半程分龄组团体冠军可以获得 500 分,以此为基准分,后

一名次的团体可以获得比前一名次少 7.5%的积分,依此类推;积分分值计算按照

“四舍五入”的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第二部分-团体混合接力赛成绩积分

团体会员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团体混合接力赛并获得有效团体成绩即可获

得团体混合接力赛成绩积分。团体冠军可以获得 2800 分,以此为基准分,后一名

次的团体可以获得比前一名次少15%的积分,依此类推；积分分值计算按照“四舍

五入”的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运动员故意、主动、情节严重的犯规，在给予取消比赛资格处罚的同时

扣减其所属团体积分100分，直至当场比赛团体积分减至零为止；会员团体根据

规则必须派代表参与赛前技术会，无故缺席的会员团体扣减50分；俱乐部每有1

名通过该团体会员报名但最终未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扣减20分,直至当场比赛团体

积分减至零为止,赛前7天之前以邮件形式申请退赛可以免于此积分扣减处罚。

（3）男子分龄团体名次（含男子大师组）按各团体会员参加比赛有效总成绩

前3名运动员的完赛时间之和排定，总时间少者列前；如两队总时间相同，以本队

第3名运动员的完赛时间判定，时间少者列前；不足 3 人，不计团体名次。



（4）女子分龄团体名次（含女子大师组）按各团体会员参加比赛有效总成绩

前2名运动员的完赛时间之和排定，总时间少者列前；如两队总时间相同，以本队

第2名运动员的完赛时间判定，时间少者列前；不足 2 人，不计团体名次。

2.不同组别团体冠军获得积分明细

距离 团体冠军得分

全程 1000

半程 500

混合接力 2800

3.联赛团体总积分排名，联赛团体积分按照总积分值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

排名。如总积分相同，则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总决赛获得的积分较高者列前；如

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总决赛的积分也相同，则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总决赛完

成时间较少者列前。

十、大师组

详见附件一。

十一、职业组

详见附件二。

十二、团体混合接力赛

详见附件三。

十三、专业组

详见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网发布的《2018年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赛竞赛

规程》、《2018年全国青少年铁人三项冠军杯赛竞赛规程》及《2018年全国铁人

三项锦标赛竞赛规程》、《2018年全国青少年铁人三项锦标赛竞赛规程》。

十四、总决赛

（一）积分设置

总决赛各组别冠军积分为分站赛各组别冠军积分1.5倍值，详见总决赛竞赛



规程。

（二）参赛资格

联赛18赛季，总决赛统一采取 “资格准入制”。

1、总决赛大师组

参赛资格：18赛季参加分站赛大师组并完赛的选手。

注：大师组超过限报人数，按最好成绩排名取前30，其他自动转为所在全程

分龄组。

2、总决赛分龄组

参赛资格：

（1）“直通卡”名额

依据：个人参赛成绩

各分站赛全、半程分龄组冠军，直接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若同一人多次获

分站赛分龄组冠军，只获一张总决赛“直通卡”，不做顺延。

（2）“优先”名额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可获得联赛2018赛季总决赛参赛资格：

1）18赛季参加6站及以上分站赛半程及以上分龄组；

2）18赛季参加3站及以上分站赛且至少有一站成绩达到：男子全程成绩2小

时40分钟以内（含2小时40分钟）或男子半程成绩1小时25分钟以内（含1小时25分

钟）；女子全程成绩3小时20分钟以内（含3小时20分钟）或女子半程成绩1小时40

分钟以内（含1小时40分钟）；

3）联赛相关活动获奖名额。

（3）联赛积分

截至总决赛报名开始前，联赛积分榜男子个人积分排名、女子个人积分排名

将决定总决赛剩余名额，该名额可顺延直至满额。



（三）总决赛团体混合接力赛。

详见总决赛竞赛规程。

十五、报到

（一）报到流程

身份及深水审核——体检审核——领取参赛物品——返程登记

（二）身份及深水审核

1．身份审核

参赛运动员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中国人民共和国二代居民身份证、护

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参赛号码，填写参

赛声明书及转单，同时进行影像采集。

2．深水审核

联赛自 18赛季起，深水审核与身份审核同步进行。报名审核通过后，组委会

将根据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历史参赛成绩数据，有近三年参赛成绩者自动通过

审核，无历史参赛成绩者统一要求参加该场比赛游泳能力测试。赛前一周将发送

参加赛前游泳能力测试的通知，告知参加测试时间及地点。参加游泳能力测试的

运动员需凭通知短信参加测试，通过测试的运动员方可回报到现场继续报到。

（三）体检审核

所有运动员需携带符合要求的体检表原件至体检审核处进行参赛资格审核，审

核通过后组委会留存扫描件。(体检参考附件五：参赛运动员体检指导意见以及附

件六：体检表模板)

（四）保险

取消现场保险审核。联赛自 2018 年起，所有报名参赛运动员均需有由组委会

提供的个人意外险，线上报名涵盖，费用由运动员自理。保险有效起止日期为：

赛前 2 天 0:00 至比赛结束日 24:00 止（共 3 天），保险覆盖范围包含意外身故、



残疾、意外伤害医疗,且意外身故、残疾保险金额为 30 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金额为 3 万元。

十六、奖励办法：

（一）个人名次

半程分龄组及以上组别各组前3名获奖杯，前8名获奖金；体验组、骑跑两项

、水陆两项各组前3名获奖杯。半程分龄组及以上各组奖金分配方式如下：

（二）团体名次

1.奖励方式

（1）团体混合接力赛前3名获奖杯，前8名获奖金，奖金分配方式如下：

名次 1 2 3 4 5 6 7 8

奖金 20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半程及以上团体前3名获奖杯，具体如下：

组别 奖杯

男子全程团体 前 3名

女子全程团体 前 3名

男子半程团体 前 3名

女子半程团体 前 3名

混合接力团体 前3名

2．团体成绩

（1）中铁协团体会员（参见：《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会员管理办法》，有

资格计团体名次。运动员按其所属团体会员组队。

（2）男子分龄团体名次按各团体会员参加比赛有效总成绩前3名运动员的完赛

距离 名次 1 2 3 4 5 6 7 8

全程分龄组 2000 17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半程分龄组 10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职业组 4000 3600 3200 2800 2400 2000 1600 1200



时间之和排定，总时间少者列前；如两队总时间相同，以本队第3名运动员的完赛

时间判定，时间少者列前；不足3人，不计团体名次。

（3）女子分龄团体名次按各团体会员参加比赛有效总成绩前2名运动员的完赛

时间之和排定，总时间少者列前；如两队总时间相同，以本队第2名运动员的完赛

时间判定，时间少者列前；不足 2 人，不计团体名次。

（4）团体混合接力赛名次按各团体会员参加比赛并完赛的同组4名运动员的完

赛时间之和排定，总时间少者排前；若两队总时间相同，以本队女运动员完成时

间判定，时间少者列前。

3.体验组、骑跑两项组、水陆两项组不计团体名次。

（三）单站记录“英雄榜”

联赛设赛区单站记录，即该赛区男子全程、女子全程、男子半程、女子全程

最好成绩，该记录将每年刷新。

“英雄榜”运动员将颁发组委会特别定制的奖杯。

（四）获得有效成绩的运动员均可获得完成纪念奖牌和成绩证书。

（五）全赛季奖励

每年度赛季末，中国铁人三项联赛组委会将举办“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年度盛

典”。年度盛典将设“名人堂”对全国优秀会员团体及运动员进行表彰和奖励。

奖项包括男子年度总冠军、女子年度总冠军，团体年度总冠军及一系列单项奖项

；奖励包括现金奖励和实物奖励，具体奖励办法将单独发布。

1. 年度个人积分排名

个人年度积分将采取“6+1”积分模式，即取参加联赛分站赛其中6站个人单

站最高积分与总决赛积分相加进行年度积分排名。

2.年度团体积分排名

团体年度积分将按照18赛季各会员团体参加联赛分站赛所获积分与总决赛所



获积分相加进行排名。

年度奖励办法（奖金单位：人民币）：

积分排名 男子个人总排名奖金（元） 女子个人总排名奖金（元） 团体总排名奖金（元）

第1名 50000 50000 100000

第 2名 30000 30000 50000

第 3名 10000 10000 30000

第 4名 8000 8000 20000

第 5名 6000 6000 10000

第 6名 5000 5000 8000

第 7名 4000 4000 6000

第 8名 3000 3000 5000

第 9名 2000 2000 4000

第 10名 1000 1000 3000

第 11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2000

第 12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2000

第 13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2000

第 14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2000

第 15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2000

第 16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1000

第 17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1000

第 18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1000

第 19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1000

第 20名 实物奖励 实物奖励 1000

注明：此积分排名为中国铁人三项联赛积分。

（六）其他奖励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为业余铁三运动员参加国际铁联高水平赛事提供上升通道

。通过联赛选拔出的运动员，将获得国际铁联高水平赛事参赛资格。组委会将统

一组织运动员参加比赛，并提供相应保障，保障包括赛事报名、赛前训练、赛后



恢复等，同时配备领队、队医、机械师及媒体等相关服务人员。

十七、赛风赛纪，所有选手必须遵循《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赛风赛纪管理办

法》以及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的规则规定等。

十八、未尽事宜及各分站比赛的竞赛规程另行发布。

十九、本竞赛总规程解释权归中国铁人三项联赛组委会。

二十、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http://images.sport.org.cn/File/2013/04/02/1744299717.pdf
http://images.sport.org.cn/File/2013/04/02/1744299717.pdf


附件一：

2018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大师组”竞赛规则

一、参报条件

1.参报“大师组”比赛的运动员须符合以下资格：

（1）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男子全程成绩在 2 小时 25 分钟以内（含 2 小时

25 分钟）可报名男子大师组；

（2）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女子全程成绩在 2 小时 55 分钟以内（含 2 小时

55 分钟）可报名女子大师组；

（3）经联赛组委会特别批准的可报名参赛。

2.“（男子/女子）大师组”参赛人数限制为 30人，若“（男子/女子）大师

组”实际报名人数大于限报人数，则按照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历史最好成绩排

名，排名靠前优先获得“大师组”参赛名额，未获得“大师组”名额的运动员回

相应分龄组。

二、报名时间

以开放报名时间为准，报名截止之后公布出发名单。

三、竞赛规则

1.游泳：浮台出发，采取“跳发”规则，游泳赛段佩带专属赛事泳帽，若运

动员选择佩戴两个泳帽，则官方泳帽必须戴在最外面。

2.自行车：允许使用传统弯把大组公路车，铁三车、TT车。比赛不允许跟车。

3.转换区：采用独立车架，并配备有储物箱、个人信息牌，大师组运动员停

车架优先设置在靠近转换区出口处。

4．18赛季首站，大师组参赛号码依据17赛季联赛个人积分排名编排。

5、关门时间：3小时。

四、积分及排名



本赛季，“大师组”冠军积分为 800 分（分龄组冠军积分 600 分）。以“冠

军成绩”为“基准成绩”，同时，“冠军积分”为“基准分”，从第二名起，积

分计算公式为：满分-时间差（分钟）*递减系数（分/分钟），其中递减系数为：

满分/本组冠军时间成绩，时间差为：成绩时间与冠军成绩时间差。

五、奖项设置

1.奖金

名次 1 2 3 4 5 6 7 8

大师组（2 组） 2000 17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大师组实行“双奖金”模式，即获得本组别奖金后回归分龄组后仍有相应名

次奖金。

2.奖杯奖牌

前六名颁发奖杯，大师组完赛奖牌区别于分龄组。

六、运动员报到

运动员报到必须本人亲自前往，不得由他人代领，否则取消比赛资格，“大

师组”运动员发放专属参赛包、T 恤、号码布、车贴、纹身贴。

七、其他

详见各单站竞赛规程。



附件二：

2018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职业组”竞赛规则

为实现业余高水平运动员与职业运动员同场竞技，进一步提高比赛竞技性，

联赛于18赛季特推出职业组。

一、参报条件

（1）国内现役及退役两年内专业铁三运动员，国外职业铁三运动员；

（2）经联赛组委会特别批准的可报名参赛。

二、报名时间

以开放报名时间为准，报名截止之后公布出发名单。

三、报名方式

规定报名时间内，职业组选手需提交报名申请表到指定邮箱，由组委会统一

审核。3人以内（含3人）不开组。

四、比赛规则

与大师组同时出发，遵循大师组规则。

五、奖项设置

1.奖金

名次 1 2 3 4 5 6 7 8

职业组（2组） 4000 3600 3200 2800 2400 2000 1600 1200

2.奖杯奖牌

前三名颁发奖杯，职业组完赛奖牌区别于大师组。

六、报到

运动员报到必须本人亲自前往，不得由他人代领，否则取消比赛资格，“职

业组”运动员发放专属参赛包、T恤、号码布、车贴、纹身贴。

七、其他

详见各单站竞赛规程。



附件三：

2018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团体混合接力赛”竞赛规程

为全面接轨奥运项目，完善联赛团体项目及积分体系，联赛于18赛季推出团

体混合接力赛，并设置相应团体积分。

一、 比赛形式：混合接力。

二、 参报条件：

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注册团体会员。

三、 报名时间

以开放报名时间为准，报名截止之后公布出发名单。

四、报名方式

1．每队由4名运动员组成。

2．每队至少有1名女子运动员。

3．每个会员团体限报名2队。

4．报名截止后不能换人但可变更出发顺序

5．不满6队不开设团体混合接力赛。

6．单日比赛参加团体混合接力赛的运动员不可参加个人组别比赛，多日比

赛运动员可兼报分龄组与团体混合接力赛。

五、竞赛规则

1．每队每名运动员均须完成相同距离的“游泳-自行车-跑步”路线，并交

接给后一名运动员。

2．处于相同比赛位次或不同比赛次位的运动员之间都不允许尾随。

3．同一参赛队的所有成员须一起检录，特殊情况无法执行的须经技术代表同

意。



4．接力

（1）队员之间的接力在“接力区”完成，接力区长15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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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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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若接力未能在“接力区”内完成，则相关的参赛队将被取消比赛成绩。

（5）接力之前，运动员将在“接力准备区”等待，直到技术官员通知其进入

接力区。

5．只有各队的第4名运动员可通过终点线。

6．各队完成时间的计算方式为：从第一名队员出发开始直至最后一名队员完

成比赛，连续不间断计算。

六、团体混合接力赛积分

团体会员参加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团体混合接力赛比赛并获得有效团体成绩即

可获得团体混合接力赛积分。团体混合接力赛冠军可以获得 2800分,以此为基准

分,后一名次的团体可以获得比前一名次少15%的积分, 依此类推；积分分值计算

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七、其他

详见各单站竞赛规程。



附件四：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
比赛报名表

比赛名称： （比赛全称）

 联系人：姓名： 电子邮件：

手机： 电话：

邮编： 地址：_________________

 运动员

参赛组别视各站比赛所设组别填写。如“职业组”、“大师组”、“全程分龄组”、“半程分龄组”、

“体验组”、“混合接力组”、“单项接力组”等。

序
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参赛组别 有效证件号码

1

2

3

4

5

6

7

8

说明：此表只适用于无法进行网上报名的运动员。



附件五：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

参赛运动员体检指导意见

一、体检的必要性

（一）铁人三项运动具有赛程长、强度高、赛场环境不稳定等特点。对人体

的刺激是剧烈和深重的，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急性伤病，以心血管、呼吸、中

枢神经、胃肠道和运动（骨和肌肉等）系统的刺激或损害为主，重者可危及生命。

（二）由于急性伤病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对运动员全面身体检查、循症系

统监控、积极防治伤病、建立健康档案等模式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良好的身体

状况是从事铁人三项运动的基础，在伤病状况下进行铁人三项运动，会增加运动

员的健康安全风险。

（三）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参赛运动员的健康安全，确立“超前预防”思想，

特制定此体检指导意见。运动员未能按要求提供体检证明或检查结果不符合以下

要求的，不得参赛。

二、综合要求

（一）赛前体检

运动员必须及时了解自身的健康和体能状况，并在赛前或最长不超过赛前六

个月的时间，自行到“二级甲”或以上等级的医院进行体检。

（二）自我监控

赛前单次体检结果正常，仅仅表示选择的体检项目所反映的身体健康状况。

由于体检方法及项目所限，并不能完全排除身体潜在的风险；由于“人身体状况

的可变性”，更不能证明运动员完全有能力安全完成比赛。因此每位参赛运动员

必须做到：

1．赛前主动确保自身状况良好，没有感冒、发热、病毒性或细菌性扁桃体炎、

其它急慢性伤病等。



2．赛前或赛中出现身体异常症状，应主动退出比赛，及时告知比赛组委会，

尽快就医。

三、体检项目

以下体检项目是根据铁人三项运动中的常见急性伤病所设，其中第（一）至

（三）项为必检项目，比赛组委会将在赛前对其进行审查。

（一）内外科一般检查

重点询问和甄别参赛运动员有无以下情况：

1．心血管系统疾病，如高血压、瓣膜病、冠心病、心肌病；

2．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癫痫、严重神经衰弱综合征；

3．猝死等家族史；

4．运动性应激性或急性伤病的既往史；

5．呼吸系统疾病，如过敏性支气管哮喘、急或慢性呼吸道感染；

6．胃肠道疾病，如消化道溃疡活动期。

（二）血压检查

1．50 岁以下的运动员：收缩压≤130mmHg（17.3KPa），舒张压≤85mmHg

（11.3KPa）；

2．50 岁以上（包括 50 岁）的运动员：收缩压≤140mmHg（18.6KPa），舒张

压≤90mmHg（12KPa）。

（三）心电图检查

心电图报告须附医师诊断意见，评估标准如下：

1．正常心电图（经医院确诊无明显异常）：

（1）窦性心律；

（2）成人心率 40～100 次/分（专业运动员心率可低于 40次/分）。

2．不符合参赛条件的异常心电图包括但不限于：



（1）窦性心动过速，成人心率＞100 次/分；室性心动过速；

（2）频发的窦性心律不齐；

（3）窦性停搏；房性、交界性、室性期前收缩或逸搏；

（4）病态窦房结综合症；

（5）Ⅱ度及以上的窦房、房室传导、左束支传导等阻滞；

（6）预激综合征；

（7）心肌缺血，ST段缺血型降低（包括水平型、下垂型、弓背型、下陷型、

近似缺血型），T波改变（包括低平、双向、倒置），Q－T 间期延长，U波倒置，

心律失常等；

（8）其他心电图异常，如房颤。

（四）“血生化全项”（可酌情加做）

判断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血清离子、心肌酶谱等的情况。

（五）“彩色超声心动图”（可酌情加做）

判断心室、心房、瓣膜、心肌及其运动（收缩能力和顺应性）、射血分数及

心输出量等的情况，规避心脏结构紊乱。



附件六：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运动员参赛体检表

姓名：

照片
证件号：

性别 出生日期

自述项目

病史

有无猝死家族史

必检项目

血压 心率

心电图诊断

（需附波段图）

推荐检查项目

心脏超声诊断

(彩超)

医保

项目

体检医院:

(盖章)
检查日期:



附件七： 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团体会员入会申请表

团体会员基本资料

团体会员名称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个人成员

数

法人名称

工作机构及联系方式

负责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手机 电话/传真 电子邮箱 地址

联系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手机 电话/传真 电子邮箱 地址

开展铁人三项运动的基本情况（可另附纸张） 申请团体意见

申请团体：（盖章） 日期：

申请团体已知悉并自愿遵守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章程和各项

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同时承诺本团体中的个人成员亦知悉并

自愿遵守上述文件。

所在地区本协会会员协会或所在地区体育主管部门意见 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意见

所在地区本协会会员协会或所在地区体育主管部门意见：（盖章）

日期：

秘书长：（签字）

日期：

此表由申请团体向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填报。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西街6号，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电话：010-68826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