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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专业运动员

比赛服和装备细则

（2017 版）

一、总则

（一）为提升铁人三项运动的整体形象，规范运动员比赛服和装备，参

照《国际铁人三项联盟比赛服与装备细则》（可到协会官方网站“规则规定”

栏内查阅，网址：triathlon.sport.org.cn），制定本细则。

（二）本细则适用于所有参加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以下简称“中

铁协”）主办或批准举办赛事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比赛的

运动员。

（三）国家队比赛服将按照《国际铁人三项联盟比赛服与装备细则》统

一设计与制作，在颜色、图案和设计上不受此规则约束。如根据竞赛规程说

明，部分国家集训队队员可着国家队比赛服参赛，则不视为违反此规则。

（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五）本细则解释权归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二、比赛服细则

为使得比赛服既符合国际铁联规则，又能够展示中文信息，兼顾国际国

内比赛，比赛服上的文字和标志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总体要求

1. 运动员比赛服装上除本细则所述之外，不得有任何其它明显的标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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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测

量模板”（见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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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标志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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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1）。

4. 在国际铁联标志、中铁协标志、姓名、国家（地区）代码、代表单位

以及所有赞助商标志的周围必须至少留有1.5厘米的空间。

图1：比赛服样式

（二）比赛服颜色和样式

1. 参加全运会铁人三项比赛、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的运动员，其比赛服

必须使用各队特有的颜色，同一代表队的参赛运动员须统一比赛服颜色和样

式。

2. 男、女运动员的比赛服在样式设计上可以有所区别。

3. 各队比赛服的颜色和样式须经中铁协批准。关于比赛服颜色和样式的

“审批程序”已在下文详细说明。

拉链不超过

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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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名和国家（地区）代码

运动员的姓名和国家（地区）代码或名称须印制在体前上方和臀部，并

须符合以下要求：

1．字体

姓名和国家（地区）代码必须使用“Arial”字体，并使用大写字母。字

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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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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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运动员姓名的布局

 与“MAY”类似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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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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3．位置

（1）体前：在中铁协标志下方，代表单位和赞助商A的位置上方。

（2）背部：背部的位置在腰线下方，以便运动员的姓名在自行车比赛过

程中清晰可见。

4. 高度：姓名和国家（地区）代码高度必须为5厘米，不论包含多少字

母。

5. 宽度：姓名的宽度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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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厘米。

6. 编写方式

（1）姓名

英文姓名编写方式为：姓的拼音（空格）名第一个字的拼音首字母+“.”

+ 名第二个字的拼音首字母+“.”……，例如：张三——ZHANG S.,李小明—

—LI X.M.。

如比赛服仅用于参加国内比赛（国际国内比赛同场举行的情况下，按国

际比赛论），此处可改为印制中文姓名，字体可使用“黑体”。

（2）国家（地区）代码

我运动员国家（地区）代码为“CHN”。

如比赛服仅用于参加国内比赛（国际国内比赛同场举行的情况下，按国

际比赛论），可不印制国家（地区）代码。

（四）代表单位

1．须印制在正面“CHN”的正下方；字体为“黑体”；高5厘米，最宽15

厘米。

2．可印制在背部上方；字体为“黑体”；高5厘米，最宽15厘米。如比

赛服设计样式不允许，此处的代表单位也可不印制。

（五）国际铁联标志

1. 国际铁联标志必须印制在右肩部，宽度为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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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色比赛服应使用“白色”版本，浅色比赛服应使用“蓝橙”版本。

3. 国际铁联标志样式见图3，颜色参数为：

（1）橙色：Pantone 144C（铜版纸）或CMYK: C-0%, M-49%, Y-100%, K-0%；

（2）蓝色：Pantone 2955C（铜版纸）或CMYK: C-100%, M-45%, Y-0%,

K-37%。

图3 国际铁联标志（蓝橙版本）

4. 国际铁联标志印刷版可从中铁协官方网站“器材装备”栏内下载。

如比赛服仅用于参加国内比赛（国际国内比赛同场举行的情况下，按国

际比赛论），可不印制国际铁联标志。

（六）中铁协标志

1. 中铁协标志须印制在正面运动员英文姓名上方；高5厘米，宽5厘米

2. 中铁协标志样式见图4，颜色参数为：

（1）黄色：CMYK: C-0%, M-0%, Y-65%, K-0%；

（2）蓝色：CMYK: C-95%, M-95%, Y-0%, K-0%；

（3）红色：CMYK: C-0%, M-100%, Y-100%, K-15%；

（4）绿色：CMYK: C-100%, M-0%, Y-100%, K-15%；

（5）黑色：CMYK: C-0%, M-0%, Y-0%, K-100%；

3. 中铁协标志印刷版可从中铁协官方网站“器材装备”栏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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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铁协标志

（七）赞助商标志

赞助商标志可按照以下方式印制在比赛服上：

1. 赞助商位置A（体前中央）

（1）位于“代表单位”正下方。

（2）最高13.5厘米。

（3）最宽15厘米。

（4）这个位置最多可以印制2个赞助商标志。

（5）运动员可以选择放置1或2个赞助商标志，但各个标志必须代表不同

的赞助商。

2. 赞助商位置B（体前左上方）

（1）此位置可印制比赛服制造商或其他主要赞助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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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赞助商位置C（两侧）

（1）水平方向不超过5厘米。

（2）垂直方向不超过15厘米。

（3）每侧各允许有一个赞助商标志，并且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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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位置标志必须从体侧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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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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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赛服设计样式审批

为确保各队比赛服符合规则要求，且不同代表队之间的比赛服颜色和样

式有明显区别，各队比赛服的设计样式须经中铁协批准，程序如下：

（一）每年12月15日之前，各队将第二年拟使用的比赛服设计方案提交

中铁协审查，每个队可提交男、女各两个方案。

（二）每年12月31日前，中铁协将通知各队其比赛服设计方案是否得到

批准，如果比赛服设计方案没有得到批准，中铁协将要求相关队提供新的设

计方案或要求提供相似设计方案的队互相协商并修改设计方案。如果相关队

未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则中铁协将根据以下原则决定哪个队可优先使

用所提交的方案：

1. 以往曾使用过所提交设计方案的队拥有优先使用该方案的权利。

2. 如果相关队提交的均为新设计方案，则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个队可

使用所提交的方案，其他队必须另行提交替代方案。

（三）每年1月15日，中铁协将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已经得到批准的比赛

服设计样式清单。

（四）1月15日之后收到的设计方案，中铁协将从2月1日开始每月审批一

次，并发布至官方网站上。各队需提交与已公布的经批准的设计方案不同的

方案；此期间如果有相互类似的设计方案出现，则按照提交时间的先后顺序

决定优先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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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头部装备

（一）游泳赛段

1．在游泳赛段运动员必须佩戴由国际铁联或当地组委会提供的官方泳

帽。

2．如果运动员佩戴两个泳帽，官方泳帽必须戴在外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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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赞助商

标志。

4．运动员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动泳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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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行车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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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4. 头盔可以是任意颜色或设计，可印制标志，但该标志要符合以上2.

和3.的要求。

五、自行车

（一）只有与自行车产品相关的厂商标志能出现在运动员的自行车上。

（二）这些标志不能影响和妨碍自行车车架上的比赛号码。

（三）国际铁联或当地组委会将为运动员提供自行车号码，运动员须按

要求将此号码粘贴在自行车上，且不可进行任何改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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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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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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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比赛号码

（一）号码布

优秀组、23岁以下组和青少年组比赛一般不再使用传统的号码布。

（二）身体号码

1．赛前每名参赛运动员可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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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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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临时文身

运动员不可以使用任何其他除比赛号码之外的临时文身。

九、领奖服

运动员参加颁奖仪式可以穿着长袖长裤（领奖服）。

十、犯规处罚

运动员比赛服和装备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须通过更换、调整、覆盖标

志、加印标志、缝合（拉链过长）等方式予以纠正，无法纠正的将按照《中

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犯规行为处罚细则》视情况给予处罚。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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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则

（一）本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细则解释权归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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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标志测量模板（将方框镂空后塑封即可）

姓名和国家（地区）代码

1．字体：姓名和国家（地区）代码必须使用“Arial”字体，并使用大写字母。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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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颜色：深色比赛服必须使用白色，浅色比赛必须使用黑色。

3．位置：体前：在中铁协标志下方，代表单位上方；背部：在腰线下方。

4. 高度：姓名和国家（地区）代码高度必须为5厘米，不论包含多少字母。

5. 宽度：姓名宽度至少12厘米，至多15厘米。国家（地区）代码宽度必须为8厘米。

6. 编写方式：姓名：英文姓名编写方式为：姓的拼音（空格）名第一个字的拼音首

字母+“.”+ 名第二个字的拼音首字母+“.”……，例如：张三——ZHANG S.,李小明—

—LI X.M.；国家（地区）代码：我运动员国家（地区）代码为“CHN”。

5cm X 15cm

5cm X 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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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单位

1．须印制在正面“CHN”的正下方；字体为“黑体”；高5厘米，最宽15厘米。

2．可印制在背部上方；字体为“黑体”；高5厘米，最宽15厘米。如比赛服设计样式

不允许，此处的代表单位也可不印制。）

5cm X 15cm

国际铁联标志

1. 国际铁联标志必须印制在右肩部，宽度为4厘米。

2. 深色比赛服应使用“白橙”版本，浅色比赛服应使用“蓝橙”版本。

中铁协标志

1. 中铁协标志须印制在正面运动员英文姓名上方。

2. 高5厘米，宽5厘米。

4cm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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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位置A

1. 位于“代表单位”正下方。

2. 最高13.5厘米。

3. 最宽15厘米。

4. 这个位置最多可以印制2个赞助商标志。

5. 运动员可以选择放置1或2个赞助商标志，但各个标志必须代表不同的赞助商。

13.5cm X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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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单位与赞助商位置A

赞助商位置A与“代表单位”合计高度不超过20厘米。

20cm X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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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位置B

1. 此位置可印制比赛服制造商或其他主要赞助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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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m X 5cm

赞助商位置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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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m X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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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位置C

1. 水平方向不超过5厘米。

2. 垂直方向不超过15厘米。

3. 每侧各允许有一个赞助商标志，并且必须相同。

4. 此位置标志必须从体侧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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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cm X 5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