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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犯规行为处罚细则（2018 版）

一、概述

为进一步明确对于犯规行为的定义，以及犯规处罚的程序与方法，保障比赛公平、公

正举行，根据《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等相关文件，制定此细则。《国际铁人三项

联盟竞赛规则》已经说明的部分，在此不再重复。

二、处罚权限及执行人

（一）运动员非故意、非主动或情节轻微的犯规、且犯规行为易辨别、应给予口头警

告或警告处罚的情况，可由当执裁判员直接执行处罚；如运动员犯规行为不易辨别，当执

裁判员应报告裁判长，由裁判长执行处罚、或指导当执裁判员执行处罚、或追加处罚。

（二）运动员故意、主动、明显获利、第二次或情节严重的犯规、应给予时间处罚或

取消比赛资格处罚的情况，由当执裁判员报告裁判长，由裁判长执行处罚、或授权当执裁

判员执行处罚、或追加处罚；如运动员的违规行为十分明显或危及他人或其自身安全，当

执裁判员可直接执行处罚。

（三）追加处罚：如果运动员违规时条件不允许，裁判员当场无法给予处罚，或者违

规行为不易判断，可事后追加处罚；当执裁判员应做好违规行为记录，必要时使用摄像机

记录犯规情况，并报告裁判长。

（四）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比赛运行团队中以下岗位拥有处罚权，可以执行处罚：

裁判长、裁判长助理、检录组、游泳组、转换区组、自行车和跑步组、饮水站和备用车轮

站组、终点组，以及其他由裁判长指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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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规行为及处罚细则

一、总则

序

号
犯规行为

犯规性质/

组别注 1
处罚方法

执行方式
（注 2）

犯规行为说明或举例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示例）

1 36 小时内参加两场或两场以上的比赛
取消此期间所有赛事比赛

资格或成绩
报告

如其中一场是标准距离或更长距离比赛

2

（1）对任何官员使用不文明语言或行为

（2）违反体育道德行为

（3）提供虚假报名资料或信息

（4）在未取得参赛资格的情况下参赛

（5）停赛期间参加比赛

（6）反复故意违反竞赛规则

（7）运动员参加与其实际年龄不符或不允许参加的组别的比赛

（8）故意逃避被选中的自行车技术欺诈检测

（9）在自行车上使用非人力装置，形成技术欺诈

取消比赛资格

停赛审查（注 3）

报告

（1）不尊重技术官员、观众、拒绝领奖、散发

不负责任言论、严重影响与干扰比赛

（2）特别严重的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可以终

身禁赛。

3

（1）不遵从技术官员或竞赛管理人员指示

（2）专业组、伤残组运动员在国际铁联批准的比赛中故意同时冲

过终点

（3）裸体行为

（4）未按要求在下一个处罚区接受处罚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专业组运动员在冲刺阶段应表现出奋勇争先的

竞技精神，如运动员均全力冲刺，即便同时冲

过终点，也不视为“故意”。

4

（1）运动员身体帮助（助力）另一运动员前进

（2）为其他运动员提供整辆自行车，车架，车轮，头盔或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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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1）如某运动员推、拉另一名运动员前进

（2）运动员之间可以互相提供备用器材物品，

如：营养品、饮料（在饮水站之后）、气筒、管

胎、内胎和补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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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不按规定路线比赛

（2）违反特定的交通规则

（3）冲撞、阻碍其他运动员比赛

（4）不公平的接触

（5）使用非法危险或未授权比赛装备，并由此获利

或对他人构成危险

（6）裸露躯干或其他不雅的暴露身体行为

（7）在其他进行中的赛事场地热身

（8）错误使用比赛号码

（9）展示任何政治、宗教或种族宣传

（10）比赛或颁奖过程中穿着不符合规则要求的比赛

服

（11）比赛或颁奖过程中穿着与检录时不同的比赛服

（12）未执行技术代表根据天气情况做出的比赛时覆

盖手臂的要求。

（13）中长距离比赛中，穿着前拉链比赛服时，拉链

低于胸骨的末端。

（14）中长距离比赛中，穿着前拉链比赛服时，在跑

步最后200米，前拉链未拉上。

（15） 使用让运动员注意力不能专注于赛事环境的

装置

非故意

或可纠正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1）不按规定游泳路线绕浮漂

（2）不按技术会说明的方式，穿越隔离墩、公

路中央隔离线等

（3）游泳赛段中拉、扯、抓、拽、踢、蹬等

（4）自行车和跑步赛段（尤其在弯道处）阻挡、

推搡其他运动员

（5）将在饮水站使用过的水瓶丢弃在其他运动

员前方或脚下

（6）运动员参加颁奖仪式可参穿着长袖长裤

（领奖服）。

故意

或无法纠正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6

（1）接受除技术官员、竞赛管理人员或其他运动员

以外的协助

（2）试图利用车辆或物体等外部力量不公平方式获

利（尾随除外）

（3）出于安全原因离开比赛路线，但未原路返回

可纠正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1）在非饮水站区域接水

（2）接受非组委会竞赛人员（裁判、志愿者）

递水，如：教练员等随队官员

（3）在非备用车轮站区域接受和更换车轮

无法纠正或

已获利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4－

7
在指定地点（如饮水站或垃圾投放点）之外的比赛路

线上随意丢弃垃圾和装备

可纠正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无法纠正 报告，时间处罚

8 使用兴奋剂 根据 WADA 规则处罚 报告

9 在颁奖仪式上进行隐性营销 没收比赛奖金 报告

二、技术会

10 未参加技术会且未向技术代表请假 专业组

从本次比赛及其后30天内

所有比赛出发和候补名单

中除名。

报告

11 迟到或未参加技术会但向技术代表请假 专业组 延迟出发，延迟时间将根据特定距离的时间处罚规定执行。

12

无论是否向技术代表请假，参加世界铁人三项/伤残

人铁人三项系列赛和世界杯赛的运动员，如果在同一

年内缺席技术会三次或以上。

专业组
取消缺席后所有赛事的比

赛资格
报告

三、出发

13
在出发信号发出前，抢跑（跳、游）或听到出发信号

没有向前移动入水

非故意

或非主动
时间处罚 报告 在出发浮台上，由于浮台倾斜造成运动员未站

稳而跌入水中，视为“非故意或非主动”；反之

运动员明显抢跳视为“故意”
故意/

或第二次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14
选定出发位置后变更，或

占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出发位置

非故意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裁判员警告后仍不纠正，视为“故意”。

故意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15 在运动员应出发时间前的任何组提前出发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四、游泳

16 （1）不合规则的裸露与覆盖胳膊 可纠正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5－

（2）在要求使用防寒泳衣的比赛中，穿着未覆盖躯

干的防寒泳衣

（3）从运动员集合开始，未佩戴官方提供的泳帽

无法纠正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17

（1）接触并持续阻碍其他运动员的进程，没有主动移开

（2）从运动员入场到第一换项整个过程中，运动员佩戴可看到商

标的第二顶泳帽

时间处罚 报告

18
故意针对其他运动员阻碍其进程、获得不公平优势、有可能形成

伤害

取消比赛资格，停赛审查（注

3）
报告

五、转换区（伤残优秀组与优秀组处罚方式相同）

19

（1）未将自行车停放在自己的空间内，或阻碍了其

他运动员的跑进。

（2）在转换区扰乱其他运动员的设备

业余组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专业组 时间处罚 报告

20
当第一赛段的比赛时，转换区内头盔搭扣处于扣紧状

态

业余组 技术官员解头盔搭扣 直接执行

专业组
技术官员解开头盔搭扣，

时间处罚
报告

21
（1）上车线之前上车

（2）下车线之后下车

业余组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专业组 时间处罚 报告

22

（1）将比赛装备放置或丢弃在非指定位置

（2）转换区内持车过程中头盔搭扣未扣或未扣紧

（3）在设置了存包系统的赛事中，没有将所有的比

赛装备放进当地组委会提供的包里（骑行鞋可以始终

置于自行车踏版上）

业余组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1）游泳上水后将泳帽、泳镜等随手丢弃在通

道上、丢给教练、进入转换区后扔到其他运动

员的自行车上或车架位置上

（2）未将自行车放置在自己车架位置上

（3）将自行车水壶等丢弃在赛道上

专业组 时间处罚 报告

23 在转换区做标记
警告，纠正；否则移除标

记且不通知运动员
直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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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行车

24 熟悉自行车比赛路线或官方培训不戴头盔 取消相关活动资格 直接执行

25
（1）不戴头盔

（2）使用不同于检录时的自行车或检录后改装自行车
取消比赛资格

直接执行

报告

26

（1）头盔未扣紧或未扣

（2）摘掉头盔，即使运动员已经停下

（3）不使用自行车

（4）尾随不同圈的运动员

（5）自行车处罚时，运动员吃非自身或自行车携带的食物或/和

水，或对自行车设备做调整或保养自行车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27

（1）在短距离和标准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尾随

（2）在短距离和标准距离比赛中被超越运动员在从尾随区退出之前再次超越了前一个运动员

（3）在短距离和标准距离比赛中，被超越的运动员在 20 秒之内没有通过持续减速方式退出超越运动员的尾

随区

报告，第一次：尾随时间处罚；第二次：取消

比赛资格

（1）在中、长距离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尾随

（2）在中距离和长距离比赛中被超越运动员在从尾随区退出之前再次超越了前一个运动员

（3）在中距离和长距离比赛中，被超越的运动员在 25 秒之内没有通过持续减速方式退出超越运动员的尾随

区

报告，第一、二次：尾随时间处罚；第三次：

取消比赛资格

在允许尾随的比赛中尾随异性运动员 第一次：口头警告，纠正；第二次：报告，取消比赛资格

尾随机动车或摩托车 警告，纠正；无法纠正：尾随时间处罚

在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阻挡 报告，时间处罚；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在自行车处罚区期间运动员去卫生间 暂停处罚

七、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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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跑步赛段爬行或

在终点冲刺通道由非参赛人员陪跑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29 跑步赛段戴头盔 警告，纠正；否则：报告，取消比赛资格

30 在弯道处借助杆、树等固定物体转弯 时间处罚 报告
在跑步折返点处拉、拽、推硬质栅栏或其他器

材设施以借力转弯

31

（1）专业组：被套圈后领跑或跟随；尾随（跟跑）

被套圈运动员；与领先一圈或一圈以上的运动员一起

跑步和/或同跑步节奏

（2）消极比赛等影响比赛形象的行为

（3）在赛道或赛道边上由非参赛运动员、队友、领

队、或其他人员伴跑

非主动

或不明显
警告，纠正 直接执行

裁判员口头警告后仍不纠正，视为“明显或第

二次”。明显

或第二次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八、接力比赛

32 接力赛未在接力区完成接力 时间处罚 报告
相关的两名运动员回到“接力区”，重新进行接

力，应视为在接力区内完成接力。

33 接力赛未完成接力或故意在接力区外完成接力 取消比赛资格

注1：上表中专业组包括优秀组、U23组、青年组和少年组。

注2：犯规性质和组别中未标注专业组和业余组的，则专业组和业余组全部适用。

注3：执行方式：（1）“直接执行”：当执裁判员直接执行；（2）“报告”：当执裁判员报告裁判长，由裁判长决定如何执行。

注4：报告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视情节决定是否给予停赛处罚；根据情节轻重和后果严重程度，停赛期可从1 年至4 年不等，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

劣的犯规行为，可给予终身禁赛。

注5:（1）尾随时间处罚（自行车）：中、长距离比赛5 分钟；标准距离比赛2 分钟；短距离比赛1 分钟。（2）时间处罚（其他犯规行为）：长距离比赛1 分

钟；中距离比赛30秒；标准距离比赛15 秒；短距离比赛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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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规则部分条款释义

（一）赛前技术会 （本条适用于专业组）

1. 被列入候补名单的运动员也需参加技术会，否则将失去候补资格。

2. 运动员未在技术会开始之前在签到表上签字，视为未参加技术会。

3. 向技术代表请假的方式：

（1）技术会开始前 1小时之前给技术代表发电子邮件。

（2）技术会结束后 5分钟内给技术代表打电话或当面说明。

（二）出发的定义

运动员的脚通过出发线垂直面视为出发。

（三）自行车套圈规则（本条适用于专业组）

根据竞赛规则，优秀组、U23、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在自行车赛段被套圈，将被取

消比赛资格。

如竞赛规程或赛前技术会说明实行特别的竞赛规则，则在自行车赛段被套圈的运动员

可继续比赛，但不得尾随或阻挡其他正常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影响其他运动员的比赛，

具体方式由技术代表决定并在赛前技术会上说明。

（四）跑步尾随犯规（本条适用于专业组不对等条件下的运动员之间：如被套圈）

1. 处于跟跑位置的运动员，有义务避免跟跑犯规行为的发生。

2. 跑步尾随区定义如下：以运动员躯干最前沿为宽边中点的宽 2 米、长 5 米的长方

形区域。

3. 领跑与跟跑的定义：

（1）本人处于其他运动员的跑步尾随区，视为跟跑；

（2）其他运动员处于本人的跑步尾随区，视为领跑；运动员被动地被其他运动员跟

跑，不视为领跑犯规。

（3）本人虽位于其他运动员尾随区之外，但有明显、持续地尾随、跟跑行为，视为

跟跑；

（4）虽然其他运动员位于本人尾随区之外，但本人有明显、持续地领骑、领跑行为，

视为领跑；

（5）运动员在 15 秒内超越其他运动员或被其他运动员超越，不视为领跑或跟跑。

2 米

跑步

尾随区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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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则

（一）运动员犯规行为包括并不仅限于此细则所列项目，如裁判员认为运动员实施了

非公平获利或危险的行为，即使运动员的行为不在此细则所列举项目之内，裁判员也可以

给予处罚。

（二）本细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三）本细则解释权归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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