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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9 版）》

修订内容说明

《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9版）》已经国际铁联执委会审议通过并发布，2019版

规则适用期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为更好的学习、理解和执行2019版规则修订内

容，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组织裁判员委员会对2019版规则修订内容进行了翻译，制定了《国

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9版）》修订内容说明， 请参照学习、理解和执行。

王志强、杨飞参与2019版规则修订内容的翻译工作，王宝平、王炳审核校对。

下文中标浅灰为新增内容，深灰为删除内容，修订内容如下：

2018版 20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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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14）不得使用任何可能使运动员注意

力不能专注于赛事环境的装置：

 比赛期间运动员不得以任何“分散注意力

的方式”使用通讯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手

机、智能手表和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分
散注意力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接打手

机、接收或发送信息、播放音乐、使用社

交媒体和拍照。比赛期间如果以分散注意

力的方式使用通讯设备，将导致被取消参

赛资格；

2.1 a）（14）不得使用任何可能使运动员注意力

不能专注于赛事环境的装置：

 比赛期间运动员不得以任何“分散注意力的

方式”使用通讯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手机、

智能手表和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分散注

意力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接通或拨或打

手机、接收或发送信息、播放音乐、使用社

交媒体和拍照或使用单向或双向无线电设

备。比赛期间如果以此种方式使用任何通讯

设备，将导致被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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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h）运动员有资格参加以下包含其年龄的个人分龄组比赛。这些组别是：

（1）15-19岁超短距离比赛（M15）/（F15）；

（2）16-19岁短距离比赛（M16）/（F16）；

（3）18-19岁标准和更长距离比赛（M18）/ （F18）；

（4）20-24岁（M20）/ （F20）；

（5）25-29岁（M25）/ （F25）；

（6）30-34岁（M30）/ （F30）；

（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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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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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小时之内参加两场或

两场以上铁人三项或多项运动赛事（见附件I）
的比赛。

2.5 l） 如其中一场比赛是标准距离或更长距离比

赛，则运动员不允许在24小时之内参加同一赛事

的两场或两场以上铁人三项或多项运动比赛（见

附件I）。24小时是指从比赛开始直到次日另一场

比赛开始。

2.5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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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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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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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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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7 b）（4） 2.7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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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或未出席技术会但向技术代表请假

的运动员、伤残运动员包括其助理/引导

员，比赛中将延迟出发。延迟时间将会根

据适用于其比赛距离的时间处罚规则进

行（见3.3.f ) (ii)）；

 迟到或未出席技术会但向技术代表请假的运

动员、伤残运动员包括其助理/引导员，比赛

中将在第一换项时接受时间处罚延迟出发。

延迟时间处罚时间将根据比赛距离确定（见

3.3.f ） (ii)）；

 运动员由于不可抗力缺席技术会并在会前向

技术代表请假，若要对裁判长的时间处罚提

出申诉，应在其比赛开始前至少2小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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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
（6）…所有国际铁联其他所有比赛或其他组

别运动员（U23，青年组和少年组）的技术会

应在与之相关的比赛第一比赛日的前一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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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
（7）对于其他所有国际铁联或洲际赛事优秀组而

言，赛前技术会议在首个比赛日前1天的下午

18:00点举行；

（8）对于其他所有国际铁联或洲际赛事（U23/
青年组/少年组/伤残组/接力），赛前技术会议在

与之相关的比赛和组别首个比赛日前1天举行；

6 2.7 d）（3）运动员没有按时检录可能会受到处罚或停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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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
（3）除禁止使用防寒泳衣的游泳赛段之外，在中、长距离比赛中胳膊允许覆盖。除极端天气情况，

在优秀组标准距离和更短距离的比赛中，胳膊不得覆盖。技术代表在与医务代表（如有）协商的

基础上，可以允许或强制要求运动员着长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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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超短、短距离和标准距离

比赛，允许运动员比赛服的袖子延长至肘，但不能覆盖肘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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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2）
 如果未覆盖，运动员其中一只小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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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X30应使用于

分龄组混合接力30-39年龄组该队全部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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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b）
（9）分龄组——所有赛事（包括混合接力）

 第一依据：年龄段；

 第二依据：按照国家代码次序分组编号（根据国际奥委会国家代码），东道主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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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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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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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联混合接力世界排名；

 第三依据：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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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g）修改为：2.11 i）正式成绩可由以下人员或组织修改，但不得增加或消除处罚时间（正确

的处罚时间详见3.3.f）：

（1）裁判长（比赛结束后48小时之内）；

（2）仲裁委员会；

（3）国际铁联技术代表基于对计时与成绩抗议的结果；

（4）国际铁联申诉委员会自颁奖仪式后五天内；

（5）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基于对成绩审核的结果；

（6）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基于伤残组运动员分级更改的结果；

国际铁联仲裁法庭基于二级申诉的结果；

（7）反兴奋剂听证委员会；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基于三级申诉的结果。

j）正式成绩可以由以下人员或组织修改，并可以进行增加或消除处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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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铁联仲裁法庭基于二级申诉的结果；

（2）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基于三级申诉的结果。

k）若对正式成绩进行修改，需通知所有相关方修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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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例外情况

a）下文指出一些可能发生的例外情况。出现这些情况时技术代表需根据以下原则解决。若下列选

项无法实行，技术代表可做出其他决定。奖金和积分根据比赛最终成绩进行分配；

（1）赛前

 铁人三项比赛可以调整为骑跑两项、游跑两项或距离相同但非连续完成的两段比赛：游泳－

跑步、自行车－跑步或跑步－自行车。允许采用计时赛的出发方式。建议优先调整为以短距

离跑为首段比赛的骑跑两项。

 骑跑两项可以调整为两段：自行车－跑步或跑步－自行车。允许采用计时赛的出发方式；

 比赛需推迟到最少有两个赛段可以比赛时进行。如果不足两个赛段，因只有单一赛段而无法

成为多项运动，该赛事将被取消。

 接力比赛可以根据前两条指出的原则进行修改。

（2）比赛开始后的调整

 比赛中任何段落都可以缩短，但只能缩短一段。技术代表和技术官员需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保证比赛的公平和运动员的安全。否则，停止比赛。

 接力比赛中，若其中一个赛段被修改，则其余棒次都要进行修改。

（3）个人标准距离或更短距离比赛开始之后意外中断

 若领先运动员已完成最后一个赛段的50%的比赛，将根据所有运动员最终可用的数据记录进

行排名。

 当停止比赛时所有运动员均未完成最后一个赛段的50%，如可能，比赛将重新开始，否则将

不计成绩。

（4）个人中距离或更长距离比赛开始之后意外中断

 运动员完成至少两个赛段的比赛，将根据最终可用的数据记录进行排名；

 任何没有完成至少两个赛段的运动员成绩将被认定为“未完成“（NC）比赛；

 若所有运动员在第二赛段结束之前停止比赛，如可能将重赛，否则将不计成绩。

（5）缩短方式的接力比赛的调整

 对于至少完成两棒比赛的队伍，比赛有效；

 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1）如果所有队伍可以达到取消比赛的地点（如出发台损坏，无法入水）。比赛成绩将根据比

赛时各队到达该地点时的顺序和时间进行计算；

2）如果不论队伍位置，必须停止比赛（如天气预警），比赛成绩将通过如下方式计算：

 每队的最新用时；

 中止比赛时的队伍顺序。

（6）资格赛比赛模式的调整

 如果不是所有的比赛轮次（资格赛或决赛）都可完成，基于最后一个已完成轮次运动员用时

的排名，将作为最终成绩；

 如果比赛第一轮比赛没有完成，如可能，所有运动员将重新开始比赛，否则将不计成绩；

 铁人三项比赛可以调整为骑跑两项、游跑两项或距离相同的两赛段比赛：游泳－跑步、自行

车－跑步或跑步－自行车。允许采用计时赛的出发方式。建议调整为以较短距离跑为首段的

骑跑两项；

 骑跑两项可以调整为两段：自行车－跑步或跑步－自行车。允许采用计时赛的出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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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国际铁联危机顾问小组

a）该小组将为国际铁联和洲际联盟的所有赛事中的技术代表提供支持和指导；

b）该小组的构成如下：

（1）1名国际铁联体育部代表（主席）；

（2）1名国际铁联医学委员会代表；

（3）1名国际铁联技术委员会代表；

c）该小组的主席应由其他当选成员或国际铁联人员或洲际联合会代表担任：

d）小组成员应在比赛每周周四至周日有空余时间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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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技术代表能够与顾问小组主席取得联系并由其决定召开小组会议；

f）该小组将提供支持和指导，但是所有事情将由国际铁联技术代表现场最终决定（10.3部分列出

的水质问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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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类别项目处罚的应用

可尾随优秀组
不可尾随的优秀组/残

疾组
分龄组

出发 T1 T1 T1
游泳 跑步处罚区 跑步处罚区 T1

第一换项 跑步处罚区 跑步处罚区 在T1警告

自行车 跑步处罚区 自行车处罚区 自行车处罚区

第二换项 跑步处罚区 跑步处罚区 在T2警告

跑步 跑步处罚区/现场处罚* 跑步处罚区/现场处罚* 警告/现场时间处罚

备注：优秀组包括所有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和少年运动员。在冬季铁人三项比赛中，
滑雪处罚区替代跑步处罚区。骑跑两项和游跑两项中的跑步处罚区是指第二个跑步处罚区。

*是指在跑步赛段的后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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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处罚通知

a）由技术官员决定是否时间处罚，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知运动员

（1）尾随犯规的通知

 在自行车处罚区进行处罚；吹口哨，出示蓝牌，呼叫运动员的号码（用英语），同时说“尾随

处罚，你必须在下一个处罚区停下”。当执技术官员必须确认运动员收到处罚提醒。

（2）其他犯规的通知

 需在第一换项时处罚的犯规行为：运动员将在第一换项接触其装备前接受处罚。1名技术官员

将在转换区该运动员号位，吹哨、出示黄牌，并进行时间处罚；

 需在自行车处罚区处罚的犯规行为：吹口哨，出示黄牌，呼叫运动员的号码（用英语），同

时说“时间处罚，你必须在下一个处罚区停下” 。当执技术官员必须确认运动员收到处罚提醒；

 需在跑步处罚区处罚的犯规行为：在处罚区公告牌上张贴运动员号码，如果运动员受到的处

罚不只一次，则在运动员号码后用“x”+次数的方式通知，同时用字母代码提示犯规的性质。

查看公告牌是运动员的责任（字母代码见下表）：

D 下车线犯规 E 使用完的装备置于储物箱外

S 游泳行为犯规 L 违规丢垃圾

M 上车线犯规 V 其他犯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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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时间处罚的程序

e）跑步处罚区的时间处罚

（7）必须在运动员到达处罚区之前，按照如下规则将号码公布在公告牌上：

 跑步赛段只有1圈时，在运动员到达第1圈的处罚区之前公布；

 跑步赛段有2圈时，在运动员到达第1圈的处罚区之前公布；

 跑步赛段有3圈时，在运动员到达第2圈的处罚区之前公布；

 跑步赛段有4圈时，在运动员到达第2圈的处罚区之前公布；

 跑步赛段有5圈时，在运动员到达第3圈的处罚区之前公布；

 以此类推。

（8）对于接力比赛的处罚，必须在各队最后一名队员完成跑步前半段之前进行公布。此时间之后

公布的处罚将无效。

（9）在跑步后半段发生的犯规，时间处罚将在运动员的犯规位置上现场执行。

17 4.4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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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下表，游泳比赛可缩短距离甚至取消：

原游泳

比赛距离

水温（ﾟC）
33.0
以上

32.9ºC-
32.0ºC

31.9ºC-
31.0ºC

30.9ºC-
15.0ºC

14.9ºC-
14.0ºC

13.9ºC-
13.0ºC

12.9ºC-
12.0ºC

11.9ºC-
11.0ºC

11.0
以下

300米
及以下

取消 原距离 原距离 原距离 原距离 原距离 原距离 原距离 取消

75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750米 750米 750米 750米 取消 取消

100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1000米 1000米 1000米 750米 取消 取消

150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1500米 1500米 1500米 750米 取消 取消

190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1900米 1900米 1500米 750米 取消 取消

200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2000米 2000米 1500米 750米 取消 取消

250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2500米 2500米 1500米 750米 取消 取消

300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3000米 3000米 1500米 750米 取消 取消

380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3800米 3000米 1500米 750米 取消 取消

4000米 取消 取消 750米 4000米 3000米 1500米 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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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水温处于或低于22摄氏度且气温
处于或低于15摄氏度，则测量所得的水温数据应根据下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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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测得水温平均值是27摄氏度或更低，取所测得的最低水温作为

官方水温。如果测得水温平均值高于27摄氏度，取所测得的最高水温作为官方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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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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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技术会后运动员因被推迟出发而调整出

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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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出发程序（优秀组、U23组、青年组和少年组）

c）技术官员参与出发程序：

 出发技术官员负责发出“On your marks”的口令，并发出出发信号或召回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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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出发犯规：在多名运动员在出发信号之前出发的情况下。通过不断重复发出出发信号并使用皮

划艇阻挡运动员的方式作为出发犯规的信号。运动员必须回到先前选择的出发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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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照相／摄像机来确认出抢跑（跳）运动员。抢跳（跑）的运

动员将在第一换项时接受时间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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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7 出发程序（分龄组/伤残组运动员）

e）出发犯规：在多名运动员在出发信号之前出发的情况下。通过不断重复发出出发信号并

使用皮划艇阻挡运动员的方式作为出发犯规的信号。运动员必须回到先前选择的出发位置。

出发程序重新启动；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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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照相／摄像机来确认出抢跑（跳）运动员。抢

跳（跑）的运动员将在第一换项时接受时间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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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4.9 出发程序（计时赛出发系统）

a）将应用国际铁联竞赛规则4.8中列出的原则。适用于分龄组的计时出发和计时资格赛比赛模式：

（1）运动员有责任按时到达出发线；

（2）应使用摄像机全程录制整个出发过程；

（3）出发技术官员有责任保证出发时间与计时人员的时间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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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发技术官员必须保证所有运动员在正确的时间出发。发令员须配备出发助理以记录出发过

程中的任何犯规行为。为了便于仲裁委员会确定运动员晚出发是否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运动

员的确定出发时间必须由手计时和电计时同时记录；

（5）运动员根据出发顺序列队。运动员应在出发前2分钟在出发准备区报到；

（6）由发令员在出发前15秒和5秒时告知运动员剩余秒数；

（7）出发线技术官员使用电子或手动喇叭宣告比赛开始；

（8）若运动员在比赛时间开始前就已经开始比赛，则会被重新召回至出发线。如果运动员拒绝回

到出发线，则该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运动员晚于其被指定的时段出发必须得到出发技术官

员的允许，其出发时间即是原来的指定时间。

22
4.11 比赛装备

a）游泳帽

（2）游跑两项的运动员可以在第一个跑步赛段携带正式比赛泳帽和泳镜，并在转换区内进行佩戴；

23

5.2 比赛装备

c）允许尾随的比赛（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运动员）

d）不允许尾随的比赛、分龄组允许尾随的比赛：

（4）标识和比赛号码贴

 运动员的全名、姓或名和姓的首字母只能在自行车上出现一次，可以贴在自行车横梁或车座

轴管上，大小不超过10平方厘米。

4
24

5.4 套圈

a）优秀组、23岁以下组、青年组和少年组和混合接力运动员在自行车赛段被套圈将由技术官员指

令其退出比赛。

25

5.5 尾随

a）总则

（2）下表将比赛分为允许尾随和不允许尾随：

少年组

青年组

23岁
以下组

优秀组 分龄组 伤残运动员

铁人三项

团体接力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允许尾随 /
超短距离 / / 允许尾随 不允许尾随

c）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

 摩托车尾随区：摩托车尾随区为摩托车后15米长的区域。此规则适用于所有允许尾随的项目；

26

7.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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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投影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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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有对应

号码的物品盒内。只要某一比赛装备的一部分放在物品盒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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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0.1 出发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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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代表可以根据比赛条

件确定比该标准更低的出发人数限制：

世界系列

赛/世界伤

残人系列

赛

世界

系列

赛总

决赛

世

界

杯

其他标准

/短距离

铁人三项

比赛

中/长距

离铁人三

项比赛

（*）

越野铁

人三项

比赛

骑跑

两项

比赛

混合

接力

比赛

优秀组 55 65 65 70 100 100 100 30
23以下组 n/a 70 n/a 70 n/a 100 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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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组 n/a 70 n/a 70 n/a 100 100 30

少年组 n/a n/a n/a 70 n/a n/a n/a 30
半决赛/决赛

(任何类别）
90 n/a 90 90 n/a n/a n/a n/a

伤残组 70 110 70 80 80 80 80 n/a

分龄组 n/a 200 n/a 200 500 500 500 200
（*）如果在水中出发且得到技术代表的允许，长距离铁人三项出发人数可以更多。

28

10.2 游泳

b）水质

 海水和过渡水：

－不含肉眼明显可见的赤潮藻华。

 内陆水

－蓝藻（Blue-Green Algal）含量不超过100，000（cells/ml）。只有在肉眼明显可见蓝藻的情况下

才进行测试。由于蓝藻浮污很可能迅速形成，当地组委会医务主任在比赛前两周必须每天对易形

成蓝藻浮污的区域进行日常卫生检查。即使看不到浮污，但水体呈较深的绿色、混浊度和透明度

小于0.5 米的情况下，必须进行蓝藻测试。

29

10.3 水质信息及决策流程

a）水质数据

（1）根据国际铁联的规则，当地组委会必须在赛前2个月及赛前7天从游泳水域的三个不同区域采

取水质提交测试；

（2）但是因实验室采用的测试方法不同，出具测试结果可能需要48小时到96小时不等；

（3）因此，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当前情况，单纯地根据数据来决定是否延迟比赛是不可取的。

b）适用流程

（1）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在包括但不限于雨天进行比赛的情况下，可结合以下情况指导决策：

（2）卫生检验；

（3）水质分析；

（4）天气预报。

c）卫生检验

（1）评定：

 水中没有油类也没有苯酚的味道；

 水的颜色不会异常变色；

 水中能见度大于1米（除非自然环境造成能见度降低）；

 垃圾堆积如山造成褐鼠泛滥成灾；

 有工厂排放冷却用水；

 有污水排放或房屋和船只存在；

 有鸟类繁殖地；

 有藻华。

d）水质信息流

（1） 国际铁联/当地组委会水质协商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

 国际铁联医务委员会；

 国际铁联技术代表；

 国际铁联医务代表（如有）；

 国际铁联领队（如有）；

 国际铁联体育部（包括项目经理）；

 当地组委会赛事总监；

 当地组委会医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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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水质决策矩阵（海水和过渡水）* ufc/100ml

（1）等级关键：

1 =“水质优良”：（大肠杆菌< 250或肠球菌< 100）在卫生检验期间没有或有潜在可见的污染

或预报有大雨；

2 = “水质良好”：（大肠杆菌< 250或肠球菌< 100）在卫生检验期间有轻微可见的污染或预报

有大雨；

2 = “水质良好”：（大肠杆菌：250－500或肠球菌：100－200）但是在卫生检验期间没有或

有潜在可见的污染或预报有大雨；

3 = “水质合格”：（大肠杆菌：250－500或肠球菌：100－200），但是在卫生检验期间有潜

在的或轻微可见的污染且/或预报有大雨；

4 = “水质不合格”：（大肠杆菌> 500或肠球菌> 200），在卫生检验期间有可见的污染且/或预

报可能有大雨。

f.) 水质决策矩阵（内陆水）*ufc/100ml

肠
球
菌<

100*

大
肠
杆
菌<

250*

之
前
两
次
的
结
果

肠
球
菌
：100

－200*

大
肠
杆
菌
：250

－500*

上
次
结
果

肠
球
菌
：100

－200*

大
肠
杆
菌
：250

－500*

之
前
两
次
的
结
果

肠
球
菌>

200*

大
肠
杆
菌>

500*

上
次
结
果

卫生检验类别（对粪便

影响的敏感性）

低 1 2 2 4

中等 1 2 3 4

高 2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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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级关键：

1 =“水质优良”：（大肠杆菌< 500或肠球菌< 200）在卫生检查期间没有或有潜在可见的污染

或预报有大雨；

2 = “水质良好”：（大肠杆菌< 500或肠球菌< 200）在卫生检查期间有轻微可见的污染或预报

有大雨；

2 = “水质良好”：（大肠杆菌：500－1000或肠球菌：200－400）但是在卫生检查期间没有或

有潜在可见的污染或预报有大雨；

3 = “水质合格”：（大肠杆菌：500－1000或肠球菌：200－400）但是在卫生检查期间有潜在

的或轻微可见的污染且/或预报可能有大雨；

4 = “水质不合格”：（大肠杆菌> 1000或肠球菌> 400）在卫生检查期间有可见的污染且/或预

报可能有大雨。

肠
球
菌<

200*

大
肠
杆
菌<

500*

之
前
两
次
的
结
果

肠
球
菌
：200

－400*

大
肠
杆
菌
：500

－1000*

上
次
结
果

肠
球
菌
：200

－400*

大
肠
杆
菌
：500

－1000*

之
前
两
次
的
结
果

肠
球
菌>

400*

大
肠
杆
菌>

1000*

上
次
结
果

卫生检查类别（对粪便

影响的敏感性）

低 1 2 2 4
中等 1 2 3 4
高 2 3 3 4

3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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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 1-3 4-6 7人或以上

教练员 2 3 4
队医 1 1 1

（5）伤残组

运动员 1-3 4-6 7人或以上

教练员 2 3 4
队医 1 1 1

（6）混合接力

队伍 1支或以上

教练员* 3
队医* 1

* 如混合接力赛与个人赛事同时举行，则应考虑已获授权参加个人赛事的代表团。

（7）分龄组比赛代表团保障人员

所有项目运动员总数 1-50 51-100 101以上

教练员 2 4 6
机械师/雪板师 1 2 3

队医 1 1 1
协会代表* 2 2 2

*只在比赛未单设项目代表团的情况下。

31 11.9 合格的国际级技术官员

a）1名技术官员（TO）可以根据每个国家会员协会在国籍、居住地、年龄或其他任何可能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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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资格条件加入任何国家会员协会（NF）；

b）国际铁联只承认一个从属关系；

c）位列国际铁联国际级技术官员（1级，2级和 3级）名单上的技术官员，如果想从某个国家会

员协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会员协会，他/她必须向国际铁联提出国际转会；

d）想要进行国际转会，申请表必须由转出和转入的双方国家会员协会都签署；

e）如果技术官员申请国际转会，转出的国家会员协会签署转会申请，则应被视为已确认没有理由

阻止其转移到新的国家会员协会；

f）国家会员协会国际转会的申请应在历年的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间提出；

g）双方国家会员协会都批准后，该技术官员将从下一年的 1月 15日起在国际层面上改变国家会

员协会；

h）若只有一方批准或双方都不批准，则该技术官员将从下下年的 1月 15日起在国际层面上改变

国家会员协会；

i）在此期间，技术官员可以继续作为国际铁联旗下的国际级技术官员执裁，而不代表任何国家会

员协会。国际铁联将负责必要的管理，因此他/她可以继续担任国际级技术官员进行执裁；

j）与国际转会过程相关的任何当事方若有任何申诉应向国际铁联仲裁法庭提出。

32

14 室内铁人三项

14.2 游泳

a）2.5米宽的泳道每道最多允许2名运动员比赛，运动员必须全程靠边行进。

14.3 转换区

a）到达游泳终点后，所有运动员必须停留10秒钟左右作为“中立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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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跑步

a）不允许穿钉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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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距离举办团体比赛：

比赛形式

铁人三项 3 ×同性接力/4 ×混合/2 × 2 混合接力

长距离铁人三项 取最好的3项个人成绩加和

骑跑两项 3×同性接力/4 ×混合/2 ×2 混合接力

长距离骑跑两项 取最好的3项个人成绩加和

冬季铁人三项 3 ×同性接力/4 ×混合/2 × 2 混合接力

越野铁人三项 3 ×同性接力/4 ×混合/2 × 2 混合接力

越野骑跑两项 3 ×同性接力/4 ×混合/2× 2 混合接力

游跑两项 3 ×同性接力/4 ×混合/2 × 2 混合接力

单项接力铁人三项 单项接力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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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跑两项、铁人三项、越野铁人三项、骑跑两项、越野骑跑两项、

冬季铁人三项比赛；

b）2×2混合接力:每队有2名运动员：1名男子及1名女子，按男、女、男、女的顺序交接参赛。每

个人都要完成两个完整的游跑两项、铁人三项、越野铁人三项、骑跑两项、越野骑跑两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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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队员完成第二程比

赛，时间连续不间断计算。国际铁联允许特许比赛中可由不同国别运动员联合组队；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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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跑两项、

铁人三项、越野铁人三项、骑跑两项、越野骑跑两项、冬季铁人三项比赛；

16.6 接力赛技术会

a）如果接力赛与同类别的个人赛同时举行，则首场比赛的赛前技术会应涵盖个人赛和接力赛两个



11

赛事的信息，技术会的时间参照2.7.b的时间表要求；

b）如果接力赛单独举行，则必须要给所有已申报的参赛运动员和每个性别各1名替补运动员安排

赛前技术会，技术会的时间参照2.7.b的时间表要求；

16.7 队伍组成

a）如果接力赛与同类别的个人赛同时举行，则各队教练员需要在赛前一天的指定时间申报所有参

赛及每个性别各1名替补运动员人选。过了指定时间后将公布所有的队伍组成名单；

b）如果接力赛单独举行，则运动员技术会前将进行教练员技术会，技术会上教练员必须申报所有

参赛及每个性别各1名替补运动员人选。过了指定时间后将公布所有的队伍组成名单；

c）未在指定时间内提交申报表的队伍会被从出发名单上移除；

d）比赛开始前2小时，各队教练员可通知裁判长更换参赛队员及接力顺序。这些运动员必须是在

申报表名单上的，否则以接力赛技术会上提供的名单为准。

16.11 处罚

a）运动员未参加技术会或者在出发信号发出前出发的犯规行为将由第一位运动员在第一个转换区

接受处罚；

b）其他所有的时间处罚均为10秒并将在处罚区进行。任何一名在赛场上比赛的运动员均可接受时

间处罚。

16.9 转换区

a）一般适用规则已在第7章概述。运动员必须将已经使用过的设备放在提供的相应编号的个人物

品盒中，唯一的例外是自行车鞋可以始终固定在自行车脚踏上。

16.13 分龄组混合接力特别规则

a）资格

（1）每个国家会员协会最多能每个年龄组报名10支队伍；

（2）每个参赛队由2名男子和2名女子运动员组成；

（3）适用通用的参赛资格规则。最低参赛年龄为15岁；

（4）分组如下：15-19 岁组（X15）、20-29 岁组（X20）、30-39 岁组（X30）、40-49 岁组（X40）、
50-59 岁组（X50）、60-69 岁组（X60）、70 岁及以上组（X70）。队伍中的所有运动员都应在

该队相应的年龄组范围内。

b）比赛成绩（1）所有参赛队都将在比赛结果中列出，并有资格获奖（牌）。

c）比赛服（1）适用《国际铁联比赛服授权认证指南》。

d ) 接力赛技术会（1）赛前两天召开领队技术会。

e） 组队申报

（1）领队将根据规定的报名截止日期，通过国际铁联网上报名系统确认所有参赛运动员；

（2）报名截止后直到领队技术会之前，领队可以在网上替换任一队伍的任一运动员。领队技术会

开始后不能再做任何更改。

f）领取参赛包

（1）参赛队的其中一名成员可在指定时间内到比赛正式报名区领取参赛队的参赛包。参赛包将于

比赛前一日发放；

（2）参赛包中至少包括每名运动员的五5个正式比赛号码1个纹身贴、1个自行车贴、3个头盔贴及

4个安全别针、带编号的泳帽、通行证、运动员指南、所有社交活动门票。当地组委会也可在同一

时间派发礼品。

（3）计时环将在比赛日当天转换区检录时发放。

g）比赛日检录

（1）同一个参赛队的所有成员须一起检录；

（2）参赛队所有成员可以使用同一辆自行车。

h）自行车 （1）同性别运动员之间允许尾随。

i）接力交接 （1）将适用16.10规定的规则。

j）处罚 （1）将适用通用的分龄组处罚规则。

k）完成比赛 （1）将适用16.12规定的规则。

34
17 伤残铁人三项

17.3 伤残铁人三项奖牌赛

b）在东京残奥会上，所在级别为非奖牌比赛的运动员可尝试获取更高级别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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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运动级别PTS2和PTS3的运动员可获得东京2020残奥资格排位积分以参加男子PTS4
级奖牌比赛。

（2）女子运动级别PTS3和PTS4的运动员可获得东京2020残奥会资格排位积分以参加女子

PTS5级奖牌比赛。

17.5 资格级别和比赛模式

c） 残奥会上的伤残铁人三项比赛、伤残铁三世锦赛、伤残铁三洲际赛、伤残铁三系列赛和伤残

铁三世界杯都采用超短距离赛程且限时2小时；

f）不同级别的运动员可以同时出发，可以采用“间隔出发制”交错出发；

（1）在所有子级别同时出发的比赛中，相应补时将被计入在该子级别的运动员的最终成绩中，如

下表：
PTWC1
男子

PTWC2
男子

PTWC1
女子

PTWC2
女子

短程铁人三项 0:00 +3:08 0:00 +4:04
短程骑跑两项 0:00 +2:51 0:00 +3:42

PTVI1
男子

PTVI2/PTVI3
男子

PTVI1
女子

PTVI2/PTVI3
女子

短程铁人三项 0:00 +3:21 0:00 +3:48
短程骑跑两项 0:00 +3:04 0:00 +3:29
*铁人三项调整为骑跑两项时，将采用骑跑两项的计分。

17.9 预备转换区管理

e）运动员离开预备转换区时，需将其所有的装备带离预备转换区。允许引导员运送运动员的装备；

17.11 伤残铁人三项游泳比赛管理/装备

h）水温在24.6℃或以上时，不允许使用防寒泳衣；

i）水温在30.1℃和32.0℃之间，最远距离为750米，在水中停留最长时间为20分钟；

17.13 伤残铁人三项PTWC1、PTWC2级游泳比赛管理/装备

a）运动员在腿上任一处使用至多3条由非浮力材料制成的捆绑带，捆绑带最大宽度为10cm；

17.14 伤残铁人三项PTWC1、PTWC2组自行车赛管理//装备

b）倚靠式手摇自行车详细要求如下：

（1）手摇自行车应当由手臂驱动，有三个轮子。，以管状结构构筑起开放式框架的载具。同时

还需要符合国际自行车联盟对自行车构成的基本原则（除了底盘框架管不需要是直的）。

（2）独立轮和并立轮必须为不同直径。前轮应当是可控的；独立轮，无论是前轮还是后轮，应

当由一个包含握把和链条的系统驱动。

（8）手摇自行车前轮和后轮允许使用碟盘轮；

（9）允许在后轮上使用碟刹；

（15）伤残铁三运动员需确保其下肢有用足够的支撑、加固以防止比赛期间拖行或与地面接触；

（16）车上必须装有保险杠，且宽度不能超过后轮。所有框架管末端必须被封闭或填充。保险

杠必须被安装在后轮后15mm（±2mm）。必须采用能够抵抗冲击且不弯曲或断裂的高强度硬质材

料圆形管（直径至少18mm）。保险杠的轴心距离地面必须为280mm±10mm。保险杠的结构和组

装必须保证比赛期间经常出现的碰撞不影响其安全防护功能（见图示）；

17.17 伤残铁人三项PTVI1、PTVI2、PTVI3级比赛管理

a）总则

（7）引导员不允许推拉运动员以获取不公平的优势；

b）游泳比赛管理

（2）任何时候引导员不能以其身体的任何部分带动或推、拉伤残铁三运动员以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35

18 冬季铁人三项

18.1 界定

b）所有赛段的比赛最好要在冰上或雪上。跑步和自行车赛段也可以在不同面层的场地举行。

18.4 山地自行车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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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行车轮胎的最小尺寸26英寸、最大29英寸，横截面最小1.5英寸；

f）不得使用扣挂式自行车鞋；

g）不得使用传统公路车握把；

36

19 越野铁人三项和越野骑跑两项

19.4 山地自行车

a）自行车的车轮最小直径为26英寸、最大29英寸。最小的横截面为1.5英寸；

i) 运动员须自行携带其维修工具和零件并自行维修。

37

20 资格赛比赛模式

20.3 决赛资格

c) 若完成半决赛的选手数量少于指定人数，则从其他半决赛组中按时间排名选出运动员补录；

e）如果赛事中安排有B组决赛，则未获得A组决赛资格但在半决赛中按成绩排名前30名的运动员

获得B组决赛资格。至少10名运动员获得B组决赛资格时才进行B组决赛。

38

23 附件A 竞赛距离和年龄要求

游跑两项

跑步 游泳 跑步 最小年龄要求

团体接力 1.25km 500m 1.25km 15

团体接力（低水温） 500m 2.5km 15

39

26 附件D 概念界定

棒 在接力赛中，一棒指一名运动员的铁三赛程

赛段
比赛的一个阶段。例如：一场铁三比赛包含五个环节：游泳、第一换项、自行

车、第2换项、跑步。

40
28 附件F 国际铁联（比赛服）授权认证指南

9. 护臂

9.1 护臂必须是普通的或与国家队比赛服相匹配，没有任何标识。

42

32 附件J 国际铁联赛事和比赛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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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距离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 分龄组

世界锦标赛，团体混合接力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 U23组和青年组（混合），分龄组

洲际锦标赛，团体接力铁人三项赛 优秀组，青年组，少年组，俱乐部组

附件K 犯规行为和处罚

犯规行为 处罚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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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24小时之内参赛

取消此期间所有赛事比赛资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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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并从比赛中移除

18.在不允许的情况下，穿着覆盖肩部以下任何部位的

衣服和/或覆盖膝盖以下腿部任何部位的衣服

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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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前：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并从比赛中移除

22. 展示任何政治、宗教或种族宣传 警告，纠正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

23. 提供虚假报名资料或信息
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并向仲裁法庭报

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24. 在未取得参赛资格的情况下参赛

25. 反复故意违反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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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特别严重的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 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并向仲裁法庭报

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34. 停赛期间参加比赛 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并向国际铁联仲

裁法庭报告，决定延长停赛或终身禁赛。

36. 故意逃避被选中的自行车技术欺诈检测 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并向仲裁法庭报

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37. 在自行车上使用非人力装置，形成技术欺诈 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并向仲裁法庭报

告，决定是否给予停赛

39.运动员身体帮助（助力）另一运动员前进 取消两位运动员比赛资格

41. 迟到或未出席技术会但向技术代表请假的。 延迟出发，根据比赛距离，在第一换项执行时

间处罚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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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纠正

否则：取消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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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前：警告，纠正

赛中：分龄组：警告，纠正

不可尾随优秀组和伤残组：时间处罚

可尾随优秀组：时间处罚

73.在不允许尾随的比赛中尾随机动车或摩托车 警告，纠正；无法纠正：尾随时间处罚

74.在允许尾随的比赛中尾随机动车和摩托车 警告和纠正；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76.在分龄组允许尾随的比赛中阻挡 时间处罚；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77. 在自行车赛段头盔搭扣未扣或未扣紧 分龄组：警告，纠正

优秀和伤残组：时间处罚

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

79. 自行车赛段不戴头盔 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

84.自行车赛段危险骑行 时间处罚

若故意重复：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

85. 跑步赛段爬行 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

91.一个或多个团队报名成员参加独立接力比赛，在技

术会议开始后进入会议大厅或未参加技术会议

第一名团队成员将会在第一换项中接受10秒的

时间处罚

92. 未在指定时间内提交团队申报表 团队将从本赛事的出发名单以及未来30天所有

赛事出发和替补名单中移除

99. 伤残铁三运动员使用未保护的尖锐物体、螺丝、

假肢衬垫或者会造成伤害的假肢设备；

赛前：警告并改正

若不改正：取消比赛资格和从比赛中移除

102. 伤残铁三运动员未能参加事先安排的分级会议； 若原因合理：给予第二次机会

否则从出发名单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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