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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积分排名办法

1．目的

a)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积分排名办法将用于决定国际铁联世界冠

军。

b)国际铁联世界冠军将在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最后一站结束后产生，世界

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奖金将根据赛季结束时的世界系列赛积分排名颁发。

2．积分赛事

a)国际铁联世界系列赛积分排名涉及两个级别的赛事：

(i)国际铁联世界系列赛决赛；

(ii) 国际铁联世界系列赛。

b)每个赛事的冠军将获得积分：

(i)国际铁联系列赛决赛获得1250分；

(ii) 国际铁联系列赛获得1000分；

(iii) 名次递减1位，积分递减7.5%。

3. 完成时间限制（关门）

a)只有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比赛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积分。完成比赛的

时间限制是男子不超过冠军完成时间的5％，女子不超过8％。

4. 比赛积分

a)总积分将包括国际铁联世界系列赛总决赛的积分加上国际铁联世界系列

赛的5个最高积分；

b)阶段积分排名设置如下：

已结束的

国际铁联世界系列赛数量

计积分的

赛事总数

国际铁联世界系列赛

总决赛

1 1 -

2 2 -

3 3 -

4 4 -

5 5 -

6 5 -

7 5 -

8 5 -

5. 赛季

a)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赛季从前一站总决赛结束后即开始，至当

前总决赛结束。



（二）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办法（前国际铁联积分表）

1. 目的

a)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将被用于决定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参加国际铁联或

洲际铁人三项赛事；

b)洲际联合会也可使用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来决定国家会员协会参与洲

际铁人三项锦标赛的名额；

c)五大洲的运动员的积分排名会单独提取出来，在洲际排名的名称下显示。

2. 排名资格

a)只有在其隶属于国际铁联的国家协会中有较好声誉的运动员，才有资格

进入国际铁联的积分排名中；

b)执国际铁联会旗进行比赛的运动员将按《竞赛规则》2.5 n. 条款中所述

规则获得资格。

3. 积分规则

a)纳入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赛事，每项赛事冠军所获积分，以及涉及

额外积分的情况见下表：

(*) 若国家会员协会在同一年中组织了短距离和标准距离锦标赛，则只采用

标准距离锦标赛的成绩。只有前 5名运动员将获得积分。

b)除青年铁人三项世界杯和洲际锦标赛及半决赛/决赛赛制下的赛事外，短

距离赛事的积分为同类别标准距离赛事积分的80%；

c)上表适用于2018年1月1日后的比赛。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间

举办的比赛将按2017年版的标准进行计算。2017年1月1日前举办的比赛

将按2016年版的标准进行计算；

赛事 冠军积分 额外积分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 1250 否

奥运会测试赛 1250 否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1000 否

铁人三项世界杯 500 否

优秀组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400 是

铁人三项洲际杯 250 是

U23 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250 否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世界锦标赛 250 否

青年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200 否

U23 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150 是

青年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70 是

铁人三项区域锦标赛 70 否

铁人三项发展赛事 70 否

铁人三项全国锦标赛(*) 50 否



d)名次递减1位，积分递减7.5%；

e)在洲际锦标赛中，只考虑相应大洲所属的国家协会的运动员。执国际铁

联会旗参赛的运动员将被认定为其将去往参赛的国家协会所属的大洲；

f)在国家级锦标赛中，只考虑代表相应国家会员协会的运动员；

g)在区域锦标赛中，只考虑代表其相应区域的运动员；

h)赛事涉及多个层级（例在在洲际杯赛中进行的国家锦标赛），每位参赛

运动员将只获得一次积分。若运动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积分（例如，

综合赛事中所得积分和国家锦标赛中所得积分），则只考虑其可获得的

最高分。

4. 完成时间限制（关门）

a)只有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比赛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积分。完成比赛的

时间限制是男子不超过冠军完成时间的5％，女子不超过8％；

b)在资格赛模式或计时资格赛模式中，最多有50名运动员可根据国际铁联

竞赛规则20.6和21.7获得积分。任何在资格赛中已取得可获取积分的成绩

的运动员不受完成时间的限制（不关门）。

5. 额外积分

a)额外积分将对上表中所列赛事产生影响；

b)额外积分每年设定一次，且将对特定大洲举办的赛事产生影响；

c)额外积分按以下规则进行计算：

(i)到12月31日止，国际铁联世界排名中的前400名男子选手和前400名

女子选手将被纳入。

(ii) 每名运动员将获得其对应的排名分数，第1名400分，第2名399

分....第400名1分。

(iii) 来自同一洲的男、女的运动员所获得的全部排名分数之和为该大

洲的排名总分。

(iv) 获得排名总分最多的大洲将获得：

 该洲所有洲际杯赛增加20%额外积分；

 所有优秀组/U23/青年洲际锦标赛中增加30%额外积分。

(v)根据其前400名运动员所累积的排名总分，其他大洲将按比例获得最

多20%或30%的额外积分。

(vi) 每个大洲所获额外积分将被四舍五入至整数。

6. 记入积分排名的赛事总数

a)最多计入12项赛事：

(i)其中6项取自排名发布日期前52周内的赛事（现阶段）。

(ii) 另6项取自排名发布日期前53周至104周间的赛事（前阶段）。

7. 不同阶段的不同积分数

a)现阶段的积分等同于现阶段赛事中获得的积分；

b)前阶段的积分为前阶段赛事中获得积分的1/3。



三、国际铁联混合接力积分排名办法

1. 目的

a)从2019年开始，国际铁联混合接力积分排名将用于确定国家会员协会参

加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事的资格；

b) 洲际联合会也可以使用国际铁联混合接力积分排名来确定今后参加铁

人三项混合接力洲际锦标赛的国家会员协会。

2. 排名资格

a)只有在国际铁联信誉良好的国家会员协会才有资格参加国际铁联混合接

力积分排名。

3. 积分规则

a)下表汇总了计算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力积分排名的赛事、比赛冠军

获得的积分数量以及涉及额外积分的比赛积分调整：

赛事 胜者积分 额外积分

混合接力世界锦标赛 1000 否

混合接力系列赛 800 否

混合接力洲际锦标赛 500 是

混合接力青年/U23 世界锦标赛 400 否

混合接力青年洲际锦标赛 200 是

b)该表格适用于2018年1月1日之后的赛事；

c)名次递减1位，积分递减7.5%。

4. 完成时间限制（关门）

a)为了获取积分，各队必须在截止时间内完成比赛，即以不超过冠军队完

成时间的10%来确定关门时间（译注：超过关门时间不计积分）。

5. 额外积分

a)额外积分每年设定一次，并将影响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洲际锦标赛。优秀

组/U23组/青年组洲际锦标赛的额外积分计算将应用于国际铁联世界积分

排名。

6. 记入积分排名的赛事总数

a)最多计入6项赛事：

(i)其中3项取自排名发布日期前52周内的赛事（现阶段）；

(ii) 另3项取自排名发布日期前53周至104周间的赛事（前阶段）。

7. 不同阶段的不同积分数

a)现阶段的积分等同于现阶段赛事中获得的积分；

b)前阶段的积分为前阶段赛事中获得积分的1/3。



四、国际铁联混合接力奥运资格积分排名办法

1. 奥运资格周期

a)22个月20天；

b)2018年5月11日—2020年3月31日。

2. 可积分赛事总数

a)国家会员协会可以取其5次最好成绩用于他们的奥运资格的获取：

(i)阶段1：2018年5月11日—2019年5月10日：最多取3次赛事成绩；

(ii) 阶段2：2019年5月11日—2020年3月10日：最多取3次赛事成绩。

b)最高分数：根据第一阶段的2次成绩和第二阶段的3次成绩，或者第一阶

段的3次成绩和第二阶段的2次成绩，计算出一个最高分。

3. 资格赛事

a)国际铁联三项混合接力世界锦标赛；

b)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系列赛和2019年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

力奥运测试赛；

c)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洲际锦标赛：

(i)最多2项计入整体资格周期。如果在资格周期中出现3项，则第一项

不计；

(ii) 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洲际锦标赛中，只有相应大洲国家会

员协会代表队才能获得积分；

4. 积分规则

a)每项赛事冠军队所获得的积分是：

(i)参加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积1000分；

(ii) 参加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系列赛和2019年国际铁联铁

人三项混合接力奥运测试赛积800分；

(iii) 参加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洲际锦标赛积500分。

b)名次递减1位，积分递减7.5%；

c)每个国家会员协会只有一个参赛队可以获得积分。

5. 完成时间限制（关门）

a)为了获取积分，各队必须在截止时间内完成比赛，即以不超过冠军队完

成时间的10%来确定关门时间（译注：超过关门时间不计积分）。

6. 额外积分

a)额外积分每年设定一次，并将影响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洲际锦标

赛。额外加分将计入国际铁联混合接力积分排名的计算。



五、国际铁联个人奥运资格积分排名办法

1. 奥运资格周期

a) 24个月；

b) 2018年5月11日至2020年5月11日。

2. 可积分赛事总数

a)运动员12次最好成绩可以用于奥运资格的获得：

(i)第一阶段：2018年5月11日至2019年5月11日：最多计入7次成绩；

(ii) 第二阶段：2019年5月11至2020年5月11日：最多计入7次成绩。

b)最高分数：根据第一阶段的5次成绩和第二阶段的7次成绩，或者第一阶

段的6次成绩和第二阶段的6次成绩，计算出一个最高分。

3. 资格赛事

a)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总决赛和2019年国际铁联奥运测试赛；

b)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c)国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杯；

d)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i)最多2项计入整体资格周期。如果在资格周期中出现3项，则第一项

不计；

(ii) 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中，只有相应大洲国家会员协会代

表队才能获得积分；

(iii) 洲际锦标赛只有标准距离赛事纳入积分。

4. 积分规则

a)每项赛事冠军运动员获得积分为：

(i)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总决赛和2019国际铁联奥运测试赛为1250分；

(ii) 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为1000分；

(iii) 国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杯为500分；

(iv) 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为400分。

b)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世界杯短距离赛事，为同类别标准距离赛事的80%；

c)若为在半决赛/决赛模式下进行的赛事，积分与同级别标准距离赛事相同；

d)上述赛事前50名运动员可以获得积分；

e)名次递减1位，积分递减7.5%。

5. 完成时间限制（关门）

a)为了获取积分，运动员必须在关门时间之前完成比赛，即以不超过冠军

完成时间的5%（男子）和8%（女子）来确定关门时间（译注：超过关门时

间不计积分）。

6. 额外积分

a)额外积分每年设定一次，并将影响国际铁联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额外

积分将计入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计算。



六、2018 额外积分办法

1. 额外积分的计算

a)上年度12月31日止，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中的前400名男子选手和前

400名女子选手纳入额外积分；

b)每名运动员将获得其对应的排名分数，第1名400分，第2名399分....第

400名1分；

c)来自同一大洲的不同性别运动员所获得的全部排名分数之和即为该大洲

的排名分数；

d)排名分数最高的大洲将获得：

(i)所有洲际杯赛中获得20%的额外积分；

(ii) 所有优秀组/U23/青年洲际锦标赛中获得30%额外积分。

e)其他大洲将会根据其前400名运动员所产生的排名总分，按比例获得最多

20%或30%的额外积分。

2. 2018 年适用的额外积分

a)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

 优秀组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U23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青年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额外积分（%）

非洲赛事 2

美洲赛事 17

亚洲赛事 9

欧洲赛事 30

大洋洲赛事 8

 洲际杯：

额外积分（%）

非洲赛事 2

美洲赛事 12

亚洲赛事 6

欧洲赛事 20

大洋洲赛事 5



b)国际铁联混合接力积分排名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洲际锦标赛；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青年洲际锦标赛：

额外积分（%）

非洲赛事 2

美洲赛事 17

亚洲赛事 9

欧洲赛事 30

大洋洲赛事 8

c)国际铁联伤残铁人三项积分排名

 伤残铁人三项洲际锦标赛：

额外积分（%）

非洲赛事 2

美洲赛事 17

亚洲赛事 9

欧洲赛事 30

大洋洲赛事 8



七、国际铁联洲际杯积分排名办法

1. 国际铁联洲际杯积分排名办法

1.1 总则

a)洲际联合会将决定洲际杯积分排名的存在。“国际铁联洲际杯积分排名”

是通用名称，“国际铁联”这个词可以由各自洲际联合会的首字母简称替

代；

b)洲际杯积分排名将被用于决定州内本赛季表现最佳的铁人三项运动员；

c)奖金由洲际联合会确立且将在最后一次积分赛事后根据洲际杯积分排名

进行发放。

1.2 排名资格

a)只有在其隶属于洲际联合会的国家会面协会中有较好声誉的运动员，才

有资格进入在其所在洲的洲际杯积分排名中。

1.3 积分规则

a)赛季的始终由决赛确定。发生在决赛后的赛事将被算作下一个赛季；

b)国际铁联赛事计入国际铁联洲际杯积分排名，赛事冠军的积分数和获得

积分的运动员数量见下表：

赛事 冠军获得积分 积分运动员最大数量

优秀组洲际锦标赛 600 40

洲际杯决赛 500 30

高级洲际杯 400 20

洲际杯 250 20

优秀组区域锦标赛 150 10

1.4 完成时间限制（关门）

a)为了获取积分，运动员必须在关门时间之前完成比赛，即以不超过冠军

完成时间的5%（男子）和8%（女子）来确定关门时间（译注：超过关门时

间不计积分）。

1.5 可积分的赛事总数

a)总积分将包括洲际杯决赛的积分加本赛季中其他积分赛事中的4个最高

积分。



2. 国际铁联青年洲际积分排名办法

2.1 总则

a)包括两个洲际积分排名：美洲和欧洲。

2.2 排名资格

a)只有在其隶属于洲际联合会的国家会员协会中有较好声誉的运动员，才

有资格进入在其大洲的国际铁联青年洲际积分排名中。

2.3 积分规则

a)国际铁联赛事计入国际铁联青年洲际积分排名，赛事冠军的积分数和获

得积分的运动员数量见下表：

赛事 冠军获得积分 积分运动员最大数量

青年洲际锦标赛 600 25

青年区域锦标赛 500 25

青年洲际杯 400 20

青年全国锦标赛 (*) 100 10

(*) 如果国家会员协会在同年／赛季举办多次锦标赛，短距离将优先于其他

任何距离计入。

b)名次递减1位，积分递减7.5%；

c) 只有代表来自本洲国家会员协会的运动员，才有资格计算洲际锦标赛积

分；

d)包含不止一个级别赛事（如包含国家锦标赛的洲际杯赛事），每位运动

员将只能积分一次。如果运动员通过不止一种途径获得积分（如综合赛事

获得积分和国家锦标赛获得积分），则只考虑最高积分；

e)每位运动员积分总数将由最好的3个比赛积分之和决定；

f)积分排名从每年的1月1日开始计算，12月31日截止。 

2.4 国家积分排名

a)洲际联合会可拥有一个青年组的国家积分排名。此时，国家会员协会的

积分排名将由男子和女子前三名积分之和决定。



八、国际铁联多项运动积分排名办法

1. 骑跑两项积分排名

1.1 目的

a)国际铁联骑跑两项积分排名将用于决定表现最佳的骑跑两项运动员。

1.2 积分规则

a)计入国际铁联骑跑两项积分排名的国际铁联赛事、赛事冠军所得积分数

以及积分的运动员数量如下表所示：

赛事 获胜者得分 得分运动员人数上限

骑跑两项世界锦标赛(*) 400 25

骑跑两项洲际锦标赛(*)
300 15

骑跑两项世界系列赛

骑跑两项全国锦标赛(**) 100 5

(*) 标准距离、中距离和长距离

(**) 若某国家会员协会在同一年/赛季内举行了多次锦标赛，建议按照标

准距离、短距离、中距离和长距离的顺序计算。

b)该表格适用于自2017年1月1日起的赛事。2017年1月1日之前的赛事，其

积分将按照2016年版国际铁联骑跑两项赛积分排名办法计算，且获得的赛

事积分还要除以2；

c)名次递减1位，积分递减7.5%；

d)只有国家会员协会所属的参赛的运动员才有资格计算全国锦标赛积分；

e)包含不止一个级别赛事（如包含国家锦标赛的洲际杯赛事），每位运动

员将只能积分一次。如果运动员通过不止一种途径获得积分（如综合赛事

获得积分和国家锦标赛获得积分），则只考虑最高积分。

1.3 记入积分排名的赛事总数

a)最多计入6项赛事：

(i)其中3项取自排名发布日期前52周内的赛事（现阶段）；

(ii) 另3项取自排名发布日期前53周至104周间的赛事（前阶段）。

1.4 不同阶段的不同积分数

a)现阶段的积分等同于现阶段赛事中获得的积分；

b)前阶段的积分为前阶段赛事中获得积分的1/3。

2. 长距离骑跑两项/长距离铁人三项/冬季铁人三项（略）

 备注：此三个分项积分排名办法与骑跑两项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