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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铁联世界铁三系列赛/总决赛参赛资格标准

三、国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杯参赛资格标准

四、国际铁联混合接力参赛资格标准

五、国际铁联洲际参赛资格标准



一、国际铁联参赛资格总则及程序

（内容同国际铁联2018年规则之附件E：参赛资格标准及积分排名办法）

1. 概述

1.1 国际铁联和洲际联合会所有比赛的参赛资格标准请查询：

https://www.triathlon.org/about/downloads/category/qualification_cri

teria。

1.2 国际铁联和洲际联盟比赛的积分排名办法已在国际铁联官方网站公布，

请查询：

https://www.triathlon.org/about/downloads/category/ranking_criteria。

1.3 参赛资格规定及分配办法如下。

2. 出发名单及候补名单管理办法

2.1 除特殊规定的比赛外，该管理办法适用于国际铁联的所有比赛。参赛

资格标准已对特殊规定的比赛进行说明，并且规定了：

a）国家会员协会的员额（*）；

b）东道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员额（*）；

c）国家会员协会的扩展员额（*）；

d）东道国国家会员协会的扩展员额（*）；

e）超出员额部分由外卡申请委员会裁决；

f）出发名单的产生日期；

g）每个国家会员协会所允许的替补人数；

h）国家会员协会要求替补的最终期限；

i）国家会员协会提请退赛而免受处罚的最终期限；

j）最多外卡员额；

k）外卡申请委员会开会日期。

（*）处罚结果可能会造成员额减少。

2.2 国家会员协会需在第一比赛日前 33 天确认候补运动员名单。候补运动

员选拔应遵循下列标准：

a）国际铁联世界排名，或遵循参赛标准择优进入候补名单；

b）每个国家会员协会允许选拔一名无国际铁联世界排名积分的运动员

进入候补名单。国家会员协会将从东道国开始，按国际奥组委国家编码在字母

表中的顺序轮次；

c）各国家会员协会每轮可挑选一位运动员进入候补名单，第一轮完成

后，方可进行下一轮。选拔原则同上；

d）经过选拔进入候补名单的运动员，将根据报名时间指定最终的排位。

https://www.triathlon.org/about/downloads/category/qualification_criteria
https://www.triathlon.org/about/downloads/category/qualification_criteria
https://www.triathlon.org/about/downloads/category/ranking_criteria


2.3 出发名单需在第一比赛日前 32 天制定，参赛资格标准细则中有不同规

定者除外；

2.4 若运动员在其东道国或其它国际会员协会员名额内，则该运动员可按

照候补名单顺序进入出发名单；

2.5 超出员额的运动员将被标为“超额人员”；

2.6 可进入出发名单的最大人数是指参赛资格标准细则规定的人数减去外

卡人数。比赛前 28 天，出发名单不再进行补录，外卡申请委员会裁决生效后方

可继续补录；

2.7 需至少在第一比赛日前 30 天进行：

a）国家会员协会要求替换运动员；

b）国家协会要求免罚退赛；

c）国家协会申请外卡。

2.8 第一比赛日前 28 天，将对受邀人员发出外卡，详见本章第 7部分；

2.9 加上外卡申请委员会仍有空位的出发名单将补入候补名单中符合条件

的运动员；

2.10 根据上述分配办法，如果一个国家会员协会将一位非“超额人员”除

名，则该国家会员协会中的第一位“超额人员”身份自动消失；

2.11 出发名单中的空位应由符合条件的候补人员补入。出发名单出现空位

可能是由于有人退出或报名人数较少；

2.12 如果候补名单中所有运动员都被标为“超额人员”且出发名单中存在

空位，排在第一位的运动员将进入出发名单。接纳超额人员，每个国家会员协

会每轮只可选派一名超额人员进入出发名单，选派顺序按照候补名单顺序进行，

第一轮完成后，方可进行下一轮，以此类推；

2.13 运动员赛前技术会前 48 小时，不再接受运动员进入候补名单；

2.14 运动员赛前技术会前 24 小时的空位将由参加技术会的运动员补入。

3. 处罚措施

3.1 对运动员的处罚措施：

a）如果运动员于赛前周一13:00（国际标准时间）后退出比赛，则该运

动员不得出现在自退赛之日起30天内所有比赛的出发名单及候补名单中；

b）退赛运动员不允许参加任何一场与该比赛同一周末及下一周末举行

的比赛；

c）如果使用下文提到的“王牌”，则可免去第二周末的禁赛处罚。

3.2 对国家会员协会的处罚措施：

a）如果国家协会在第一比赛日前30天至运动员赛前技术会期间有运动

员退赛，国家会员协会在国际铁联未来的比赛中均需减少员额，处罚如下：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世界杯及洲际锦标赛

退赛人数（男女各） 减员（男女各）

1 0

2-3 1

4-5 2

6人及以上 3

铁人三项洲际杯赛及洲际杯青年组比赛

退赛人数（男女各） 减员（男女各）

1 0

2-3 1

4-6 2

7-10 3

11-15 4

16人及以上 5

铁人三项伤残组比赛

退赛人数

（不分男女，所有组别）

减员

（适用于所有组别，不分男女）

1-3 0

4-6 1

7人及以上 2

b）无故缺席赛前技术会的运动员将计入国家会员协会退赛人数；

c）缺席赛前技术会和未参赛的运动员计入退赛总数；

d）比赛结束后的周一将分别计算每个国家会员协会的男女退赛人数，

届时将会向相关国家协会通报减员人数。需减少员额的比赛如下：

（1）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尚未确定出发名单的下两届世界铁人三项

系列赛；

（2）世界杯/洲际锦标赛：尚未确定出发名单的下两届比赛；

（3）铁人三项伤残组比赛：尚未确定出发名单的下两届伤残组比赛；

（4）洲际杯赛：未来30天需确定出发名单的比赛；

（5）洲际杯青年组比赛：尚未确定出发名单的下两届青年组比赛。

e）由于紧急事件可使用“王牌”，一些意外退赛可免受处罚；

f）各国家会员协会的“王牌”数量取决于该国家会员协会往年的参赛

人数：



2018年

“王牌”数量
国家会员协会

10 日本、美国

8
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法国、英国、匈牙利、

意大利、墨西哥

6
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德国、韩国、荷兰、

新西兰、葡萄牙、南非、俄罗斯、瑞士

4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捷克、

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中国香港、爱尔兰、

以色列、马拉西亚、挪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中华台北、土耳其、乌克兰

2

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埃及、芬兰、

危地马拉、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

中国澳门、新加坡、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瑞典、

突尼斯、乌拉圭、委内瑞拉

1 其他国家

4. “王牌”

4.1 使用一张王牌可以：

a）抵消一个减少的参赛名额；

b）允许受处罚的运动员参加退赛后第二周末的比赛；

4.2 如果同一周末举行不同比赛或处罚时间重合，则减员人数累计计算；

4.3 国家会员协会需在减员人数公布48小时内宣布使用王牌；

4.4 即使累计处罚导致国家协会的运动员都不能参加一场比赛，但每个国

家协会仍有一个参赛名额。

5. 比赛号码分配

5.1 比赛号码分配需在比赛前的周一13:00（国际标准时间）以前根据积分

排名进行完毕，具体规定参见2.10。运动员进入出发名单并分配比赛号码后，

下一个积分最高的运动员将进入出发名单。

6. 例外情况

6.1 非亚洲运动员不得参加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优秀组比赛。若其它亚洲

锦标赛未满员，允许非亚洲选手参加，其参赛名额与亚洲国家会员协会相同。

参赛申请将于比赛前10天获准；

6.2 非欧洲运动员不得参加欧洲铁人三项短距离锦标赛优秀组比赛。若其

它欧洲锦标赛未满员，允许非欧洲选手参加，其参赛名额与欧洲国家会员协会

相同。参赛申请将于比赛前10天获准；



6.3 若铁人三项非洲、美洲、大洋洲锦标赛参赛者未满员，将向所有大洲

的运动员开放。其参赛名额与东道主大洲的国家会员协会相同。参赛申请将于

比赛前10天获准。

7. 外卡

7.1 在第一比赛日前28天（除非参赛资格标准有不同规定），外卡申请委员

会将基于但不限于申请，发出5个外卡（除非参赛资格标准有不同规定）。

7.2 各国家会员协会需将外卡申请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邮箱

entries@triathlon.org；

7.3 外卡申请委员会不得增加细则中规定的各国际会员协会员名额；

7.4 国际铁联比赛外卡申请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a）国际铁联秘书长或指定人选；

b）国际铁联体育部代表；

c）国际铁联发展部代表。

7.5 洲际比赛的外卡申请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a）洲际比赛秘书长或指定人选；

b）国际铁联体育部代表；

c）国际铁联发展部代表。

8. 替补

8.1 允许各国家会员协会在任一比赛中进行替补；

8.2 替 补 及 被 替 补 运 动 员 的 姓 名 必 须 以 邮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邮 箱

entries@triathlon.org；

8.3 第一比赛日前30天起可受理替补；

8.4 替补运动员替补之前运动员的位置。被替补的运动员退出比赛；

8.5 不同比赛男女分别替补机会：

a）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U23世界锦标赛：1次替补；

b）铁人三项世界杯赛、分项比赛、洲际锦标赛：2次替补；

c）铁人三项洲际杯赛、洲际杯青年组比赛、发展赛：3次替补；

d）所有的铁人三项残疾人比赛中，每个奖牌项目均可有一次替补机会。

9. 未按时退赛

9.1 已参加运动员赛前技术会，但由于突发疾病或受伤而被迫退赛者，需

资格医师出具证明，经医务代表批准，方可免受处罚；

9.2 运动员将被记为未出发者（DNS），下一位符合要求的运动员将进入出

发名单；

9.3 如果比赛没有医务代表，技术代表可向比赛医务主任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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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铁联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总决赛参赛资格标准

1. 国际铁联和洲际赛事参赛资格总则和程序可以在国际铁联官网上查询：

https://www.triathlon.org/uploads/docs/itusport_2018-general-qualifi

cation_20171210.pdf ;

2.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优秀组

2.1 出发名单包括55名运动员，或在半决赛/决赛比赛模式下90名运动员；

2.2 根据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累计积分以及竞赛规则附件E的相关程

序，决定运动员的出发位置；

2.3 国家会员协会最多可以获得5个参赛名额；

2.4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可以获得最多7个参赛名额；

2.5 出发名单人数少于55人时，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

赛名额可以最多再增加4个。

3. 世界铁人三项总决赛优秀组

3.1 出发名单最多65名运动员；

3.2 根据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累计积分以及竞赛规则附件E的相关程

序，决定运动员的出发位置；

3.3 国家会员协会最多可以获得5个参赛名额；

3.4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可以获得最多5个参赛名额；

3.5 出发名单人数少于65人时，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

赛名额可以最多再增加4个。

4. U23 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4.1 出发名单最多70名运动员；

4.2 根据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累计积分以及竞赛规则附件E的相关程

序，决定运动员的出发位置；

4.3 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将最多3个参赛名额。一旦有3个

国家会员协会有第三名运动员批准进入出发名单后，其他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

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赛名额将会减至2名；

4.4 出发名单人数少于70人时，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

赛名额可以增加到5个。

5. 青年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

5.1 出发名单最多70名运动员；

5.2 基于5大洲洲际锦标赛成绩，国家会员协会的运动员会获得相应的出发

位置，洲际名额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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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4 14 8 34 5

5.3 洲际锦标赛将作为国际铁联铁人三项青年世界锦标赛的预选赛，它必

须在国际铁联铁人三项青年世界锦标赛举办前最迟45天举行；

5.4 若青年洲际锦标赛在距青年世界锦标赛不足45天，导致无法根据青年

洲际锦标赛的成绩确定相关国家参赛名额时，洲际联合会可以向国际铁联申请

将青年洲际资格的确定放入其他赛事；

5.5 根据洲际锦标赛的结果，名额将会以顺位的方式进行分配。当一个国

家会员协会拥有了3个参赛名额，其余的参赛名额将根据比赛成绩分配到下一个

有资格的国家会员协会。若在国际铁联铁人三项青年世界锦标赛开始前32天，

国际铁联的官网上还有参赛名额未被相关国家会员协会注册，则该参赛名额将

会转为外卡；

5.6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如需要）：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将至少获得一个

参赛名额。若是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已经在国际铁联铁人三项青年世界锦标赛

中获得了一个参赛名额，则该参赛名额将转为外卡。

6. 分龄组

6.1 本参赛资格办法适用于所有的世界锦标赛、洲际锦标赛和其他国际铁

联赛事；

6.2 运动员的出发排位将基于各自国家会员协会建立的内部选拔程序；

6.3 出发名单将于第一个比赛日的前60天产生；

6.4 每个国家会员协会将拥有至少20名的参赛名额；

6.5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将拥有至少25名的参赛名额；

6.6 国际铁联技术代表有权减少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

赛名额；

6.7 国家会员协会（包括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可以向技术代表申请增加

参赛名额。



三、国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杯参赛资格标准

1. 国际铁联和洲际赛事参赛资格总则和程序可以在国际铁联官网上查询：

https://www.triathlon.org/uploads/docs/itusport_2018-general-qualifi

cation_20171210.pdf ;

2. 世界杯

2.1 出发名单包括65名运动员，或在半决赛/决赛比赛模式下90名运动员；

2.2 根据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累计积分以及竞赛规则附件E的相关程

序，决定运动员的出发位置；

2.3 国家会员协会最多可以获得5个参赛名额；

2.4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可以获得最多7个参赛名额；

2.5 出发名单人数少于65人时，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

赛名额可以最多再增加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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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铁联混合接力参赛资格标准

1. 国际铁联和洲际赛事参赛资格总则和程序可以在国际铁联官网上查询：

https://www.triathlon.org/uploads/docs/itusport_2018-general-qualifi

cation_20171210.pdf ;

2. 混合接力世界锦标赛和系列赛

2.1 本参赛资格标准适用于所有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和洲际锦标赛的优秀

组、U23组、青年组及其混合编组中；

2.2 出发名单中将最多包含18支参赛队伍。国际铁联技术代表可根据当地

情况调整参赛队伍数量；

2.3 参赛队伍根据以下条件优先获得出发位置

a.) 世界锦标赛和混合接力系列赛：

(i)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

(ii) 除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外，在上届世界锦标赛中排在前 9 名

的队伍；

(iii) 在上届洲际锦标赛中排名第 1的队伍。

b.)洲际锦标赛：

(i)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

(ii) 除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外，在上届同级赛事中排名前 12 位的

队伍。

2.4 每个国家会员协会将最多有1个参赛名额；

2.5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将最多有1个参赛名额；

2.6 出发名单将于第一个比赛日的前60天产生；

2.7 外卡：在比赛日前的55天，基于但不限于申请，国际铁联外卡小组将

向世界锦标赛或系列赛发放3张外卡，向洲际锦标赛发放5张外卡。

https://www.triathlon.org/uploads/docs/itusport_2018-general-qualification_20171210.pdf
https://www.triathlon.org/uploads/docs/itusport_2018-general-qualification_20171210.pdf


五、国际铁联洲际参赛资格标准

1. 国际铁联和洲际赛事参赛资格总则和程序可以在国际铁联官网上查询：

https://www.triathlon.org/uploads/docs/itusport_2018-general-qualif

ication_20171210.pdf ;

2. 洲际锦标赛 （优秀组, U23, 青年组）

2.1. 出发名单将包含：

a.) 优秀组 65 名运动员；

b.) U23 组 70 名运动员；

c.) 青年组 70 名运动员；

d.) 优秀/U23 混合组 70 名参赛运动员。

2.2. 根据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累计积分以及竞赛规则附件 E 的相关程

序，决定运动员的出发位置；

2.3. 国家会员协会与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参赛名额上限如下：

a.) 优秀组

(i) 5 名参赛运动员。

b.)U23 组

(i) 3 名参赛运动员或者；

(ii) 若该国家会员协会在上届洲际锦标赛中有 3 名运动员排名在

前 30 名内，允许不超过 4名运动员参赛；

(i) 若该国家会员协会在上届洲际锦标赛中有 3 名运动员排名在

前 15 名内，允许不超过 5名运动员参赛。

c.)青年组

(i) 2 名参赛运动员或者；

(i) 若该国家会员协会在上届洲际锦标赛中有 3 名运动员排名在

前 30 名内，允许不超过 3名运动员参赛或者；

(ii) 若该国家会员协会在上届洲际锦标赛中有 3 名运动员排名在

前 15 名内，允许不超过 4名运动员参赛。

d.)优秀/U23 混合组

(i) 4 名参赛运动员；

(ii) 4 名 U23 参赛运动员。

2.4. 出发名单中参赛运动员人数少于本则中 2.1 条款规定之人数，可随时

增加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赛名额。

2.5. 美洲锦标赛时，在优秀组、U23 组和青年组比赛日的前 60 天，由运动

员所在的国家会员协会中为运动员报名并列入候补名单。在规定比赛日前的

30 天替补或提请退赛将被允许并免受处罚。若在任何时刻，出发名单中参赛

运动员人数少于本则中 2.1 条款规定之人数，国家会员协会参赛运动员名额

会增至 8人，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参赛运动员名额会增至 10 人。

https://www.triathlon.org/uploads/docs/itusport_2018-general-qualification_20171210.pdf
https://www.triathlon.org/uploads/docs/itusport_2018-general-qualification_20171210.pdf


3. 洲际杯

3.1. 出发名单将最多包括 70 名运动员，或是在半决赛/决赛比赛模式下 90

名；

3.2. 根据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累计积分以及竞赛规则附件 E 的相关程

序，决定运动员的出发位置；

3.3. 主办国所在大洲的国家会员协会最多有 9 个参赛名额，其他大洲的国

家会员协会最多有 3个参赛名额；

3.4.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最多有 14 个参赛名额；

3.5. 出发名单中参赛运动员人数少于 70 名，可随时增加国家会员协会和主

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赛名额。

4. 青年洲际杯

4.1. 出发名单将最多包括 70 名运动员，或是在半决赛/决赛比赛模式下 90

名；

4.2. 根据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累计积分以及竞赛规则附件 E 的相关程

序，决定运动员的出发位置；

4.3. 主办国所在大洲的国家会员协会最多有 9 个参赛名额，其他大洲的国

家会员协会最多有 3个参赛名额；

4.4.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最多有 14 个参赛名额；

4.5. 出发名单中参赛运动员人数少于 70 名，可随时增加国家会员协会和主

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赛名额；

4.6. 在比赛开始前的 28 天，国际铁联外卡小组根据收到的申请将派发 7个

外卡。

5. 多项运动赛事（优秀组， U23 组, 青年组和伤残组）

5.1.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的世界锦标赛、洲际锦标赛和国际铁联其他多项运

动赛事；

5.2. 各赛事出发名单人数参见国际铁联竞赛规则 10.1 之规定；

5.3. 运动员的出发排位将基于国际铁联相关多项运动赛事积分排名决定；

5.4. 国家会员协会在各性别组和各伤残组的奖牌赛中最多可获得 6 个参赛

名额；

5.5.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在各性别组和各伤残组的奖牌赛中最多可获得 6

个参赛名额；

5.6. 国家会员协会（包括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可向技术代表申请增加参

赛名额。

6. 混合接力洲际锦标赛

6.1.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和洲际锦标赛的优秀组、U23 组、

青年组及其混合编组中；



6.2. 出发名单中将最多包含 18 支参赛队伍。国际铁联技术代表可根据当地

情况调整参赛队伍数量；

6.3. 参赛队伍根据以下条件优先获得出发位置：

a.) 世界锦标赛和混合接力系列赛：

(iv)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

(v) 除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外，在上届世界锦标赛中排在前 9 名

的队伍；

(vi) 在上届洲际锦标赛中排名第 1的队伍。

b.)洲际锦标赛：

(iii)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

(iv) 除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外，在上届同级赛事中排名前 12 位的

队伍。

6.4. 每个国家会员协会将最多有 1个参赛名额；

6.5.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将最多有 1个参赛名额；

6.6. 出发名单将于第一个比赛日的前 60 天产生；

6.7. 外卡：在比赛日前的 55 天，基于但不限于申请，国际铁联外卡小组将

向世界锦标赛或系列赛发放 3张外卡，向洲际锦标赛发放 5张外卡。

7. 发展赛事

7.1. 出发名单将最多包括 70 名运动员，或是在半决赛/决赛比赛模式下 90

名；

7.2. 只有来自发展国家会员协会且被国际铁联承认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

比赛；

7.3. 根据国际铁联世界积分排名的累计积分以及竞赛规则附件 E 的相关程

序，决定运动员的出发位置；

7.4. 国家会员协会将最多可以获得 10 个参赛名额；

7.5.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最多可以获得 15 个参赛名额；

7.6. 出发名单中参赛运动员人数少于 70 名，可随时增加国家会员协会和主

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赛名额；

8. 2018 青奥会资格赛

8.1. 出发名单最多 70 名运动员；

8.2. 只有 2001 和 2002 年间出生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比赛；

8.3. 若涉及上届青年洲际锦标赛成绩，青年洲际锦标赛资格标准适用；

8.4. 为确认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铁联可以允许将青奥会资格赛作为青年

洲际锦标赛的组成部分。洲际联合会可向国际铁联申报此例外模式。

8.5. 美洲锦标赛时，在青奥会资格赛的前 60 天，由运动员所在的国家会员

协会中为运动员报名并列入候补名单。在规定比赛日前的 30 天替补或



提请退赛将被允许并免受处罚。若在任何时刻，出发名单中参赛运动

员人数少于本则中 2.1 条款规定之人数，国家会员协会参赛运动员名

额会增至 8人，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参赛运动员名额会增至 10 人。

9. 分龄组

9.1.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的世界锦标赛、洲际锦标赛和其他国际铁联赛事；

9.2. 运动员的出发排位将基于各自国家会员协会建立的内部选拔程序产生；

9.3. 出发名单将于第 1个比赛日的前 60 天产生；

9.4. 国家会员协会将最多有 20 个参赛名额；

9.5. 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最多有 25 个参赛名额；

9.6. 国际铁联技术代表有权减少国家会员协会和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的参

赛名额；

9.7. 国家会员协会（包括主办国国家会员协会）可以向技术代表申请增加

参赛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