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铁人三项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资格赛时间和地点

资格赛一：4 月 20 日至 21 日，江西德兴

资格赛二：5 月 18 日至 19 日，河南睢县

资格赛三：7 月 6 日至 7 日，甘肃嘉峪关

（二）决赛时间和地点

总局统一确定。

二、竞赛项目

（一）体校组

1、甲组

男子：半程组、短距离组。

女子：半程组、短距离组。

混合：混合接力。

2、乙组

男子：短距离组、超短距离组、游跑两项组。

女子：短距离组、超短距离组、游跑两项组。

混合：混合接力。

（二）社会俱乐部组

1、甲组

男子：半程组、短距离组。

女子：半程组、短距离组。



混合：混合接力。

2、乙组

男子：短距离组、超短距离组、游跑两项组。

女子：短距离组、超短距离组、游跑两项组。

混合：混合接力。

三、参加单位

（一）按照《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三条

规定执行。

（二）体校组：体校组只接受各级各类体校（体育运动学校、

竞技体校、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单项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中

学）报名，不接受地方项目管理中心（协会）或体工队等单位报

名。首次报名时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社会俱乐部组：社会俱乐部组只接受在县级以上民政或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俱乐部或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报名，不接受地

方项目管理中心（协会）或体工队等单位报名。首次报名时提供

县级及以上民政或工商部门注册的登记证书。

（四）以上各组别比赛的参加单位，需经所在省级体育行政部

门登记或备案同意，加盖所在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公章后方可报名

参赛。

（五）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名称参加体校组比赛，如有俱乐部参赛，需按要求通过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报名参加社会俱乐部组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照《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四条

规定执行。

（二）运动员年龄：

体校甲组：16 岁至 19 岁，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体校乙组：12 岁至 15 岁，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社会俱乐部甲组：16 岁至 19 岁，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社会俱乐部乙组：12 岁至 15 岁，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三）体校甲组、社会俱乐部甲组混合接力 4 名参赛队员中

年龄 16 岁至 17 岁的至少 2 人；体校乙组、社会俱乐部乙组混合

接力 4 名参赛队员中年龄 12 岁至 13 岁的至少 2 人。

（四）运动员年龄资格以二代身份证为准。

（五）一名运动员只能报一个组别参赛，不允许同时报两个

组别参赛。

（六）运动员代表资格出现争议，按照《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竞赛规程总则》有关规定处理，如仍有争议，由相关单位协

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运动员代表个人参赛或不再参赛。

（七）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做好运动员资格的审核工作。



（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公民或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的永久性居民，运动员资格由香港、澳门参赛代表团依照

规定审定。

（九）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证明身体健康，并符合《中国铁

人三项运动协会参赛运动员体检指导意见》，该文件可到中国铁

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规则规定”栏查阅和下载。

五、参加办法

（一）资格赛参加办法

1．个人赛参加办法

每单位每一小项报名人数不限，运动员不可兼项（混合接力

除外）。

2．混合接力赛参加办法

由参加同场比赛个人赛运动员组队参赛，每单位每一小项参

赛队数不限。

3．资格赛运动队官员数量

运动员 1-3 人 4-6 人 7-12 人 12 人以上

官员 2 人 4 人 6 人 8 人

（二）决赛参加办法

1．个人赛参加办法

（1）每一小项最多不超过 30 人参赛。

（2）每单位每一小项限报 3 人，运动员不可兼项（混合接力



除外）。

（3）参赛名额分配按照《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铁人三项决

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执行（见附件）。

2．混合接力赛参加办法

（1）参加决赛混合接力赛的运动员须首先获得个人赛参赛名

额。

（2）每单位选定 2男 2女共 4名运动员组队参加混合接力赛。

（3）甲组混合接力赛组队须满足 16 岁至 17 岁运动员至少 2

人的条件；乙组混合接力赛组队须满足 12 岁至 13 岁运动员至少 2

人的条件。

（4）每单位每一小项混合接力赛限报 1 个队。

3．决赛运动队官员数量

参照资格赛有关规定执行。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2019 版）。国

际铁联竞赛规则中未具体说明的部分，按照《中国铁人三项运动

协会犯规行为处罚细则》（2019 版）以及本竞赛规程执行。上述

竞赛规则及处罚细则可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规则

规定”栏查阅和下载。

（二）竞赛距离：

1．半程：游泳 0.75 公里，自行车 20 公里，跑步 5 公里。

2．短距离：游泳 0.5 公里，自行车 10 公里，跑步 2.5 公里。



3．超短距离：游泳 0.3 公里，自行车 6.4 公里，跑步 1.6 公

里。

4．游跑两项：游泳 0.3 公里，跑步 1.6 公里。

5．混合接力（每人）：游泳 0.3 公里，自行车 6.4 公里，跑

步 1.6 公里。

（三）个人赛比赛中，在自行车赛段被套圈的同一小项运动

员将被取消继续比赛的资格。

（四）参赛运动员自备比赛服、自行车、头盔等比赛装备，

且须符合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运动员比赛服和装备细则，该细

则可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规则规定”栏查阅和下

载。其中比赛服按照参加国内比赛设计，国际铁联标志和英文国

家代码可不印制，运动员姓名可使用中文。

（五）出发名单编排办法

1. 个人赛

资格赛第一站，依次按照以下方式编排：

（1）2018 年终全国青少年积分排名；

（2）2018 年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成绩；

（3）由技术代表抽签随机编排。

资格赛第二、三站和决赛，依次按照以下方式编排：

（1）二青会资格赛积分排名；

（2）由技术代表抽签随机编排。

2. 混合接力赛



资格赛第一站：由技术代表抽签随机编排。

资格赛第二、三站和决赛，依次按照以下方式编排：

（1）二青会资格赛积分排名；

（2）由技术代表抽签随机编排。

（六）混合接力赛换人办法

混合接力赛可于赛前一天换人，参赛单位须向技术代表提交

书面换人申请，替补运动员须为参加二青会个人赛运动员，且须

符合本规程第三条、第四条说明的混合接力赛运动员资格和组队

规则。具体方式在赛前技术会上说明。

（七）混合接力赛竞赛规则

1．各队参赛运动员比赛先后顺序必须为：女-男-女-男；每

名运动员均须完成相同距离的“游泳-自行车-跑步”路线，并交

接给后一名运动员。

2．处于相同比赛位次的运动员之间允许尾随，即同处第一位

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之间允许尾随，同处第二位进行比赛的运动员

之间允许尾随，依此类推；处于不同比赛位次的运动员之间不允

许尾随。

3．同一个参赛队的所有成员须一起检录，特殊情况无法执行

的须经技术代表同意。

4．接力

（1）队员之间的接力在“接力区”完成，接力区长 15 米。

（2）接力方式为：完成比赛的运动员用手接触后一名运动员



的身体。

（3）如果上述身体接触发生在“接力区”之外，则相关的两

名运动员须回到“接力区”，重新进行接力。

（4）如果接力未能在“接力区”内完成，则相关的参赛队将

被取消比赛成绩。

（5）接力之前，运动员将在“接力准备区”等待，直到技术

官员通知其进入接力区。

5．只有各队的第 4 名运动员可通过终点线。

6．各队完成时间的计算方式为：从第一名队员出发开始直至

最后一名队员完成比赛，连续不间断计算。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资格赛按资格赛有关要求执行；决赛按《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七条有关规定执行。

八、报名和报到

资格赛按资格赛有关要求执行；决赛按《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十条有关规定执行。

九、技术官员

按《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九条规定执行。

十、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

按《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十一条有关规

定执行。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