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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铁人三项犯规行为处罚细则（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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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比赛安全、公

平、公正举行，根据《高等学校校园铁人三项比赛竞赛规则》等相关文件，制定此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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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校园铁人三项比赛裁判团队中以下岗位拥有处罚权，可以执行处罚：

裁判长、副裁判长、检录组、游泳组、转换区组、自行车和跑步组、饮水站、终点组，以

及其他由裁判长指定的人员。

三、犯规行为及处罚细则（见附表）

本细则为根据规则相应部分列出的最常见犯规行为和处罚方式。

四、竞赛规则部分条款释义

（一）技术会

各代表队如因未仔细阅读微信群技术会先关信息造成违规，后果自负。

（二）出发的定义

运动员的脚通过出发线垂直面视为出发。

（三）上、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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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车线之后上车：运动员的脚必须在通过上车线之后与地面至少接触一次，如无

此动作则视为犯规。

2. 下车线之前下车：运动员的脚必须在通过下车线之前与地面至少接触一次，如无

此动作则视为犯规。

（四）处罚区内的时间处罚

1. 设置处罚区是为了更加安全、规范、有效地对运动员的犯规行为进行处罚。

2. 处罚区的位置：转换区前 50 至 100 米。

3. 处罚通知：处罚区将设置公告牌，显示犯规运动员的号码。运动员有责任和义务

在经过处罚区时查看公告牌；领队教练可对运动员进行提醒。

4. 处罚程序：

（1）运动员停止比赛，进入处罚区通知裁判员接受处罚；

（2）运动员一旦停止，计时即开始；处罚时间结束后，运动员方可继续开始比赛；

（3）运动员可以在跑步赛段中的任何阶段（到达终点前）接受处罚；

（4）接受完处罚后，运动员的号码将从公告牌上擦除。

5. 未接受处罚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成绩。

6. 如同一名运动员有多项犯规行为，则时间处罚可以叠加，例如：某名运动员因犯

规行为应接受两个 10 秒的时间处罚，则可叠加为 20 秒的时间处罚。

7. 混合接力组运动员犯规，可由同队的任何一名队员接受处罚。

（五）“躯干”的定义

运动员“躯干”的任意部位通过终点线垂直面，视为完成比赛。“躯干”不包括头、

颈和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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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三）本细则解释权归北京大学生铁人三项运动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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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规行为及处罚细则表

本细则为根据规则相应部分列出的最常见犯规行为和处罚方式。

一、总则

序号 犯规行为 犯规性质 处罚方法
执行方式（注

1）

犯规行为说明或举例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示例）

1
（1）不按规定路线比赛

（2）违反特殊的交通规则

如可以纠正或

非故意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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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线等
如无法纠正或

故意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2
（1）不文明语言或行为

（2）违反体育道德行为

取消比赛资格

（停赛审查）
报告

不尊重观众、拒绝领奖、散发不负责任言论、

严重影响与干扰比赛

3
（1）阻碍其他运动员比赛

（2）不公平的身体接触

非故意

或不明显
口头警告或警告 直接执行

（1）游泳赛段中拉、扯、抓、拽、踢、蹬等

（2）自行车、轮滑、跑步赛段（尤其在弯道

处）阻挡、推搡其他运动员

（3）在其他组别比赛进行时在相同路线上热

身

故意或明显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4
比赛中，接受非官方协助或试图通过外部车辆或

物体不公平获利

如可以纠正 警告 直接执行 接受非组委会竞赛人员（裁判、志愿者）帮助。

如：教练员、观众等（递水、搀扶、修理车或

轮滑鞋）。
如无法纠正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5

（1）不遵从裁判员或竞赛管理人员指示

（2） 检录结束后，穿着不符合规则要求的比赛

服。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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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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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裸体或不雅的身体暴露行为

（5）未按要求在处罚区接受处罚

6 出于安全原因离开比赛路线，但未原路返回

非故意 口头警告，尽可能纠正 直接执行

在自行车或轮

滑赛段，如果运

动员已获利

时间处罚：10秒

报告

7

（1）使用非法比赛服与装备

（2）裸露躯干或在其他进行中的赛场热身

（3）错误使用比赛号码

如可以纠正或

非故意
警告 直接执行

（1）因比赛服不符合规则且无法纠正的，取

消比赛资格。

（2）因比赛装备（包括泳装、泳帽、小轮车，

轮滑鞋，头盔）不合符规则且无法调换，取消

比赛资格。

（3）比赛中故意携带非法装备，包括耳机或

听筒、玻璃制容器、移动电话等，取消比赛资

格。

如无法纠正或

故意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8

（1）提供虚假报名资料

（2）在未取得参赛资格的情况下参赛

（3）反复违反竞赛规则

取消比赛资格并向组委会报告，取

消该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报告

9 特别严重的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二、出发

10 出发抢跳（跑）

非故意或非主

动
警告或时间处罚：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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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第二次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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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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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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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转换区

12
未将个人装备摆放在自己的位置，或阻碍了其他

运动员的跑进。

赛前 警告并纠正 直接执行

赛中 时间处罚：10 秒 报告

13
自行车或轮滑，未将自行车或轮滑鞋未摆放在自

己的位置上。
时间处罚:10秒 报告

14

（1）上车线之前上车

（2）下车线之后下车

非故意 警告并纠正

直接执行
故意 时间处罚：10 秒

15 将比赛装备放置或丢弃在非指定位置

非故意 警告并纠正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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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 时间处罚：10 秒

16 在转换区做标记
警告并纠正；否则：移除标记且不

通知运动员
直接执行

四、自行车、轮滑

自行车赛段必须沿赛道右侧骑行

轮滑赛段必须沿赛道左侧滑跑

非故意 警告并纠正 直接执行

故意 时间处罚：10 秒 报告

17 （1）头盔未扣紧或未扣 第一次 警告并纠正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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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自行车或轮滑赛段比赛中摘掉头盔

（3）在轮滑赛段中未戴护具
第二次 取消比赛资格

18
（1）熟悉比赛路线，自行车或轮滑赛段不戴头盔

（2）轮滑赛段未戴护具
警告并纠正 直接执行

19 自行车尾随
第一次：时间处罚 10秒

第二次：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20
在自行车或轮滑换项过程中，运动员持车或轮滑

进入转换区内，头盔未扣或未扣紧

第一次：警告并纠正

第二次：时间处罚：10 秒
报告

五、跑步

21
（1）跑步赛段爬行

（2）跑步赛段戴头盔
取消比赛资格 报告

运动员在冲刺阶段因意外丢失跑鞋，不视为

“跑步赛段不穿跑鞋”。

22 在弯道处借助杆、树等固定物体转弯 时间处罚：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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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消极比赛等影响比赛形象的行为
不明显 口头警告或警告 直接执行 运动员消极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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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执行方式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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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