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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中国健美协会欢迎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经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批准

的国家联合会及地区联合会参加本次的一带一路世界健美健身精英排位赛暨

IFBB 精英职业卡资格赛。大赛时间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到十四日。

西安简介

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也是该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它是一带一

路战略的重要一站。他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也和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为最具影响力的古城。它见证了 13 个朝代的历

史变迁并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及中国文化的诞生地。



西安是第一批入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名单的城市，也是中国最佳旅游目

的地及文明城市。目前西安有六大景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秦始

皇陵与兵马俑、大雁塔、小雁塔、唐代大明宫遗址、汉代未央宫遗址及兴教

寺。

便捷的交通网络

西安联结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是陇海兰新铁路沿线规模最大的城市，

这使它成为了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城市。

当地美食

拥有 3100 多年建城历史的西安也盛产美食。历经几千年的时光使西安

成为了中 华文明、中国美食的诞生地。肉夹馍及羊肉泡馍则是其中最著名的当地

美食。你可 以在西安享受到所有你喜欢的饮食，不论是美式饮食亦或是来自韩国、

日本、巴西、法国或印度的料理。



抵达与机场
官方到达日是 2019 年 10 月 10日（周四）

官方离境日是 2019 年 10 月 14日（周一）

官方到达机场是咸阳国际机场。组委会将在官方到达日前往西安咸阳机场接

机并将您送到官方酒店。各国家联合会需在抵达前提交填有确定团队到达、离

开时间及 总人数的最终报名表。

请在出发前 24-36 小时内联系秘书处以确认自己的航班。

提前抵达/推迟离开

如有任何国家联合会包括团队内个人选择在 2019 年 10 月 10 号（周四）

前到达或在 2019 年 10 月 14 日（周一）之后离开，请自行担负相关费用，费

用涵盖酒 店入住及前往机场的交通费用。

请在距比赛 15 日前内将您抵达/离开的具体时间及人数告知组委会以便组

委会能为您的国家队成员提供合适的交通。您的配合将为团队的顺利出行提供

重要保障。

官方到达日前或滞后到达或离开的团队的酒店房间（含早）为双人间每天每

人100 美元/单人间150美元。请在 2019 年 9 月 25 日前将您提前或滞后离

开的信息告知组委会。



预赛场馆

预赛比赛场地：西安体育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体育艺术综合馆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含光路65号

概况：西安体育学院，坐落于世界历史名城古都西安，创建 1954 年，是

新中国最早建立的 6 大体育院校之一，原隶属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委），

2001年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陕西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体育总

局共建院校。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体育高等学府。



开幕式场地

开幕式场地：永宁门景区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大街2号

概况：永宁门，西安城墙正南门，位于南城墙中部偏西。原为隋唐长安皇城南

面偏东之“安上门”，唐末韩建改筑新城时保留。明洪武七年至十一年（1374

年至 1378年），扩建西安府城，此门沿用为南门，易名“永宁门”。



总决赛及颁奖典礼场地

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区雁南三路与雁塔南路交叉口

概况：“开元广场”是大唐不夜城中轴线的景观高潮，南北长 161 米，东西宽

78 米，面积约 12200 平米，广场上设立了 1组“开元盛世”群雕和 8根 LED

灯蟠龙柱，壮美恢弘。整个雕塑群由 78 个人物组成，营造出一种大唐盛世百

姓安居乐业的欢乐气氛。



官方酒店

各国联合会运动员/代表

唐城宾馆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含光路南段 229号



国际健美联合会和中国健美协会官员及技术代表

皇冠假日酒店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朱雀路中段 1 号

仅组委会有权协调官方参赛者（运动员、代表）、其它代表、赞助商、媒体

等人 员包括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境及比赛期间的宾馆预订。



食宿及酒店押金

官方抵达日期是 2019 年 10 月 10 日（周四），离境日期是 2019 年 10

月 14 日（周一）。组委会将提供 4 晚双人间包含三餐（早、中、晚餐）的免

费酒店入住及点对点交通服务。如果任何国家联合会有住单间的需求，需额外

支付 150美金/人/天。

食宿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周四）晚餐开始，包含 10月 11、12、13 日

的早中晚三餐，及10月10日-13日的住宿，并于 2019年 10 月 14 日（周

一）的早餐结束。

重要通知

本套餐将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周一早餐结束，您可自行决定 10 月 14

日的食宿。您可以选择在 10 月 14 日启程离境。如果您决定在该城市进行短

程旅行，您需要支付额外食宿费。

客人需在办理入住时支付每人 100 美元的初始押金，以支付可能产生的

杂费和个人费用（电话，迷你吧，洗衣房，客房服务等）。退房时未用到的押

金部分将被依照原货币退还。为了高效完成注册，首席代表或团队经理需提

供信用卡或现金以支付整个团队的保证金。该人员将对其团队所有成员的所

有费用承担全部责任。 请在出发前告知您的团队，以免产生额外费用。

官方代表
1. 三名及以上运动员：2 名代表

2. 少于两名运动员：1 名代表

额外代表/赞助商/媒体需支付 370美金套餐费，该套餐包含 10月 10-14日四

个晚上的住宿和伙食，以及机场-酒店-赛场点对点交通，通往赛场和开闭幕式

的门票。

参赛
本次比赛不设参赛人员数量限制。所有国际健联成员国运动员均可参赛。参赛

运动员需由自己所在国家联合会推荐并被列入最终报名表并于 2019年 9月 30

日之前被中国健美协会、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技术委员会及国际健美健身联合

会于马德里的总部办公室接收方具有参赛资格。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保有对任

一运 动员是否有参赛资格的确认权。



请注意，各国家联合会有责任和义务去核实每名参加本次国际赛事的运动

员，以确保其不曾因违反国家级或国际级的反兴奋剂规定或任何纪律而被禁

赛。

注册

官方运动员注册将在当地时间 2019 年 10 月 11日（周五）（东八区）于

官方酒店唐城宾馆进行。

运动员及裁判员需不晚于 10月 10 日（周四）抵达。如有晚于该抵达时间

的国家联合会，请提前 15 日于 9月25日之前联络告知组委会。团队首席代

表或管理需确保自家运动员准时参加注册。任何注册迟到的运动员无法参赛。

所有运动员需在注册时提交自己的护照及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的国际卡。任何

未曾购买或更新自己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国际卡的运动员需在注册时重新购

买。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卡的费用为35欧元或45美元。该费用必须缴纳。

所有造型音乐只接受 U 盘形式（请确保您的 U 盘内只有一首造型音乐，没有

其它文件）。运动员需在 U 盘表面注上自己的名字以便区分。该造型音乐将在 官方

运动员注册（称重）时交给大赛组委会。严禁使用有亵渎、粗俗或冒犯性歌词的造

型音乐。

注册费
运动员和代表参加本次比赛需缴纳的注册费是 150 美元，您可方便时通过信用卡、

借记卡或贝宝在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的官网 http://www.ifbb.com/competition-

registration 提前缴纳。

请在线上支付的页面中填写好自己的名字并在现场注册时带上打印的支付证明以

证实自己之前的缴费行为。

线上缴费的截止日期是 2019 年 9月 30日（周一）。线上支付系统将在 9月 30

日的 24 时（中欧时间的凌晨，东二区）关闭。



比赛项目与级别

项目与级别

项 目 级 别

1

1

男子古典健美

168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0 [kg]

2
171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2 [kg]

3
175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4 [kg]

4
180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7 [kg]

5
180 cm以上

188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9 [kg]
196 cm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11 [kg]
196 cm以上: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13 [kg]

2

6

男子传统健美

65 kg及以下

7 75 kg及以下

8 85 kg及以下

9 95 kg及以下

10 95 kg以上

3

11

男子健体

身高 170 cm 及以下

12 身高 173 cm 及以下

13 身高 176 cm 及以下

14 身高 179 cm 及以下

15 身高 179 cm 以上



4 16 健身先生

公开组

162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2 [kg]
165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1 [kg]

168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0 [kg]

171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100) + 1 [kg]

175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100) + 2 [kg]

180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100) + 4 [kg]

188 cm及以下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100) + 5 [kg]

Up to & including 196 cm: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6 [kg]
196 cm以下=身高-100+6 kg

196 cm以上
最大体重 [kg] = (身高 [cm] – 100) + 7 [kg]

5 17 健身小姐 公开组

6
18

女子形体

身高 163 cm 及以下

19 身高 163 cm 以上

7

20

女子比基尼健身

身高 158 cm 及以下

21 身高 162 cm 及以下

22 身高 166 cm 及以下

23 身高 172 cm 及以下

24 身高 172 cm 以上

参赛办法及奖金
每个级别最少 5 名运动员参加方能开赛。如特定级别参赛运动员数少于 5



名，该级别将被整合进相应其它的级别中。如特定级别参赛选手数少于 5 名，

则该级 别不能进入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的世界排位积分系统中。

每个级别前 15 位运动员将进入半决赛。排名前 6 位的运动员进入决赛并

获得荣誉。各级别前 5 的运动员将获得 2019 年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世界排位

的积分，积分奖励安排如下：

排 名 获得积分数

第一名 7

第二名 5

第三名 4

第四名 3

第五名 2

男子古典健美、传统健美、男子健体、女子比基尼健身排名前两位的运动员

及女子 形体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可以参加自己所在项目全场冠军的比赛。

颁奖

比赛总奖金达 285000 元人民币，并以人民币形式发放。

各类别排名前六的运动员将获得证书。

各类别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将获得奖牌。

男子、女子成年组排名前五的运动员将依据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世界排位赛

规定获得 2019 年度的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世界排位积分。

传统健美、古典健美、男子健体、女子比基尼健身、女子形体排名全场比赛

前三的运动员及健身先生、健身小姐公开赛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将获得国际

健美健身联合会颁发的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精英职业卡（经自己国家联合

会申请后生效）

传统健美、古典健美、男子健体、女子比基尼健身、女子形体排名全场比赛

前三的运动员及健身先生、健身小姐公开赛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将获得奖

牌、奖杯及奖金。奖金分配如下表：



项目

全场赛或公开赛排名

前三运动员奖金分配

（奖金以人民币形式发放，单位：元）

1 男子古典健美 30,000￥ 20,000￥ 10,000￥

2 男子传统健美 30,000￥ 20,000￥ 10,000￥

3 男子健体 25,000￥ 13,000￥ 10,000￥

4 健身先生 10,000￥ 8,000￥ 5,000￥

5 健身小姐 10,000￥ 8,000￥ 5,000￥

6 女子形体 10,000￥ 8,000￥ 5,000￥

7 女子比基尼健身 25,000￥ 13,000￥ 10,000￥

最初报名表
比赛最初报名表需在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发送至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

及 中国健 美协会邮箱以确定自己的参赛意图。如果此时您还不能确定自己国

家官方参赛者 的名字，请将参赛运动员及代表的总数发至：

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邮箱： info@ifbb.com

中国健美协会邮箱： cbba _ cn@126 . c om

最终报名表

提交最终报名表的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国家联合会需在截

止日期前将最终报名表尽快提交到中国健美协会及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

邮箱。设置截止日期是为了协助组委会安排食宿、定点交通及其它赛事

安排。国家联合会在截止日期后提交表格违反了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章

程，可能会受到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的相关处罚。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保

留对迟交最终报名表的国家联合会的处罚权。

运动员只有在获得自己所在国家联合会认可并被列入最终报名表后才能有权

进行注册。

请发送报名表至

请将最终报名表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之前 请抄送：
发送至：
中国健美协会 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总部办公室：

mailto:info@ifbb.com
mailto:cbba_cn@126.com


Frank/ Daisy 戴安娜女士

Phone: +86 18801221140/+86 18600313029 手机号：+34 91 535 2819

E-mail: cbba_cn@126.com
电子邮箱：info@ifbb.com

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技术委员会安德

鲁电子邮箱：
amichalak5@gmail.com

国家游行
参加国家游行的代表着装要求如下：

蓝色西服外套并佩戴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中国健美协会徽章

灰色裙装或裤子并佩戴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中国健美协会领带

黑色鞋子及深色袜子

穿着运动服及运动鞋的代表不允许参加国家游行仪式。每个国家只允

许一名代表参加该仪式。

签证

任何想入境中国的外籍人员需要提供在有效期内的护照及签证方能成行。请

点击以下链接 了解更多有关签证的信息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sa_policy_of_China

请您确保在出行前已知晓您所在国家办理中国官方签证的相关政策。如果您

需要赛事邀请函，请联系我们。

相机/录像机设备

只有经中国健美协会允许的媒体人方可以依据情况进入后台。禁止任何人携

带相 机或录像设备进入更衣室。

国歌/国旗

各参赛国需携带 U 盘并将自己的国歌（仅限简版）带到中国西安。存有国 歌

的 U 盘内不得存放任何其他造型音乐。各国家联合会需携带两面国旗到中国 西

mailto:cbba_cn@126.com
mailto:info@ifbb.com
mailto:amichalak5@gmail.c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sa_policy_of_China


安。国 旗需为密集的丝绸材质并不超过 2.5 米*1.5 米。

绿卡

绿卡为出入称重场地及预赛、决赛时的证件。这些绿卡将在 2019年 10 月11

日官方运动员注册的时候按照以下规则发放：

十一名及以上运动员：3 张卡

六到十名运动员：2 张卡

少于六名运动员：1 张卡

兴奋剂管控
根据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及中国健美协会有关反兴奋剂使用的相关规定，部

分运动员将被中国健美协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使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实验

室进行抽查检测。所有选手在称重及注册时将被要求签署药物检测同意书及免责

确认书。

兴奋剂管控将按下列方法进行：

随机挑选：在赛事期间随机抽选一定数量的运动进行检测，例如在称重环节

中。

加权挑选：选取部分决赛中的运动员进行检测，比如在决赛环节。

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保留挑选运动员进行检测的权利。各参赛国家联合会有责

确保自己的运动员“干净参赛”。各参赛国家联合会有责任确保其名下运动

员不曾因违反国家级或国际级的反兴奋剂规则或任何纪律而被禁赛。

媒体指派

除了当地媒体，所有媒体指派将由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及中国健美协会管

理。所有想要获得媒体指派权的媒体需注册并填写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媒体指

派表。

因医疗原因退赛

一旦完成官方注册，任何运动员在没能得到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裁判长许

可的情况下，不得退赛。未经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裁判长允许，任何国家联



合会不得单方面 允许运动员退赛。裁判长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

人员顶替问题

人员顶替严重违反了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道德条例。任何出现人员顶替问题

的国家联合会将被立即取消参赛资格并将面对每位顶替人员 500 美金的处罚。

时差

东八区UTC + 08:00 hrs

货币

中国的货币为人民币，元。

1 美金=7.0 元人民币（截至 2019 年 8 月）

1 欧元=8.0 元人民币（截至 2019 年 8 月）汇

率会有波动。最新的汇率查询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xe.com/currency/cny-chinese-yuan-renminbi

主要的酒店、商场及餐厅更偏向喜欢接收人民币。我们建议您来中国前兑换

些许人民币以方便在中国境内的出行。

气候

十月的平均气温为 19 摄氏度。

电器设备

标准电压为 220V/50Hz

需要 I 型号转换头或适配器更多信息请点

击：

https://www.worldstandards.eu/electricity/plugs-and-sockets/

http://www.xe.com/currency/cny-chinese-yuan-renminbi
https://www.worldstandards.eu/electricity/plugs-and-sockets/


语言

中文为官方语言。英语也在酒店、餐厅、商场及景点等地被广泛使用。

重要信息

各国家联合会主席及秘书长需确保自己国家队成员（运动员、代表、其它代

表） 充分了解本次竞赛规程中的规章制度。

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及中国健美协会保留本次竞赛规程的最终解释权。

信件/联系方式

请将信件发送至：

中国健美协会秘书长

古桥先生

电话： 86010-85752850
邮箱：cbba_cn@126.com

mailto:cbba_cn@126.com


暂定活动表

日期/时间 事 项 地 点

10月 10 日 全天
官方运动员/代表抵达 唐城宾馆

10月 11日

09:00~10:30 技术会议/裁判会议 唐城宾馆- 丽苑宫

10:30 官方运动员注册及称重 唐城宾馆- 丽苑宫

19:00~ 21:00 开幕式 永宁门（南门）景区

10月 12日 09:00~19:00 比 赛 西安体育学院体育艺术综合馆

10月 13日
09:00 比 赛 西安体育学院体育艺术综合馆

18:00~21:00 总决赛/颁奖/闭幕式 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

10月 14日 全天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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