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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选手、经理、训练员、教练和其他辅助人员在帮助维护各个层面体育运动的公正性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USADA) 的使命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即所有选手都应有权利和机会公平地参赛 - 通过奉献、牺牲和努力训练来取得自己的个
人成功。 USADA 孜孜疲倦地工作，以确保没有任何公平地参赛的选手会受到使用提高
成绩药物的竞争对手的欺骗。

本手册旨在为 UFC 选手提供成功参加“UFC 反兴奋剂计划”(UFC Anti-Doping 
Program) 所需信息的摘要。 获得准确的信息可以确保 UFC 选手不仅为训练和比赛做好
充分准备，而且为他们在更广泛的全球反兴奋剂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做好充分准备。

目录

导言                                                                                        1

全世界为公平体育所做的努力                                                             2

UFC 禁用清单                                                                             3

禁用物质的健康与安全摘要                                                                4

禁止的兴奋剂使用方法摘要                                                              10

物质澄清                                                                                   11

增强性能的药物和方法参考图                                                           14

治疗用药豁免 (TUE)                                                                      16

膳食补充剂                                                                                18

兴奋剂检查程序                                                                          19

UFC 注册检测库                                                                          27

结果管理                                                                                  31

调查                                                                                      34

般常见问题解答                                                                          35

USADA 资源                                                                              37

USADA 的使命

我们秉持公众的信任，与选手们站在一起，捍卫其参加公平体育运动的权利，促进真实和

健康的体育运动，并提高体育运动的公正性。

本出版物中的信息仅供参考，并只是摘要。 本手册中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的类别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与“UFC 反兴奋剂政策” (UFC Anti-Doping Policy) 之间存在任何差异，则以 

UFC 反兴奋剂政策为准。 如需了解最新情况，请访问 UFC USADA org，或 UFC 全球药物参考在

线： UFC GlobalDRO com。

© 2022  美国 反兴奋剂机构。  除非获得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明确书面许可，否则不得复制、分发、

传播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文所含材料。

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信息仅供参考，并仅构成摘要。本指南中提及的违禁物质和违禁方法的类别可能会

有变化。如果本指南中包含的信息与“UFC 反兴奋剂政策” (UFC Anti-Doping Policy) 之间存在任何差

异，则以该政策为准。如需了解最新情况，请访问 UFC USADA org，或者访问 UFC 全球药物参考 

(UFC World Drug Reference) 网站 UFC GlobalDRO com。

选手快讯 (Athlete Express)

- +1 719-785-2000 或免费电话 (866) 601-2632

- 国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

- ufcathleteexpress@USA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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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责任心，而且我知道我正在与之格斗的
选手是按照最高标准进行比赛的。 我确实相信有格斗手使用兴
奋剂，该计划中的每位选手都要接受检测，以创造一个平等的
竞争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 
  – 克里斯•道考斯 (Chris Daukaus)，UFC 重量级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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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DA 为 UFC®（终极格斗锦标赛）所认可，是服务于 UFC 的官方独立反兴奋剂机
构。 USADA 于 2000 年 10 月 1 日开始运作，是一个非营利的非政府机构，其唯一使
命是：与选手站在一起，捍卫其参加公平体育运动的权利，促进真实和健康的体育运
动，并提高体育运动的公正性。

作为 2015 年 7 月启动的全球 UFC 反兴奋剂计划的 (UFC Anti-Doping Program)一部
分，USADA 与我们的国际 DCO（兴奋剂检察官）网络和世界各地其他独立反兴奋剂组
织合作，以确保所有 UFC 选手无论在哪里居住、训练或参赛，都应接受检测。

UFC 禁用清单 (UFC PROHIBITED LIST)

UFC 禁用清单 (WADA Prohibited List) 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发布的最新禁用
清单为蓝本，并包含了 WADA 技术文件。 经过广泛的磋商后，WADA 每年都会编制并
发布“WADA 禁用清单”(WADA Prohibited List)。 所有 UFC 选手都可能需要接受针对 
UFC 禁用清单上任何物质或方法的检测。

一种物质或方法是如何被列入 WADA 禁用清单的？

如果一种物质或方法满足以下三个标准中的至少两个，则该物质或方法就会被列入 
WADA 禁用清单：

		 它可以提高或有可能提高体育成绩。

		 它是对选手的实际或潜在的健康风险。

		 它违反了体育精神1

USADA 创建了多种资源来帮助选手确定其产品的违禁状态。 搜索药物状态的最快方法
之一是使用 UFC 全球药物参考在线 (UFC  GlobalDRO com)，它提供了有关在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瑞士、新西兰、英国和美国销售的特定药品的状态的易于获取和准
确的信息。 数据库中还包括一些非处方药品。 UFC Global DRO® 不包含有关或适用
于膳食补充剂的信息。  如果选手在 Global DRO 上找不到其药物的品牌名称，他们还
可以搜索药物上列出的活性成分，这对于感冒药、流感药和其他此类非处方药通常是必
要的。 要百分之百确保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服用补充剂。 如果选手选择使用补充
剂，他们应该只使用 UFC 禁用清单中确定的“认证补充剂”(Certified Supplement)。 如
需详细了解认证补充剂，请访问 UFC USADA org/supplements。

如需有关药物、补充剂或成分的更多帮助，请通过如下方式联系 USADA 的药物参考专
线 (Drug Reference Line)：电话：+1 719-785-2000，免费电话：(866) 601-2632 国
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或电邮：ufcdrugreference@usada org。

1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The World Anti-Doping Code) 的定义，体育精神是对人类精神、身

体和心灵的颂扬。 它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反映在我们在体育运动中发现的价值观中，包括健

康、道德、公平参赛、诚实、品格、快乐、团队合作、奉献精神、尊重规则和自我，以及其他类

似的价值观。

全世界为公平体育所做的努力 UFC 禁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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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上

		 痤疮

		 男性型秃顶

		 肝损伤*

			(青少年）长骨生长中心过早关
闭，可能导致发育 缓*

心理上

			攻击性和性欲增强，有时导致不
正常的性行为和犯罪行为，常被
称为“暴怒”

			停用合成代谢类固醇可能与抑郁
症和自 相关联 

男性

			乳腺组织发育*

			睾丸萎缩*

			阳痿

			精子产生数量减少

女性
			声音低沉*

			停止乳房发育

			面部、腹部和上背部毛发生长*

			阴蒂肿大*

			月经周期异常

注意： * 影响可能是永久性的，而且因人而异

合成代谢类固醇滥用的副作用：

肽激素、生长因子、相关物质和模拟物

这个类别中某些物质有重要的医学用途，如促红细胞生成素 (EPO) 可治疗贫血，而人类
生长激素 (hGH) 可治疗生长激素不足。 但这一类的许多物质都是实验性的，没有合法
的治疗用途。 
这类药物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和健康风险？

			高血压 (ESA/hGH)

			血癌/白血病 (ESA/hGH)

			贫血 (ESA)

			中风 (ESA)

β2 激动剂

这些化合物的主要医疗用途是治疗哮喘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Β-2 激动剂的抗兴奋剂
状态取决于药物、给药途径、是否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以及剂量。  在使用任何 β-2 激
动剂之前，选手有必要查阅一下 UFC.GlobalDRO.com。 一些吸入式 β-2 激动剂，如沙
丁胺醇/和沙美特罗，允许达到一定的剂量阈值。

β-2 激动剂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

			心跳加速或心悸

			头痛

			出汗

哮喘药物的使用有限制吗？

这些药剂，当吸入时，是抢救治疗的第一线，尤其是哮喘。 它们也是强有力的兴奋剂。 
其中一些药物还具有合成代谢特性，特别是口服或注射时。 由于其刺激作用和潜在的合
成代谢作用，它们的使用受到了限制。要检查哮喘药物的状态，请访问  
UFC.GlobalDRO.com。

注意：  参见 UFC.USADA.org/tue 上有关使用违禁药物的“UFC 治疗用药豁免政策”(UFC 

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 Policy)。

激素和代谢调节剂

本节回答了与 UFC 禁用清单中所列物质和方法相关的健康和安全风险的常见问题。 如 
UFC 禁用清单中所述，详细信息按类别提供。 本节还提供了有关物质的合法医疗用途
的信息。 

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 UFC.USADA.org。 

始终禁止使用的物质摘要

合成代谢剂

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 (AAS) 是目前最流行的增强肌肉力量和瘦肌肉质量的药物。 由
于检测灵敏度方面的科学进步，像睾丸素（睾酮）、康力龙、氧雄龙和诺龙这样的 AAS 
很容易在选手样本中检测出来。 然而，绝大多数 AAS 还没有确定的医疗用途。

合成代谢类固醇滥用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

合成代谢类固醇滥用的生理和心理副作用有可能影响任何使用者，而其他副作用则因性
别而异。 下面的清单并不全面。

54

禁用物质的健康与安全摘要

			心脏病发作

			肺栓塞 (ESA)

			女性化 (hCG)

			甲状腺问题 (hGH)

			恶心

			肌肉痉挛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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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拮抗剂是调节激素功能的药物。 禁止使用特定种类的激素拮抗剂和调节剂，包括：

			芳香化酶抑制剂

			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 (SERM)

			调节肌生长抑制素功能的药物

			其他抗雌激素物质，如克罗米芬

			胰岛素及其模拟物

			美度铵、曲美他嗪、AICAR

激素和代谢调节剂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和健康风险？

			血糖水平下降（胰岛素）

			内分泌系统紊乱（克罗米芬）

			肝损伤 (AICAR)

			胆固醇失衡（芳香化酶抑制剂）

			运动功能紊乱和震颤（曲美他嗪）

利尿剂和掩蔽剂

这些化合物的主要医疗用途是治疗高血压、肾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疾病。 血浆膨胀剂
（例如，静脉注射白蛋白、右旋糖酐、羟乙基淀粉和甘露醇）也被禁止。 

这类物质的一些眼科（局部眼）制剂是允许使用的。 利尿剂或掩蔽剂与β-2 激动剂吸
入器一起使用会使吸入器的允许剂量无效。  选手在使用前应检查 UFC.GlobalDRO.com 
上的所有药物。

滥用利尿剂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和健康风险？

		脱水

		头晕或晕厥

		钾缺乏引起的肌肉痉挛和心律失常

		血压下降

		失去协调和平衡

		死亡

未经批准的物质

这一类别是指 UFC 禁用清单的任何其他部分均未涉及的物质，以及目前未经任何政府
卫生监管部门批准用于人类治疗的物质（例如，正在进行临床前或临床开发的药物、已
停产的设计药物，以及仅批准用于兽医用途的物质）。  

禁用的未经批准的物质的示例包括：

	 	 BPC-157

	 	二硝基苯酚 (DNP)

	 	脂肪肽

	 	 Rycals (ARM036)

	 	去乙酰化酶 (SRT2104)

	 	 AdipoRon

注： 这些示例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使用未经批准的药物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

未经安全性和临床疗效试验而用于人类的物质不具有安全性，其潜在副作用未知。

仅在比赛中禁用的物质摘要

“比赛中”是指预定的“对战卡”(Fight Card) 争夺战前一天中午开始，到赛后样本或标本
采集完成为止的一段时间。 如果 USADA 未在合理时间内（不超过选手赛后体检合格后
一小时）开始赛后样本采集，则比赛中时间段将在该时间结束。

由于体检合格时间取决于许多个人因素，USADA 通常不能建议选手何时停止使用某种
物质，以确保其完全从其身体中“排出”。 

兴奋剂

这些化合物的主要医疗用途是治疗诸如注意力缺陷障碍、哮喘、嗜睡症和肥胖症等疾
病。 在医疗必需之外使用兴奋剂可能不安全，并会产生负面副作用，包括心率和血压升
高，从而导致中风、心脏病发作和心律失常的风险增加。 此外，滥用药物会导致不自觉
的颤抖（震颤）、脱水、失眠、焦虑以及依赖和成瘾。 虽然大多数含有兴奋剂的药物都
是由医生开的，但一些非处方药已知含有违禁化合物。 例如，伪麻黄碱、左甲苯丙胺、
环己丙甲胺和肾上腺素可能存在于过敏、感冒和流感药物，或鼻腔喷雾剂或吸入剂中。 
其他兴奋剂可以在膳食补充剂中找到，如运动前粉和饮食辅助剂。 

使用兴奋剂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和健康风险？

			失眠症

			焦

			体重减轻

			依赖和成瘾

	

			脱水

			颤抖

			心率和血压升高

			增加中风、心脏病发作和心律失常
的风险

非处方药或补充剂可能含有兴奋剂吗？

是的，禁止使用的兴奋剂，如伪麻黄碱、左甲苯丙胺、环己丙甲胺和肾上腺素，可能存
在于非处方产品中，如过敏、感冒和流感药物，或鼻喷雾剂或吸入剂。 其他兴奋剂可以
在膳食补充剂中找到，如运动前粉和饮食辅助剂。 选手应确保在赛期前 24 小时内不服
用伪麻黄碱药物。 

可以通过非处方购买的膳食补充剂，也可能含有违禁的兴奋剂，如章鱼胺、甲基己胺，
以及奥洛福林，也称为甲基辛弗林。 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膳食补充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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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品

当剂量适当时，麻醉品具有缓解或控制剧烈疼痛等医学用途。

麻醉品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和健康风险？

虽然快感或心理刺激是使用麻醉品的常见影响，但滥用麻醉品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 
其中包括：

			虚假的无 感

			恶心和呕吐

			痛阈增加和无法识别伤害

			心率减慢

			生理和心理上的依赖，导致上瘾

			呼吸抑制

			死亡

如果受伤需要止痛药，我该怎么办？

查阅 UFC GlobalDRO com，或联系 USADA 药物参考专线：电话：+1 719-785-2000
，或免费电话：(866) 601-2632， 国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 或发送电子邮件
至：ufcdrugreference@usada org，了解清楚该物质是否被禁止。 如有需要，请参阅本
手册的“治疗用药豁免”(TUE) 部分，详细了解如何申请 TUE。

大麻素类

羧基四氢大麻酚（大麻和大麻中的精神活性成分）检测呈阳性将不会被视为违反 UFC 
反兴奋剂政策，除非 USADA 确定选手故意使用它来提高成绩。 所有其他“植物”大麻素
（从植物中自然提取的大麻素）都不禁止使用。 

UFC 选手需要记住的是，竞技委员会 (Athletic Commission) 可能都有禁止一定含量的
羧基四氢大麻酚和其他大麻素的规则，因此他们应该熟悉竞技委员会批准其参加的比赛
的规则。

虽然大麻二酚 (CBD) 不禁止使用，但从大麻植物中提取的 CBD（例如 CBD 油）可能
含有不同浓度的具有精神活性的 THC 和其他天然大麻素，这可能是竞技委员会禁止
的。 人体吸收大麻素中的活性成分 THC，并将其分解为代谢物。 这
些代谢物会在体内积累，并在使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才在尿液中排
泄，具体取决于使用者的新陈代谢和其他习惯。 UFC 选手在进行规
范比赛前考 使用 CBD 产品时应格外谨慎，并应熟
悉其计划参加比赛的竞技委员会的规定。

使用大麻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和健康风险？

			心率加快

			短期记忆受损

			时空扭曲

			注意力不集中

			协调和反应 钝

			情绪不 定

			思维和阅读理解能力受损  

			呼吸系统疾病

糖皮质激素

这些化合物的主要医疗用途是治疗过敏、哮喘、炎症和皮肤疾病以及其他肌肉骨骼疾
病。 

糖皮质激素（通常称为“皮质类固醇”）通常存在于哮喘控制吸入剂、滴眼液或滴耳液、
外用乳膏、肌肉内或关节内注射剂、鼻喷雾剂和药丸中。 

所有糖皮质激素都禁止在比赛中通过任何注射（包括静脉注射、肌肉注射和 关节内注
射）、口服（包括口腔黏膜 - 如口腔、牙龈、舌下）或直肠途径给药，除非是由 有执
照的医生合法开具的、为医疗标准内的合理目的而接受的并由有执照的医疗专业人员给
药使用的药物。

糖皮质激素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

			倍氯米松

			倍他米松

			布地奈德

			环索奈德

			可的松

			地夫可特

			地塞米松

			氟可龙

			氟尼索松

			氟替卡松

			氢化可的松

			甲泼尼龙

			莫米松

			泼尼松龙（强的松龙）

			泼尼松（强的松）

			曲安奈德

其他给药途径（包括吸入和外用： 牙科-口腔内、  皮肤、鼻内、眼科和肛周）

在制造商许可剂量和治疗适应症范围内使用时不被禁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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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生医学： 干细胞和 PRP 治疗

体育运动中是否允许干细胞治疗？ 

视情况而定。 有些治疗是允许的，有些是不允许的。 未经修饰的干细胞，不含生长因
子或收获后添加的其他违禁物质，并且仅使受影响部位的功能恢复正常而不增强其功
能，通常是允许的。 然而，考虑到决定是否允许干细胞治疗的诸多因素，我们建议任何
正在考虑治疗的 UFC 选手均应在治疗之前获得 USADA 的批准。 

如果选手正在考虑进行干细胞治疗，为了遵守反兴奋剂规定，他们需要做些什么？ 

为了确定干细胞治疗是否被允许，UFC 选手应该在开始治疗之前提交一份“使用声
明”(Declaration of Use)，以便 USADA 能够帮助评估这些产品。 如果没有这样的使用
声明，选手应自己承担违反反兴奋剂政策和导致健康影响的风险。 

物质澄清

11

静脉输液和/或注射

在比赛中和比赛外，均禁止在 12 小时内对所有物质（包括补水的物质）进行任何静脉输
液和/或注射剂量超过 100 毫升（约 3 4 盎司），除非是在医院治疗、外科手术、临床诊
断研究过程中使用，或在医疗标准范围内被确定为医学上合理，并由有执照的医学专业人
员给药。

只要所注射的物质不是禁用物质而且/或者在 12 小时内总量不超过 100 毫升，则不禁止少
量静脉注射（100 毫升以下）（例如，选手不能进行多次超过限制的少量注射）。  如果禁
用物质是静脉内给药或注射的，则无论剂量大小，都必须申请获得 TUE。 

不符合上述标准的静脉输液需要申请获得 TUE，并将根据 UFC TUE 政策标准进行严格评
估。 必须在 TUE 申请表中对静脉输液的临床情况和具体医疗适应症进行准确描述，至少
包括完整的医疗档案、诊断和体检。 在特殊情况下，可考 申请获得紧急 TUE。 请注意，
在紧急情况下，选手的健康和福祉必须始终是优先考 的。 

选手应从主治医生那里获得有关静脉注射的原因及用药的医疗记录，并立即将这些记录提
交给 USADA (IVrecords@usada org)

血液和血液成分操作 

血液回输 (Blood Doping) 是一种禁止使用的增加组织中含氧量的方法。 血液回输是指通
过输注自己的血液（自体输血）或血型匹配的献血者的血液（同源）或使用 EPO 刺激产
生更多红细胞来人为增加体内红细胞的数量。 最终结果是血红蛋白质量（血液中红细胞的
数量）在一段时间内增加，并可能转化为耐力、工作承受力和恢复情况的改善。

禁止的兴奋剂使用方法图表
血液回输有哪些健康风险？

向心血管系统添加更多的红细胞会导致血液更粘稠，并导致心脏过度劳累。 血液已经增
稠的人脱水的风险更大。 人为增加红细胞数量会增大以下风险：

			对心脏和心血管系统造成压力，导致心脏增大 

			凝血

			中风

			包括过敏反应在内的不良免疫反应

输血会增加感染性疾病（如 HIV / AIDS 或肝炎）的风险。

化学和物理操作

化学和物理操作是篡改或试图篡改，以改变在兴奋剂检查期间采集的样本的完整性和有
效性。 这包括但不限于样本替换和/或掺假，以及每 12 小时使用静脉输液和/或注射超
过 100 毫升，除非是在医院治疗、外科手术、临床诊断研究过程中使用，以及/或者有
执照的医生确定为医学上合理和在医疗标准范围内，并由有执照的医学专业人员给药。  

基因与细胞兴奋剂

基因兴奋剂是指使用正常或转基因细胞、转移核酸或核酸序列或使用通过改变基因表达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已知功能从而影响成绩的药物。 大多数基因转移技术仍处于实验阶
段。 改变遗传物质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尽管在实验过程中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

本节所用的医学信息引自“WADA 运动医师工具包》(WADA Sport Physician’s ToolKit)，可在 

wada-ama org 下载，并经许可使用。

mailto:IVrecords%40usada.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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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应包括以下详细信息，并在治疗前发送至 IVrecords@USADA org。 

	 		选手全名：

	 		选手出生日期：

	 		联系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受伤详情：

	 		受伤日期：

	 		尝试过的其他治疗方案：

	 		考的其他治疗方案：

	 		期望的治疗结果：

	 		计划治疗日期：

	 		诊所/设施，包括名称和地址：

	 		执行医疗程序的医生：

	 		给药途径/注射部位：

	 		注射量：

	 		产品/品牌名称：

	 		产品成分列表或网站（如果知道：

	 		FDA 状态（如果知道：

富血小板血浆 (PRP) 可以用于运动吗？ 

PRP 是不被禁止的，尽管将个别生长因子作为纯化物质单独使用时仍然被禁止。 使用 
PRP 的唯一结果应该是恢复到损伤前的功能水平或正常的健康状态。 如果 PRP 提供提
高成绩的效果，或者如果 PRP 的更改能够产生提高成绩的好处，则禁止使用 PRP。 

如有干细胞或 PRP 治疗方面的疑问，请通过如下方式联系 USADA 的药物参考专线：
电话：+1 719-785-2000，免费电话：(866) 601-2632，或电邮： 
ufcdrugreference@usada org。

献血和血浆

献血者禁止捐献血浆或血浆置换，因为血浆分离后，献血者自身的红细胞和其他血液成
分会重新进入循环系统。 但是，如果不把血液回输给捐献者，捐献全血是允许的。 选
手在捐献血浆前应咨询 USADA。

临床试验

在参加临床试验之前，选手必须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USADA 药物参考专线 (USADA 
，Drug Reference Line) 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用药豁免 (TUE)。 某种正在开发和正在进
行临床试验的药物，如果它属于 WADA 禁用清单上的某一类禁用物质，或者有可能提
高成绩，就有可能被视为禁用。 

请联系 USADA 的药物参考专线 +1719-785-2000，免费电话 (866) 601-2632，国际
免费电话 +8008-120-8120，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ufcdrugreference@usada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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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C 反兴奋剂计划增强性能的药物和方法参考图 

PED 合成代谢剂 激素和相关物质 Β2 激动剂 利尿剂和掩蔽剂 兴奋剂 毒品（滥用物质） 其他 增强氧气输送 化学和 物理篡改 基因和细胞兴奋剂

示例 
如需查看
禁用物质
的完整清
单，请参
阅《UFC 
禁用清
单》。

•  睾酮
•  诺龙 
•  康力龙（司坦唑

醇）
•  雄烯二酮
•  四氢孕三烯酮 

(THG)
•  脱氢表雄酮 

(DHEA)
•  氧雄龙 
•  选择性雄激素

受体调节剂类 
(SARM)（如奥斯塔
林、LGD-4033、
安达林）

• 克伦特罗
• 替勃龙
• Drostanolone 
• 宝丹酮

•     hGH（人类生长
激素）

•  EPO（促红细胞生
成素）

•  IGF-1（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 1）

•  生长激素释放肽 
(GHRP)

•  HCG（人类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仅
适用于男性

•  胸腺肽-β4 及其衍
生物 (TB-500)

•  胰岛素及其模拟物
• 美度铵

•  沙丁胺醇
•  特布他林
•  非诺特罗
•  班布特罗
•  福莫特罗维兰

特罗茚达特罗
沙美特罗

•  高烯胺（仅在
比赛中禁止使
用）

•   乙酰唑胺
•  速尿（呋塞米）
•  氢氯噻嗪
•  丙磺舒
•  螺内酯和坎利酮
•  任何带有术语“噻

嗪类”的利尿剂

•   安非他明 
•  利右苯丙胺
•  伪麻黄碱
•  麻黄碱
•  肾上腺素
•  苯乙胺及其衍生物
•  莫达非尼
•  哌醋甲酯

根据 UFC 反兴奋剂计
划，有些兴奋剂被视
为滥用物质，例如： 
可卡因、MDMA（
摇头丸）、甲基苯丙
胺，等等。

•  吗啡
•  美沙酮
•  海洛因
•  芬太尼及衍生物
•  羟考酮

タ抗雌激素药物： 
•  他莫昔芬
•  任何选择性雌激素受

体调节剂（SERM）
或芳香化酶抑制剂（
如克罗米芬、阿那
曲唑）

糖皮质激素： 
•  倍他米松
•  泼尼松龙（强的松

龙）
•  可的松
•  泼尼松（强的松）根

据 UFC 反兴奋剂计
划，大麻素是滥用物
质，包括：

•  大麻
•  合成大麻素

•  血液回输（用于 通
过输注自己的 血

   （自体输血）血型 
   配的献血者的血液
（同源 来增加 体内红    
  细胞 的数量。•  血浆置换
•  人为提高氧气摄入、

输送或释放。

•  篡改、稀释尿液、替
换尿样、使用物质和
方法改变尿样的完整
性和有效性。•  在12 小时内，静脉输
液和/ 或静脉注射剂
量不得超过 100 ml，
但极少数特殊情况除
外（参阅第 10 页 。

•   基因兴奋剂是指 非治疗
性地使用细胞、 基因或
遗传因素 来改变基因表
达， 从而获得提高体育
成绩的 能力。

使用兴奋剂
的理由

•    增强体质和肌肉
力量

•  康复
•  减轻 关节疼痛 

•    当与类固醇结合
时，可以增强体质
和力量

•  提高血液的 氧输送
能力 (hGH/EPO)
耐力，改善糖的新
陈代谢 

（hGH/胰岛素）
•  弥补睾丸 缩小 

(hCG)

•    提高 呼吸
能力

•   快速减肥
•  降低 PED 的尿液

浓度以最大限度地
避免被发现

•  限制合成代谢药物
的排泄

•   警觉
•  意识
•  必胜
•  减轻疲劳
•  保持 斗志
•  心、肺、脑功能

加快
•  限制饥饿

•    放松和 应对竞争 
的压力

•  选手的 定性

抗雌激素药物： 
•  调节 雌激素水平和增

加睾酮水平 
大麻素： 
•  减轻疼痛
•  提高健康水平
•  欣快
糖皮质激素 :
•  欣快
•  减轻疲劳

•   红细胞压积（血液
中 红细胞的百分比 
在一段时间内会增
加， 并且血液可以
将更多的 氧气输送
到正在进行工作的
组织和肌肉。 

•     隐瞒使用 违禁药物
•  通过故意稀释或篡改

该样本，减少被检测
到违禁物质的机会

•   肌肉发育 
•  刺激内源性激素

合法医疗
用途

  •  因消瘦导致的 体
重增加（艾滋病、
癌症）

•  男性性腺功能下降
•  青春期延  
（男性）
•  骨质疏松
•  遗传性血管水肿

•    E EPO–肾衰竭
•  贫血
•  hGH–生长问题
•  侏儒症
•  胰岛素-糖尿病
•  hCG–睾酮素缺

乏症
•  怀孕期间自然产生

•     治疗 哮喘 和
其他 呼吸系
统 疾病

•    治疗肾脏 疾病和 
充血性心力衰竭

•  减少体内 多余的液
体控制 高血 压

•    治疗诸如 注意力
缺陷障碍 (ADD/
ADHD)、哮喘、嗜
睡症和肥胖等疾病 

•  抑制饥饿

•    缓解严重的疼痛，
包括晚期癌症患
者或手术和受伤后
的疼痛

•  帮助人们 放松，
因为它 减少了大脑 
和神经系统的活动

•  促进睡眠

抗雌激素药物：
•  调节 雌激素水平
大麻素：
•  缓解压力
糖皮质激素：
•  治疗敏感症
•  炎症
•  哮喘

•     输血 •     静脉输液和/或注射
的 合法医学指征 有很
好的记录， 通常与医
疗 紧急情况或 住院治
疗有关

•     遗传疾病的治疗

风险 •  暴怒
•  肝肾失调
•  癌症
•  凝血障碍
•  生长萎缩
女性： 
•  男性化
•  月经周期异常
•  乳房缩小
男性：
•  阳痿
•  精子减少
•  睾丸萎缩
•  乳腺和前列腺肿大

•  高血压 (ESA /hGH)
•  血癌/白血病 (ESA 

/hGH)
•  贫血 (ESA)
•  中风 (ESA)
•  心脏病发作
•  肺 栓塞 (ESA)
•  男性女性化 (hCG)
•  甲状腺问题 (hGH)
•  糖尿病（胰岛素）

•    高血压
•  心律 失常和

高血压
•  恶心
•  头痛和头晕

（大脑血管收
缩）

•  肌肉痉挛（
肌肉血管 收
缩）

•    严重脱水
•  过度 减肥
•  肌肉痉挛
•  血量 减少
•  血压下降
•  电解质 紊乱
•  缺钾
•  心律失常
•  死亡

•    焦
•  失眠症
•   攻击性增强
•  成瘾
•  脱水
•  发抖
•  抽搐
•  高血压
•  猝死
•  中风风险增加
•  心脏病和心律失常

•    幻觉
•  疲劳
•  心率增加/减慢， 

心理功能 受损
•  血压 低于 正常值 
（低血压）
•  错误地认为 自己不

可战胜， 受伤而
不 自知

•  成瘾
•  用药过量

抗雌激素药物：
•  激素失衡
•  更年期症状 
（如潮热、出汗失眠）
大麻素：
•  协调性差
•  精神和呼吸问题
•  缺陷
糖皮质激素： 
•  肌腱和肌肉脆性
•  慢性疲劳
•  高血压
•  免疫系统受到抑制

•     在心血管系统中 加
入更多的红细胞会
导致心脏 在运动中
超负荷， 增加心脏
的压力，并导致血
液凝结和中风。 输
血会增加 感染性疾
病的风险， 如 HIV/
AID、 肝炎或危及生
命的自身免疫反应。 

•      静脉输液和/或注射的
并发症 可能包括周围
组织浸润、 血肿、空
气栓塞、静脉炎症、
血管外给药、动脉内
意外注射或 治疗后
感染。

•     取决于基因被篡改的情况
（可能导致流感样症状、
中风和心脏病发作风险增
加、肿瘤生成风险以及导
致死亡的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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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手们的职业生涯中，有时可能有合法的医疗需要使用违禁
物质或方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选手必须在开始使用
药物或方法之前提交治疗用药豁免 (TUE) 申请。 所
有的 TUE 都是按照 UFC TUE 政策进行评估
的。

UFC 选手可随时向 USADA 申请针对任何违
禁物质或方法的 TUE； 但是，此类申请应完
整，并由 USADA 按照以下时间表接收： 

			当选手有参赛安排时，应在其打算使用违禁药物之前至少提前 21 天或尽可能早
地提出申请。 

***医生的处方或单一的医疗记录/信件不足以获得 TUE。 在接受或取得处方之前，请
务必查看 UFC Global DRO 以了解任何药物的状态。

只有在治疗性使用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 TUE 申请才会被批
准：

	 		开出相应的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的处方是为了治疗有相关临床证据支持的已确
诊疾病。

	 		从概率的角度来看，治疗性使用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不会产生超出治疗后选手
恢复正常健康状态可预期的任何额外的成绩提高。

	 		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是对疾病的针对性治疗，并且没有合理允许的替代治疗方
法可供该选手合理使用。

	 		使用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的必要性并非全部或部分地归因于先前（未获得 
TUE）使用时所被禁止使用的物质或方法。

选手需要注意，未事先获得 TUE 而使用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的风险将由选手自己承
担，确保此类使用不会导致违反反兴奋剂政策的唯一方法是：在使用任何此类物质或方
法之前获得 TUE。

追溯性/紧急 TUE

如果因对选手的急性疾病进行紧急治疗而需要使用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则在治疗开始
后，选手必须尽快向 USADA 提交 TUE 申请，并附上相应紧急治疗的完整医疗证明文
件。 在这种情况下，对 TUE 申请的决定将由 TUE 委员会在治疗发生后做出。

如需详细了解 TUE，请联系 USADA 的药物参考专线 + 1-719-785-2000，免
费电话 (866) 601-2632，国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ufcdrugreference@usada org。 

申请后，USADA 必须收到与具体诊断相关的完整医疗档案，以便独立的 TUE 委员会能
够获得与选手医生相同的诊断结论并制定相同的治疗计划。 延 或拒绝给予 TUE 最常见
的原因是缺乏医疗证明文件或明确的诊断结论。  同样地，从医生那里开的处方不足以
成为获得 TUE 的充分理由。

如需详细了解 TUE 和申请流程，请访问 UFC USADA org/tue/apply。

与竞技委员会的协调

UFC 或 USADA 将尝试与相关的竞技委员会协调 TUE 申请。 但是，UFC 选手请注意，
由于 UFC 和 USADA 并不掌控竞技委员会是否认可 UFC TUE 的决定，也不能授予自
己的 TUE，UFC 选手不应使用竞技委员会禁止的任何物质或方法，除非他们确定竞技
委员会给予其 TUE。 此外，任何从竞技委员会或其他反兴奋剂组织获得 TUE 的选手仍
然需要向 USADA 申请 TUE。 作为 USADA 审议 TUE 申请的一个条件，选手承认并同
意其 TUE 申请以及提交或审议的与这些申请有关的其他信息（包括 USADA TUE 委员
会的决定）可与任何适用的竞技委员会共享。

如何申请 TUE：

1.  请访问 UFC USADA org/tue/apply 并填写 TUE 申请表。  

2.  让主治医生/治疗提供者填写 TUE 申请表中其应填写的部分。

3.   提供医疗证明文件以支持使用违禁药物或违禁方法（包含以下内容的完整和全面
的病历）： 诊断结论、症状、处理策略、实验室结果，以及医生的明确声明，
其中说明使用非禁用替代品在症状管理中无效的原因。 

4.   通过以下途径向 USADA 提交完整的 TUE 申请表和医疗证明文件：电邮： 
tue@USADA org，或传真：(719) 785-2029。

5.   USADA 将在收到 TUE 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与选手联系。 USADA 在确定 TUE 
申请完成后，最多可能需要 21 天才能做出决定。 All TUE applications are 
review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FC TUE Policy  

6.   如果 TUE 获得批准，选手将收到一份证书，表明违禁物质和/或方法的具体批准
期限。 The period of validity for a TUE varies among cases  

治疗用药豁免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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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包括 USADA，都不能保证任何膳食补充剂的成分或安全性。 因此，选手在
服用补充剂时，总是要承担违禁药物检测呈阳性的风险。 一如既往，选手对摄入的物
质，包括通过膳食补充剂摄入的物质，负有严格的责任。 作为膳食补充剂销售的产品与
药物的监管方式是不同的。 考 使用补充剂的选手必须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包括：

 1.  反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可能导致处罚/禁赛期

 2. 负面的和有潜在危险的健康问题

选手还需要意识到，制造商可能会错误地标识标签上的违禁物质，或者他们可能会完全
忽略标签上的违禁物质。 由于膳食补充剂是以上市后的方式进行监管的，在向消费者销
售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会对补充剂的安全性、功效或成分进行分析。此外，补充剂公
司可以更改配方或制造商，因此即使之前的批次没有导致阳性检测结果，也不能保证新
的批次或批号仍然可以安全使用。

要做知情的消费者

			选手们应该经常调查产品的来源。 除非已对照 UFC 禁用清单对成分进行了检查
并对成分的制造商和来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否则切勿使用该产品。  如有疑问，
请在使用该产品前与 USADA 联系。  

			切勿使用除具体选手以外的任何人从包装中取出的药丸、胶囊、粉末、饮料、注
射剂或其他产品。  

			当考 来自保健品商店、维生素商店和网上药店的物质时，应该非常谨慎。  

			如果卖家同时销售含有违禁物质的产品，向健美选手推销产品，或者极端宣称该
产品能提高选手的成绩，那么使用这些卖家的产品是有风险的。

			如果任何产品被宣传为只用于研究目的或不用于人类消费，就不应该使用该产
品。

Supplement Connect

Supplement Connect 是 USADA 的膳食补充剂安全教育和认知资源，选手和支持人员
可以在其中找到与补充剂相关的许多风险信息，以及越来越多的被确定为高风险的补充
剂的名单。 Supplement Connect 还提供了有关第三方补充剂认证的信息，USADA 建
议，如果选手不顾已知风险决定使用补充剂，该认证可以帮助他们降低风险。

膳食补充剂

兴奋剂检查程序

任何参加 UFC 比赛的选手，无论是在比赛中还是在比赛外，都可能需要提供尿液、血
液和其他检测基质，如干血斑和口腔液采集。 选手还可能需要接受竞技委员会或不受 
UFC 反兴奋剂政策管辖的其他独立反兴奋剂组织的额外检测。  

UFC 反兴奋剂计划既利用比赛中检测，也利用不提前通知的比赛外检测，以帮助保护公
正选手的权利，最大限度地提高检测的不可预测性和威慑价值。 

“比赛中”是指预定的“对战卡”(Fight Card) 争夺战前一天中午开始，到赛后样本或标本
采集完成为止的一段时间。 如果 USADA 未在合理时间内（不超过选手赛后体检合格后
一小时）开始赛后样本采集，则比赛中时间段将在该时间结束。 选手每年 365 天都要
接受尿液和血液检测，检测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 样本采集过程旨在为选手
提供尽可能安全、舒适和一致的体验。

以下信息确定了选手的权利和责任、每种检测类型的独特流程以及选手在提供样本时可
以遵循的程序。 血样和尿样的采集和处理步骤在比赛中和比赛外检测中都是相似的。 

样本采集记录文件

兴奋剂检查官 (Doping Control Officer, DCO) 将记录兴奋剂检查过程，而选手将收到一
份纸质或电子格式的记录文件副本。 

USADA 一直建议，如果某选手选择服用补充剂，则该选手仅使用经第三方计划认证的
膳食补充剂，该计划会对体育运动中禁止使用的物质进行检测。  

要百分之百确保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服用补充剂。 对于那些选择使用补充剂的选手
来说，重要的是仅使用由 UFC 禁用清单中列明的认证补充剂提供商提供的补充剂。 如
果选手能够通过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阳性检测结果是因使用 UFC 禁用清
单中列明的认证补充剂所致，那么他们将不会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选手应从每个容器（
认证的和非认证的）中保存一定份量的产品，直到选手在使用该特定容器后检测结果为
阴性。

选手应确保他们的产品上带有认证补充剂提
供商的标志之一。

如需详细了解或查看认证补充剂清单，请访
问 UFC.USADA.org/supplements。

认证补充剂 (Certified 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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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的权利和责任

选手在兴奋剂检查过程中拥有多项权利和责任。 

当被选中进行检测时，选手有权：

			在整个兴奋剂检查过程中有一名代表

			有翻译在场（如果有的话）

			在 DCO 或通知监督员 (Notifying Chaperone) 观察到选手的情况下，完成训
练或其他活动（比赛外）

			解释检测程序，包括样本采集设备的工作原

			要求查看 DCO 的证件

			选择采集容器和样本采集盒

			收到一份填妥的记录，其中记录了兴奋剂检查过程

		 提供有关兴奋剂检查过程的反馈 

			如果得到 USADA 的批准和同意，请以正当理由要求推迟向兴奋剂检查站报告
（比赛中）

			要求进行修改 - 如果选手有残疾

20 21

在检测过程中，选手有责任：

			遵守样本采集程序和 DCO 指示**

			立即向兴奋剂检查区域报告，除非有批准的延 原因（比赛中检测）

			在收到通知时出示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或 USADA 批准的其他身份证件

			从通知之时起，直到样本收集过程结束，都要处在 DCO 或通知监督员的直接观
察之下

			始终将采集容器放在自己的身边并在 DCO 的视野下

			对样本进行控制，直至其密封在样本收集瓶中（DCO 可根据要求或在特殊情况
下提供协助）

			确保样本代码正确记录在样本采集证明文件中

			确保所有适当的样本采集证明文件准确、完整并有签字

			知道在兴奋剂检查期间食用的任何东西都要由选手自己承担风险

**注意：  如“UFC 反兴奋剂政策”第 2 3 条所规定，“故意逃避样本采集，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

下，故意拒绝或有意或疏忽地未按照 UFC 反兴奋剂政策的授权在通知后提交样本采集，将

导致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此外，根据 UFC ADP 第 2 5 条的规定和本手 页的概述，篡改或试图篡改兴奋剂检查的任

何部分也将导致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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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手将按照指示在 A 和 B 样本瓶之间分配样本并密封。 
DCO 不会在此过程中操作任何设备，除非选手提出要求或选手
提供部分样本，在这种情况下，DCO 将保留对密封的部分样本
的控制权。 选手应保持对样本的直接观察和控制，直至样本密
封。

一旦样本被密封在防篡改瓶内，选手将被要求将 A 和 B 样本瓶
放入塑料运输袋中，并将其密封在保护容器中。 

DCO 将用剩下的样本检查比重（浓度）。 如果样本不在要求的
范围内，可能需要采集额外的样本。 

在 DCO 的指示下，选手必须申报他们可能服用“兴奋剂检查官方
记录”(Doping Control Official Record, DCOR) 上的任何物质或
药物，以及任何批准的治疗用药豁免 (TUE) 的详细信息。 

选手应彻底审查由 DCO 填写的文件，以确保信息正确。 最后，
选手可以在提供的表格上填写有关兴奋剂检查过程的任何意见。 

选手将收到一份在兴奋剂检查过程中填写的记录文件副本。 

样本和一份文件副本被送到实验室和 USADA 总部。 请注意，转
到实验室的文件上没有选手的名字。 实验室根据唯一的样本代码
报告所有结果，以确保选手的匿名性得到保护。  此外，USADA 
可以根据适用的规则对任何样本进行重新检测或重新分析，因
此，我们可以保留所有相关的数据或样本供将来参考。

被选中接受检测的选手将由兴奋剂检查官 (DCO) 或陪同人员通
知。 DCO 将要求选手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接到通知后，选手必须在通知监督员的直接观察范围内。  选手
应立即向兴奋剂检查站（比赛中）或适当地点（比赛外）报告，
除非与 DCO 或告知了监督员有正当理由并获得准许。

选手将被要求从若干可供选择的容器中选择一个密封的样本采集
容器。 选手应检查该采集容器，确保其未被篡改，并在打开容器
前仅用水洗手。

选手必须在 DCO 的直接观察下或在同性监督员的见证下提供至
少 90 毫升的尿样。 

选手可选择密封样本采集设备（包括 A 样本瓶和 B 样本瓶。  
选手在使用前应彻底检查设备。

兴奋剂检查过程 

虽然药物检测可能不是选手职业生涯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但它对全球争取公平体育的斗
争至关重要。 通过参加 UFC 反兴奋剂计划，选手们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护其运
动项目和比赛的公正性。 以下信息概述了样本采集流程。  

兴奋剂检查过程 - 尿液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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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检查过程 - 血液

血液采集流程与前述尿液采集流程非常相似，在样本采集过程中同时提供尿液和血液样
本并不少见。 这里有一些需要知道和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名经认证和/或许可的抽血员或专业人员（称为采血员 (BCO) ) 
将进行抽血。 

	 		为了控制血浆容量的变化，在提供血样之前，选手将需要保
持坐姿最多 20 分钟。 如果选手在通知前 2 小时内进行了训
练，该选手需要等待 2 小时时间进行观察，包括采血前的坐姿
等待。

	 		BCO 和/或 DCO 将选择一个部位，通常是非惯用臂，从中抽
取血液。 抽血量少于两汤匙，不太可能影响成绩。

	 		DCO 会向选手提出补充问题，这些问题提供了对解释选手血
液结果很重要的具体细节，例如： 最近是否去过高原地带。 
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非常重要。

比赛中 (IC) 与 比赛外 (OOC) 检测 

			�对于�OOC�检测，DCO�或监督员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通知选手，包括他
们的家、训练设施/区域、工作地点、学校等。

			�任何检测都可以由�USADA�或代表�USADA�采集样本的其他采样代理进行。

			�在�IC�和�OOC�检测过程中，提供和处理样本的过程是相同的。�

			�在�IC�检测期间，选手必须尽快向兴奋剂检查部门报告，除非与�DCO�或监督员
讨论了正当的原因，并且得到了�DCO�或监督员的允许。�

			�一旦通知了选手进行检测，只要该选手在�DCO�或监督员的直接观察之下，选手
就可以继续其活动，直到其准备好提供样本为止。

分步 DBS 采血

1

2

3

上臂的外侧部分需要便于 DBS 抽
血。通过摩擦手臂来温暖皮肤可以
促进皮肤血液流动，并有助于采
血。与静脉抽血不同，选手在采血
前不需要坐 20 分钟。 

皮肤将用酒精棉签清
洁，然后晾干。

Tasso M20 设备将接触到清
洁的皮肤，DCO 将按下红色
按钮开始采血。会有一下轻微
刺痛，就像橡皮筋弹在皮肤上
一样，这意味着 Tasso M20 
设备工作正常。  

4

5

一旦四个点都变成红色，采血就完成了。然后移除设备，并在手臂上贴上一条小绷带。

Tasso M20 设备经过通风，贴上匿名识别标签，将其固定在带有干燥剂（烘干）垫的防
光袋中，然后放回包装箱中进行运输。样本在室温下由快递公司安全地运送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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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生物护照 (ATHLETE BIOLOGICAL PASSPORT, ABP)

选手生物护照（ABP）对尿液和血液样本中选定的生物标记物进行长期监测，这些标记
物可能间接揭示使用兴奋剂对身体的影响。 ABP 跟踪选手个人数据，并利用数学模型
来监测和分析可能表明使用提高成绩的药物或方法的模式和变化。 被模型标记为非典
型的护照将由内部和外部专家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该特征是否可由正常的生理学、可能
的医疗状况或禁用的方法来解释。选手的 ABP 数据还可用于补充传统的兴奋剂检查方
法，例如对具有不利分析或可疑特征的选手进行有针对性的常规反兴奋剂检测； 为特殊
分析提供依据； 或确定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行为。  

提供反馈

选手有权分享他们对反兴奋剂检查过程的反馈，并在完成样本采集后获得这一机会。 
USADA 鼓励选手提供关于他们经历的反馈，提交给 USADA 的每一份反馈表都会被查
阅。

如果选手或选手代表有兴趣提交针对其样本采集环节的书面意见，则可通过补充报告表
进行。此表在样本采集时可向 DCO 索取。

同意研究

认识到研究是有效反兴奋剂计划的基石，USADA 一直重视违禁物质的研究、检测的发
展，以及影响反兴奋剂科学的其他研究的进展。 

在药物检测过程中，DCO 会询问选手是否同意进行研究。 当选手自愿选择将其样本贡
献给反兴奋剂研究时，任何标识都会被去除，因此，如果样本最终被选中进行研究，就
无法追溯到特定选手。 然后，可以将此匿名样本用于各种反兴奋剂研究项目。 选手同
意将其样本用于反兴奋剂研究的决定不影响检测的选择或频率。

全球检测

作为全球反兴奋剂界的一员，USADA 与其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 DCO、 反兴奋剂组织 
(ADO) 和第三方采样机构网络合作，协调在选手居住和训练的各个国家/地区开展的检
测工作。 如果根据 USADA 的计划选择某位选手进行检测，并且尝试在美国境外进行，
样本采集机构或 DCO 将向该选手提供一份授权书，确认其从 USADA 获得的检测授
权。

当联系或通知选手进行检测时，了解进行检测的实体是很重要的。 要求 DCO 出示其证
件，并了解选手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虽然检测过程的许多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同
的，但对通知、采集设备、文书工作和采集协议的微小修改是正常的。 如果选手发现检
测过程进行了修改，例如样本采集设备不同，这不应引起注意，因为 USADA 使用的所
有国际检测机构都必须使用符合 WADA  的《国际检测和调查标准》(ISTI) 的样本采集
设备。 如果出现任何违规行为，或者选手对工艺或设备有疑问，请要求以书面形式记录
下来。 

UFC 注册检测库

如果选手已被确认并通知成为 UFC 注册检测库 (RTP) 成员，选手有责任直接告知 
USADA 自己的行踪，以便参加比赛外检测。 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行踪信息对于有效的比
赛外检测计划至关重要。 

选手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在 UFC RTP 中？

任何与 UFC 签约的选手都将收到 USADA 的电子邮件通知，说明他们在 RTP 中，需要
提供行踪。 在与 UFC 签约后，选手应提供最新的联系信息，包括他们定期检查的电子
邮件地址。

选手需要在 UFC RTP 中待多久才能参加比赛？

新进入 RTP 的选手，以及进入过 RTP 且合同被 UFC 终止或未续约的选手，必须在 
RTP 中至少呆一个月，然后才能参加格斗比赛。

如果因受伤或其他不可预见的情况一名选手替换了“对战卡”(Fight Card) 上的另一名选
手，则一个月的通知要求将自动免除。 

如果选手在进入 UFC RTP 之前使用了违禁物质怎么办？

新选手有义务填写入库申报表。 如果某选手在检测前披露使用或企图使用 UFC 禁用清
单中所列的违禁物质或方法，该选手进而因所披露的一种或多种物质检测呈阳性，只要 
USADA 确定是在加入 UFC 反兴奋剂计划之前使用该物质或方法产生了阳性结果，该选
手就不会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披露 (a) 克罗米芬、(b) 非指定方法或 (c) UFC 禁用清单中始终都禁止使用的非指定物
质，将使选手在检测库中等待至少 6 个月或最后一次使用后一年时间，以较短者为准，
选手可能需要提供至少两份阴性样本，然后就会被允许参赛。如果选手未声明先前使用
过上述任何物质或方法，则该选手可能会受到被公告的违反政策处罚，并且至少两年禁
赛。

选手需要遵守 RTP 要求多长时间？

如果选手停止与 UFC 的合同协议，或已向 UFC 提供了有关其退役或自行停赛的书面通
知，他或她将被通知退出 RTP，并终止提供行踪信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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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交行踪信息：

 网上：  登录位于 UFCAthlete.USADA.org 的 UFC Athlete Ex-
press（UFC 选手快讯）

 Athlete Express： 选手可以通过 USADA Updater 这一应用更新自己的行踪， 
 应用  该应用可从 Apple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

USADA 将为选手提供用户名和密码，用于访问在线行踪系统。 如有疑问或要获取用户名和
密码，请通过如下方式联系 UFC Athlete Express：电话：+1 719-785-2000  
(866) 601-2632（免费电话）， 国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 或电
邮：UFCathleteexpress@USADA org。

提交行踪更新

如果选手的日程安排在本季度发生变化，他们必须尽快向 USADA 提交更新。 例如，如
果选手将会到一个不同于他们在季度行踪档案中提供的地点，例如参加比赛、在新地点
训练或更改过夜地点或地址，他们必须提交更新。 重要的是要记住，选手可能会随时随
地接受检测。 选手有责任随时向 USADA 更新其定期安排的活动或过夜地点与其在季度
行踪档案中提交的信息不同的情况。

行踪失败(Whereabouts Failure)

提供及时准确的行踪信息对于确保 USADA 能够为公正廉洁的选手提供最佳的反兴奋剂
计划至关重要。 选手必须在每个截止日期前提交其季度行踪档案，在其日程安排变更时
更新其行踪信息，并确保在其行踪档案或更新中指定的地点和时间能够找到他们。

选手怎么才会收到“行踪失败”？

如果选手还在 UFC RTP 中，他们可能会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收到行踪失败：

 	未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准确完整的行踪档案

 	得知行踪档案上的信息发生变化或者不再准确时，未及时更新行踪信息

 	没有提供准确或足够的信息以找到选手进行检测

有多少次行踪失败选手会被判不合格？

如果一名选手在连续 12 个月的时间内累计三次行踪失败，他将被判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ADPV)。 如果一名选手累计三次行踪失败，他/她可能会被判最多两年禁赛。 选手也
可能会失去三次行踪失败中最后一次发生以来的比赛成绩，而且其违规行为将被公告 
(Publicly Announced)。

如何通知选手行踪失败？

在发现行踪失败后的 14 天内，将通过电子邮件向选手发送明显行踪失败的最初通知。  

 		收到通知后，选手还将对以后的行踪失败负责，无论后续失败是涉及相同类型的
行踪失败还是不同类型的行踪失败。 例如，由于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行踪档
案而导致第一次行踪失败的选手，也将对第二次行踪失败承担责任，无论第二次
行踪失败是与未能在随后的截止日期前提交行踪有关，还是与另一次错过检测或
没有提交行踪有关。

 		在收到最初通知后的 14 天内，选手有机会对最初来函作出回复并以书面形式解
释其行为。

选手行踪要求

选手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他们遵守行踪政策？

根据 UFC 的行踪政策，被纳入 UFC RTP 的选手有责任通知 USADA 他们的行踪。 他
们必须每季度提交准确完整的行踪档案和更新，以便 USADA 能够找到他们进行检测。

选手行踪帐户的访问地址可以 UFCAthlete USADA org 上找到。

行踪档案所需的信息

行踪档案必须包含完整准确的具体日程信息，包括过夜地点和定期安排的活动，如工
作、上学和训练。

季度行踪归档截止日期

行踪档案必须每季度（每三个月）提交一次。 提交行踪档案的截止日期为：

 	 第一个季度：12 月 15 日（1 月 1 日起）

 	 第二个季度：3 月 15 日（4 月 1 日起）

 	 第三个季度：6 月 15 日（7 月 1 日起）

 	 第四个季度：9 月 15 日（10 月 1 日起）

每年至少一次，选手还必须完成学习“UFC 选手的优势”(UFC Athlete’s 
Advantage®)，这是一个在线教育教程，为 UFC RTP 选手提供有关反兴奋剂要求
的信息。 选手必须在提交行踪档案前完成学习该教程。

3  12在
12 个月内三次行踪
失败将被视为违反
反兴奋剂政策。

REMEM-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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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收到回复，USADA	将对回复进行复议，并在收到回复后	14	天内做出最终决
定。	然后将最终决定通知选手。

	 		如果选手没有给予回复，将维持最初的决定，并通知选手。

	 		在连续	12	个月内发出第三次行踪失败后，选手可在发出第三次行踪失败之日起	
14	天内向独立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就	USADA	宣布的任何或所有行踪失败的决定提
出上诉。

欲获取	UFC	行踪政策的完整副本，请访问	UFC	反兴奋剂计划网站：UFC.USADA.org/
whereabouts。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发现本手册与	UFC	行踪政策之间存在差异，则以	
UFC	行踪政策为准。	

选手退

在其职业生涯中的某个时刻，选手可能会做出退役或退出	UFC	的决定。	当准备好退
役，他们必须采取步骤获得官方正式批准，并将自己从检测库中去除，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邮寄邮件或电子邮件及时向	UFC	发出书面通知，宣布自己将退役或停赛。

在选手完成所有必要步骤之前，他们仍需遵守	UFC	注册检测库中选手的要求	(RTP)。

如果选手没有提前提供退役的书面通知，并且被通知进行检测，但是拒绝为比赛外检测
提供样本，这将被视为拒绝检测。	如果选手拒绝检测，他们将承担与	违反反兴奋剂政
策	(ADPV)	一致的所有后果。	

如果在	USADA	进行结果管理过程中，选手退役、或不再履行与	UFC	的合同，USADA	
保留完成其结果管理过程的管辖权。	如果选手在任何结果管理过程开始之前退役、停赛
或不再履行与	UFC	的合同，并且在选手提交	ADPV	时	USADA	对该选手拥有结果管理
权限，USADA	将保留对该	ADPV	进行结果管理的权限。		如果	USADA	对选手辅助人
员或发生	ADPV	行为的其他人员拥有结果管理权限，则	USADA	有权对该	ADPV	进行结
果管理。	

如果一个选手想退役后重返赛场怎么办？

该选手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	UFC	其恢复比赛的意图，并在重返比赛前让自己有为期六
个月的时间接受检测。	在特殊情况下，或在严格执行该规则对选手明显不公平的情况
下，	UFC	可以对六个月书面通知规则给予豁免，条件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选手
应至少提供两份阴性样本，然后才能重返比赛。

USADA 根据 UFC 反兴奋剂政策负责 UFC 反兴奋剂计划的结果管理和裁决过程。 

UFC 反兴奋剂政策的目标是为所有被指控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ADPV) 的各方提供充分的
正当程序。 该程序：

 	 对选手和其他人公平

 	 具有国际公信力

 	 提供充分的证据听证

 	 消除因体育组织直接制裁其成员而产生的冲突

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ADPV) 

以下情况构成一个 ADPV：  

 	 选手样本中存在违禁物质或其代谢物或标志物。

 	 选手使用或企图使用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包括 ABP 案例）。

 	 逃避、拒绝或者不接受样本采集。

 	 在连续 12 的个月的时间里，总共达到三次行踪失败。 

 		篡改或企图篡改兴奋剂检查的任何部分： 提供或收受贿赂以执行或不执行某项
行动、阻止采集样本、影响样本分析或使样本分析无法进行、伪造提交给 UFC 
或 USADA 或 TUE 委员会或听证小组的文件、获取证人的虚假证词、对 UFC 或 
USADA 或听证机构犯下任何其他欺诈行为以影响结果管理或进行处分，以及对
兴奋剂检查的任何方面的任何其他类似故意干扰或企图干扰。 

 		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未能在进入计划前向 USADA 披露过去一年内
使用、试图使用或拥有 UFC 禁用清单所禁止的克罗米芬、非指定方法或非指定
物质。 过去使用、试图使用或拥有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的行为，如果在进入计

结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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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前披露，不应构成违反本政策的行为； 但是，在接受这种行为的同时，也应
使选手遵守第 5 7 4 条规定的通知期要求。 此外，除非选手使用有关物质或方法
是根据有效的医疗处方或建议进行的，否则如果选手随后违反了反兴奋剂政策，
就第 10 7 条而言，这种行为也可被制裁或被视为ADPV。

 		拥有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

 		贩运或企图贩运任何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

 		让或试图让比赛中的任何选手使用任何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让或试图让比赛外
的任何选手使用任何在比赛外禁止的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

 		选手或其他人的共谋或企图共谋： 协助、鼓励、帮助、教唆、合谋、包庇或任
何其他类型的蓄意共谋，事涉 (a) 他人ADPV、企图ADPV或违反第 10 12 1 条
规定； 或 (b) 由不受 UFC 反兴奋剂政策约束的个人实施的行为，否则将构成
ADPV的行为。

 		违禁交往： 选手或其他具有专业或体育相关身份的人员与任何选手辅助人员的
交往，该选手辅助人员：

  –  如果服从于 UFC、USADA、其他反兴奋剂组织或竞技委员会的管辖，根据第 
10 12 1 2 条的规定，正处于被取消资格当中

  –  如果不服从于 UFC、USADA、其他反兴奋剂组织或竞技委员会的管辖，已在
刑事、纪律或专业程序中被定罪或裁定从事违反本反兴奋剂政策的行为（如果
本反兴奋剂政策适用于该人。 对该人的取消资格的有效期应为自作出刑事、
专业或纪律处分决定之日起六年内，或该人受到刑事、专业或纪律处分的期
限，哪个时间长就以哪个为准

  –  充当前两款所述人员的幌子或中间人 

滥用物质

如果违规行为涉及 UFC 禁用清单中定义的滥用物质，并且选手可以通过大量证据证明
违规行为没有且无意提高选手比赛中的成绩，那么，如果满足 UFC ADP 第 10 6 4 1 条
的规定，则根据 USADA 的决定以及选手参加 UFC ADP 第 10 6 4 2 条规定的康复计划
的情况，可以缩短或取此不合格（禁赛）期。 

由检测阳性引起的制裁

虽然阳性检测通常会对首次违规判以两年禁赛和取消成绩的标准制裁，但对“指定物
质”(Specified Substance) 检测呈阳性的选手给予一年禁赛的标准制裁。

在 UFC 禁用清单中，所有禁用物质均被视为“指定物质”，但以下物质除外：

 		合成代谢剂

 		肽类激素，如红细胞生成刺激剂 (ESA) 和类 EPO 物质

 		生长激素、激素释放肽 (GHRP) 和相关物质,以及模拟物 

 		某些激素和代谢调节剂，如调节肌肉生长抑制素功能的药物和胰岛素

 		非指定违禁方法

如果选手违反了兴奋剂规定，后果会怎样？

对选手的制裁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取消在一场或几场比赛中的成绩

	 		取消冠军、名次、金钱或其他报酬

	 		禁赛期限可能会因情况而异

	 		公告

如需详细了解	ADPV	的处分，请参阅位于如下网址的	UFC	反兴奋剂政策：	
UFC.USADA.org/publications-policies

。

何时公告违反兴奋剂政策的行为？

USADA	在其结果管理程序结束后或适用规则中另有规定时公告违反兴奋剂规定的行
为，包括在其网站上公布仲裁决定。	USADA	还公布所有检测的汇总数据。	USADA	
对正在审查的案件不予置评；	但是，如果选手或其代表在案件审查期间公开发表意
见，USADA	可以通过提供该选手的案件的详细情况作出公开回应。

检测结果的通知流程是什么？

实验室结果报告发送给	USADA。	USADA	向选手和	UFC	提供检测结果通知。	向选手
发出的书面通知将通过电子邮件和/或邮寄方式发送。		通知也可能送交有关的竞技委员
会。		一般来说，选手将在	6	至	8	周内收到检测结果。

什么是不利分析结果 (AAF)？

AAF	是由	WADA	认可的实验室出具的报告，用于确定样本中是否存在违禁物质和/或其
代谢物或标志物。

什么是不利分析结果 (Atypical Finding, ATF)？

WADA	认可的实验室或其他	WADA	批准的实验室作出的报告，在确定“不利分析结果”
之前需要根据国际实验室标准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Laboratories)	或相关技术文
件进行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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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C 反兴奋剂政策概述了为收集情报而进行调查的情况。 这包括分析和非分析信息的
使用。  

调查可能源于“公平参赛举报专线”(Play Clean Tip Line) 那里收集到的举报。 USADA 
为选手和公众开发了这一资源，以匿名方式举报潜在的 ADPV。 这些举报会以安全的方
式处理，以确保其可靠性、相关性和准确性。

Play Clean 举报中心：

		  电话： (877) 752-9253

		  (短信 87232 (“USADA”) 
如果举报来自美国以外，请发送短信至 +1 719-748-7232  
(+1 719-748-USADA)。 

		电邮： playclean@USADA org

		网页表单：  UFC USADA org/playclean

调查

选手是如何被选中接受检测的？

选手在比赛中和比赛外都要接受检测。 USADA 的检测分配方案根据注册检测库中选手
的数量确定检测次数。  然后，在比赛中和比赛外检测最有效的时间，全年分配检测。 
请注意，USADA，而不是 UFC，确定哪些选手接受检测，以及什么时间检测。

哪些膳食补充剂可以安全服用？ 

USADA 不批准或证明任何膳食补充剂是安全的，所以选手如果考 服用，风险自负。  
由于膳食补充剂行业是以上市后的方式进行监管的，这意味着在向消费者销售补充剂前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会对其安全性、功效或成分进行分析。 这可能导致补充剂污染和贴
错标签，对选手造成各种潜在的风险，包括反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和/或对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 

要百分之百确保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服用补充剂。 对于那些选择使用补充剂的选手
来说，重要的是仅使用由 UFC 禁用清单中列明的认证补充剂提供商提供的补充剂。  如
果选手能够通过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阳性检测结果是因使用 UFC 禁用清
单中列明的认证补充剂所致，那么他们将不会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我如何知道一种物质或药物是否被禁止？ 

USADA 开发了一个名为 UFC Global DRO 的在线数据库，选手可以快速、方便地搜索
不同的成分和药物，以获取有关其违禁状态的信息。 选手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访问此网
站：UFC.GLOBALDRO.COM。 如果选手找不到他们要找的特定物质或药物，他们可以
致电 USADA 的药物参考专线：+1 719-785-2000，免费电话：(866) 601-2632， 国
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 或发电子邮件至：ufcdrugreference@usada.org

当我没有安排比赛时，为什么我要接受检测？ 

根据 UFC 的反兴奋剂政策，选手一年 365 天都需要接受比赛外检测，不提前通知。 这
样做是为了确保没有中断期间，因而那些希望获得不公平优势的选手就无机会服用提高
成绩的药物而不被发现。 USADA 的检测旨在最大限度地发现并威慑，以确保选手们有
机会在公平的八角格斗笼 (Octagon) 中参加比赛。  

如果我有与 UFC 相关的活动，例如赛事或媒体活动，我需要更新我的行踪吗？ 

是的，选手总是有责任更新他们的行踪，不管活动是否与 UFC 有关。 USADA 是 UFC 
反兴奋剂计划的独立管理者，因此并不总是知道 UFC 的促销活动。  

般常见问题解答

mailto:playclean%40USADA.org?subject=
http://UFCathleteexpress@USA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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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样和/或血样送到实验室时随附什么信息？

送至 WADA 认证的实验室的每个样本都包含实验室进行分析所需的样本信息。 实验室
不会收到选手的姓名，但他们将收到的一些信息包括：

		  选手性别

		  是比赛外的检测还是比赛中的检测

		  选手的运动项目与运动纪律

		  与尿液/血液样本采集盒上的编号匹配的样本代码

		  样本采集的日期和时间

		  选手是否希望自己的样本捐赠给反兴奋剂研究事业的说明

		  选手申报的药物、补充剂和其他物质或方法的清单

		  在某些类型血液检测的情况下，选手的当前年龄，而不是出生日期

		  样本采集、检测和结果管理机构

		  尿液样本的近似比重测量

		  采集的尿样量和/或采集的血液管数

有哪些常见的药物是只在比赛中禁止使用的？

兴奋剂： 阿德拉、利他林、伪麻黄碱

糖皮质激素： 泼尼松、泼尼松龙、氢化可的松、地塞米松

毒品： 芬太尼、奥施康定、吗啡

注： 这并非比赛中禁用的物质和药物的完整清单。 如需查看完整清单，请参阅《UFC 禁用清单》。

需要帮助吗？ 联系 ATHLETE EXPRESS

  		  电话：+1 719-785-2000，或免费电话：(866) 601-2632

  		  国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

		  UFCathleteexpress@USADA org

别忘了检查药物状况

		  UFC GlobalDRO com 

		   拨打药物参考专线：+1 719-785-2000，免费电话：(866) 601-2632 
国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

 		   电邮：ufcdrugreference@usada org

了解“认证补充剂”

		   UFC USADA org/supplements 

帮助维护体育运动公平

		  电话： (877) 752-9253

		  (短信 87232 (“USADA”) 
如果举报来自美国以外，请发送短信至 +1 719-748-7232  
(+1 719-748-USADA)。 

		电邮： playclean@USADA org

	 		网页表单：  UFC USADA org/playclean

RTP 选手需要提交行踪信息

			访问 UFC 反兴奋剂网站的行踪部分，登录您的行踪帐户：  
UFC USADA org/whereabouts

想知道您是否需要 TUE 吗？

		 TUE 信息： UFC USADA org/tue

		 电邮： tue@usada org

出版物和政策：

		   访问 UFC USADA org/publications-policies，以查阅：

		 – 针对选手、经理和辅助人员的一般反兴奋剂信息

		 – 检测和结果管理流程和程序

		 – 违禁物质和 TUE 信息

注意：  USADA 的药物参考资源不提供医疗建议。 根据体育运动中的反兴奋剂规定， 
他们确实提供了药物的状态。

USADA 资源

@usantidoping

@usantidoping

facebook.com/usantidoping

UFC.USADA.org

mailto:UFCathleteexpress%40USADA.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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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附注：



+1 719-785-2000

免费电话： (866) 601-2632

国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

UFCathleteexpress@USADA.org

UFC 反兴奋剂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