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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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比赛中和比赛外）都禁止使
用的物质类别

• 未经批准的物质： 未经政府卫生监管部门批
准用于人类治疗用途的药物，研究用药物 
• 合成代谢剂： 康复龙、雄烯二醇、雄烯二
酮、勃拉睾酮、勃地酮、克伦特罗、达那唑、去
氧甲基睾酮 (madol)、去氢氯甲基睾酮（DHC-
MT、特力补）、大力补、屈他雄酮、甲基屈他
雄酮、甲基-1-睾酮、甲基睾酮、诺龙（代卡-多
乐宝灵）、诺勃酮、氧雄龙、普拉睾酮（脱氢表
雄酮、DHEA 及其原激素，如 羰基-普拉睾酮）

、前列他唑、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如奥斯
塔林（恩博萨莫、MK-2866）、LGD-4033 (li-
gandrol)、安达林（GTx-007、S-4 和 RAD140
）、康力龙 (Winstrol)、睾酮、四氢孕三烯酮 
(THG)、替勃龙、群勃龙、泽仑诺、齐帕特罗，
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化学结构或类似生物效应的物
质。 
• Β-2 激动剂： 禁止使用所有选择性和非选择
性 β-2 激动剂，包括所有光学异构体。 这包括
所有给药途径（如口服、静脉注射和吸入）。 

本卡不是 UFC 禁用清单的完整版本，但提供
了禁止使用的物质和允许使用的物质的示例。 
该清单可能会有变动。 有关禁用物质的完整列
表，请参阅以下页面的UFC禁用列表： 
UFC.USADA.org/prohibite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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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吸入使用 β-2 激动剂是被禁止的，包括
阿福莫特罗、非诺特罗、茚达特罗、左沙沙丁胺
醇（左沙布特罗）、奥西那林（异丙喘宁）、奥
达特罗、吡丁舒喘宁、特布他林、喘速宁、妥洛
特罗。 如需了解吸入使用沙丁胺醇*、福莫特罗*

、沙美特罗和维兰特罗，请参见另一面，这些药
物的用途是不禁止的。 高烯胺（异喹啉、瘤茎
藤）仅在比赛中禁止使用。
• 利尿剂和掩蔽剂：（见反面的利尿剂/阈值警告）
静脉注射白蛋白、右旋糖酐、羟乙基淀粉和甘露
醇； 乙酰唑胺、阿米洛利、布美他尼、坎利酮、
氯沙利酮、氯噻嗪、去氨加压素 (DDAVP)、依普利
酮、速尿、氢氯噻嗪、吲达帕胺、美托拉宗、丙磺
舒、螺内酯、氨苯喋啶、托伐普坦。 例外情况： 
布林佐胺或多佐胺滴眼液、曲螺酮、帕马溴和牙科
手术中局部使用苯赖升压素均不禁止。
• 激素和代谢调节剂： 芳香化酶抑制剂，包括
但不限于： 氨鲁米特、阿那曲唑、雄甾烯二酮、
雄甾烯三酮 (6-oxo)、阿里米斯坦、依西美坦、
福美斯坦、来曲唑、睾酮； 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
节剂 (SERS) 和抗雌激素： 克罗米芬、环芬尼、
氟维斯群、奥培米芬、雷洛昔芬、他莫昔芬、托
瑞芬； 预防活性素受体 IIB 激活的药物，代谢调
节剂： AMP 激活蛋白激酶（AICAR，SR900） 
和 PPARδ 激动剂（GW 1516，GW 501516）
的激活剂； 胰岛素及其模拟物； 美度铵（米屈
肼）； 曲美他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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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肽激素、生长因子、相关物质和模拟物以及所
有释放因子：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生长激素及
其释放因子和类似物（如 CJC-1293、CJC-
1295、舍莫瑞林和替莫瑞林）； 生长激素促分
泌激素 (GHS)（如来莫瑞林（饥饿激素）及其
模拟物（如阿拉莫林、伊帕瑞林、马西瑞林和
他莫瑞林）； 生长激素片段（如 ODA-9604

、hGH 176-191）； GH 释放肽 (GHRP)（艾瑞
莫瑞林、GHRP-1、GHRP-2（普拉莫瑞林）

、GHRP-3、GHRP-4、GHRP-5、GHRP-6 和
艾沙瑞林（海沙瑞林））；  促红细胞生成素受
体激动剂： 促红细胞生成素 (EPO)、EPO-Fc、
达依泊汀 (dEPO)、GATA 抑制剂、罗特西普、
甲氧基聚乙二醇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 (CERA)、
培奈萨肽、索他西普；缺氧诱导因子 (HIF)  定剂
和激活剂： 钴、达普司他 (GSK1278863)； 莫
立司他 (BAY 85-3934)； 罗沙司他 (FG-4592)
； 伐度司他 (AKB-6548) 及氙气； 生长因子： 
成纤维细胞 (FGF)、肝细胞 (HGF)、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类胰岛素（IGF-1、美卡舍明）、机械生
长因子（M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血管
内皮和任何其他影响肌肉、肌腱或韧带蛋白质合
成/降解、血管化、能量利用、再生能力或纤维
类型转换的物质。 例外： 允许使用血小板衍生
血浆制剂（如 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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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禁止男性使用：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CG, hCG) 
和黄体生成素 (LH)、布舍瑞林、地洛瑞林、戈那
瑞林、戈舍瑞林、亮丙瑞林、萘法瑞林和曲普瑞
林

任何时候（比赛中和比赛外）都禁止使
用的方法	

• 血液和血液成分篡改： a) 血液回输： 施用或
重新引入自体、异体或异种血液或任何来源的红
细胞； 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如使血液细胞恢
复循环的臭氧治疗或血浆捐献，除非：允许全血
捐献）对血液或血液成分 进行任何形式的血管内
篡改； b) 氧气输送： 人工增强氧气的摄入、转
输或输送，包括但不限于全氟化学品、乙丙昔罗 
(RSR13)）、静脉输氧和改性血红蛋白产品（例
如，基于血红蛋白的血液替代品、微囊化血红蛋
白产品）。 例外： 允许吸入补充氧气。
• 化学和物理篡改： 
- 篡改或企图篡改，以改变样本的完整性或有效
性： 尿液替代和/或掺假（例如，添加到样本中
的蛋白酶）。 
- 禁止每 12 小时静脉输液或注射超过 100 毫升
的违禁物质/液体，除非是在医院治疗、外科手
术、临床诊断研究过程中合法使用，或由有执照
的医师确定在医疗上合理且在医疗标准范围内，
并由有执照的医学专业人员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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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和细胞兴奋剂： 以下行为是禁止的： 使
用核酸或核酸类似物，以便通过任何机制改变基
因组序列和/或基因表达。 这包括但不限于基因
编辑、基因沉默和基因转移技术，以及使用正常
或转基因细胞来提高成绩。
 

仅在比赛中禁止使用的物质	†

• 兴奋剂： 使用肾上腺素*或肾上腺素自动注射
器需要在治疗后提交紧急 TUE； 阿屈非尼、安
非他明、阿莫达非尼、苄非他明、大黄素及类似
物、可卡因、右哌甲酯、右旋安非他命、1,3-二
甲基丁胺（DMBA、AMP 柠檬酸、4-氨基-2-甲
基戊烷）、麻黄素、麻黄碱*、异美汀、赖氨苯
丙胺、甲基苯丙胺、甲基己胺（4-甲基己烷-2-
胺、DMAA、甲基己胺）和类似物，甲基辛弗林
（奥洛福林）、哌醋甲酯、莫达非尼、章鱼胺“
苦橙”、匹莫林、苯乙胺及其衍生物、苯丙胺、
伪麻黄碱*、司来吉兰 以及相关物质。 见另一面
的“利尿/阈值警告”。*

• 毒品： 丁丙诺啡、吗散痛、二乙酰吗啡（海洛
因）、芬太尼及衍生物、氢化吗啡酮、哌替啶、
美沙酮、吗啡、尼克吗啡、鸦片、羟考酮、羟吗
啡酮、喷他佐辛、杜冷丁
• 大麻素： 天然或合成δ-9-四氢大麻酚 (THC) 
或大麻模拟物（例如，“香料”，JWH-018

、JWH-073、HU-210）。 虽然大麻二酚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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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止使用，但可能含有不同浓度的 THC 和其
他天然大麻素，这可能是州竞技委员会禁止的。†

• 糖皮质激素： 倍他米松、布地奈德、可的
松、地夫可特、地塞米松、氟替卡松、氢化可的
松、甲基强的松龙、强的松龙、强的松、曲安奈
德。 禁止全身使用（即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口
服、直肠给药/栓剂）。 允许局部使用、局部关
节内注射（例如，可的松直接注射到关节内）、
局部硬膜外注射和吸入使用（见背面）。†

 * 有阈物质 – 如需详细了解兴奋剂和监测计
划，请访问 UFC.USADA.org/prohibited-list

警告： USADA 无法预测药物从尿液和/或血液中
的清除时间。 如果不确定比赛中禁用的药物是否
会在比赛前从您的体内清除，请咨询您的医生和
药剂师。 我们鼓励您在比赛前申请获得 TUE。

膳食补充剂(DIETARY	SUPPLEMENT)	

许多膳食补充剂（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顺
势疗法、草药、能量饮料）可能含有禁止使用成
分，包括标签上未列出的成分。 服用膳食补充剂
的任何选手都有违反反兴奋剂政策和/或对健康
造成不良后果的风险。 
对于那些不顾风险选择使用膳食补充剂的选
手，USADA 建议他们只使用 UFC 禁用清单中确
定的认证补充剂 (Certified Supplement)。  



8

如需了解详情，请访问  
UFC.USADA.org/supplements。

为正确的选择发声!

举报在运动中滥用提高成绩药物的行为，并为
保护公平的选手并促进公平参赛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 
 • playclean@USADA.org
 •  1-877-Play-Clean  

(1-877-752-9253)
 • UFC.USADA.org/playclean
 
†  UFC Global DRO 网站根据 UFC 禁用清单提供特定成分和
药物的允许或禁止状态。 请务必向相关竞技委员会或监管
机构查询您的药物，因为他们可能会禁止 UFC 反兴奋剂计
划允许使用的某些药物和方法，反之亦然。 选手不应使用
任何违禁物质或方法，除非 USADA 已颁发有效的治疗用药
豁免 (TUE)，且 TUE 是由相关竞技委员会或监管机构正式
认可或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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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使用的药物示例

请注意，竞技委员会可能会比 UFC 反兴奋剂计
划禁止更多的物质。† 
• 痤疮：抗生素（外用和口服），阿达帕林、异
维甲酸、维甲酸、水杨酸、外用皮质类固醇。 注
意： 禁止使用螺内酯和坎利酮。 
• 麻醉剂：利多卡因； 允许通过局部给药（皮
内、鼻内、眼内）使用含有肾上腺素的局部麻醉
剂。 区域竞技委员会在这一类别中可能有更多的
限制或禁用物质。  
• 抗酸剂：碳酸钙、右旋兰索拉唑、法莫替丁、
兰索拉唑、氧化镁、镁铝、奥美拉唑、泮托拉
唑、雷尼替丁、西甲硅油 
• 抗生素：抗生素软膏、阿奇霉素、碳青霉烯
类、头孢菌素类、克林霉素、氟喹诺酮类、红霉
素、甲硝唑、呋喃妥因、青霉素及其衍生物、利
福平、磺胺类抗生素、万古霉素 
• 抗抑郁药/情绪 定剂：阿米替林、阿立哌唑、
安非他酮、丁胺苯丙酮、西酞普兰、氰钴胺、地
文拉法辛、艾司西酞普兰、氟西汀、拉莫三嗪、
锂、帕罗西汀、奎硫平、利培酮、舍曲林、曲唑
酮。 区域竞技委员会在这一类别中可能有更多的
限制或禁用物质。
• 降糖药：艾塞那肽、杜拉鲁肽、格列美脲、格
列吡嗪、格列本脲、二甲双胍、利拉利汀、吡格
列酮、西他列汀 



	 	 	 	

• 止泻剂：阿托品、水杨酸亚铋、洛哌丁胺、高
岭土/果胶 
• 抗真菌药：环吡酮、克霉唑、酮康唑、咪康
唑、制霉菌素、特比萘芬、托萘酯
• 抗惊厥药/抗眩晕药：苯海拉明、敏安、东莨菪
碱、甲氯嗪、昂丹司琼、异丙嗪 
• 抗病毒药物：阿昔洛韦、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金刚烷胺、恩曲他滨、来地帕韦/索非布韦、奥
司他韦、利巴韦林、替诺福韦、伐昔洛韦 
• 哮喘：色甘酸钠、异丙托品、孟鲁司特、奈多
克罗米、奥马珠单抗、茶碱、噻托溴铵 
某些 β-2 激动剂（仅通过吸入：吸入使用沙丁
胺醇*（舒喘宁）： 24 小时内分次服用剂量最
高为 1600 微克，从任何剂量开始的 12 小时内
不得超过 800 微克； 吸入使用福莫特罗*： 24 
小时内的最大剂量为 54 微克； 吸入使用沙美特
罗： 24 小时内最大 200 微克； 吸入使用维兰
特罗： 24 小时内最大 25 微克； 通过喷雾器使
用这些哮喘药物可能会导致您接受超过允许的剂
量。 使用任何 β-2 激动剂和雾化器时，请提交“
治疗用药豁免”。 参见利尿剂/阈值警告。* 
•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D 或 ADHD）：阿
托莫西汀，胍法辛 
• 感冒/过敏/咳嗽：有许多感冒和流感药品，它
们的配方经常变化。 服用前，必须检查产品中
每种活性成分的状态。 允许使用的成分： 西替
利嗪、右美沙芬、抗敏安、愈创甘油醚、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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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定、苯肾上腺素、异丙嗪。 滴鼻液/喷雾或滴
眼液： 氟替卡松、萘甲唑啉、羟甲唑啉和四氢
唑啉。   注意： 见伪麻黄碱（通常在“非嗜睡”
或“D”制剂中）和麻黄碱的禁忌方。
• 避孕药：单独使用或与雌激素（炔雌醇、戊酸
雌二醇）、宫内节育器联合使用孕激素（去氧
孕烯、地诺孕素、屈螺酮、双醋炔诺醇、依托孕
烯、左炔诺孕酮、甲羟孕酮、炔诺酮、炔诺孕
酮、诺孕酯、醋酸炔诺酮）、宫内节育器 
• 滴耳剂：苯佐卡因、环丙沙星/地塞米松、安替
比林和所有滴耳剂抗生素  
• 眼部制剂：人工泪液和眼部润滑剂、环孢素、
萘甲唑啉（眼内）、羟甲唑啉（眼内）、强的松
龙（眼内）和所有眼科抗生素
• 心脏药物：氨氯地平、阿司匹林、阿托伐他
汀、可乐定、地尔硫卓、赖诺普利。 注意： 一
些心脏药物含有利尿剂，如氢氯噻嗪 (HCTZ)，
这是被禁止的。 见“利尿剂/阈值警告”。* 
• 痔疮：金缕梅水、薄荷醇、普拉莫卡因、外用
氢化可的松乳膏。 （注意： 比赛中禁止使用糖
皮质激素栓剂/直肠乳膏。 
•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左甲状腺素 
• 泻药/大便软化剂：聚卡波非钙、多库酯、聚乙
二醇、柠檬酸镁、番泻叶甙 
• 疼痛/抗炎：阿司匹林、塞来昔布、可待因、
双氯芬酸、干针疗法、布洛芬、酮咯酸、美洛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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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萘普生、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普瑞
巴林、曲马多 
• 镇静剂/助眠药：苯海拉明、抗敏安、艾司佐
匹克隆、曲唑酮、唑吡坦。 区域竞技委员会在
这一类别中可能有更多的限制或禁用物质。 
• 局部用药：局部倍他米松、辣椒素、双氯芬
酸、苯海拉明、薄荷醇、水杨酸甲酯、外用氢化
可的松、氧化锌 
• 疫苗：水痘、白喉、肝炎、人乳头瘤病毒、流
感、麻疹-腮腺炎-风疹 (MMR)、脑膜炎球菌、
百日咳、肺炎球菌、脊髓灰质炎、狂犬病、轮状
病毒、破伤风、破伤风-百日咳-白喉 (Tdap)、
伤寒、水痘病毒、黄热病 
• 阴道制剂：布康唑、克霉唑、甲硝唑、咪康
唑、制霉菌素、特康唑、噻康唑
 

治疗用药豁免	

在比赛中和/或比赛外使用违禁物质或方法之
前，需要提交获得批准的治疗用药豁免 (TUE)，
以避免违反反兴奋剂政策。 竞技委员会可能有
自己的 TUE 或医疗规则，因此，USADA 批准的 
TUE 并不自动意味着在特定竞技委员会管辖下的
选手有使用违禁物质和/或方法的许可。 请参阅 
UFC TUE 政策，详细了解 TUE 申请的程序，或
者访问 UFC.USADA.org/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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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尿剂/阈值警告：与利尿剂或掩体剂一起使用
任何数量的受阈值限制的物质（即福莫特罗、沙
丁胺醇、去甲伪麻黄碱、麻黄碱、甲基麻黄碱和
伪麻黄碱）时，均需同时取得有阈物质以及利尿
剂或掩蔽剂的治疗用途豁免。 即使您使用的“有
阈物质”低于许可的数量和/或按处方使用，也应
如此。

资源

请检查您所用产品和方法的状态： 
1. UFC 禁用清单
 UFC.USADA.org/prohibited-list
2. 研究您的药物 
 UFC.GlobalDRO.com
3.  详细了解认证补充剂
 UFC.USADA.org/supplements
4. 联系药物参考专线 
•  电话：(719) 785-2000 或免费电话  

(866) 601-2632
• 国际免费电话： +8008-120-8120
• 电邮： ufcdrugreference@usada.org



UFC.USADA.org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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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官方译文
UFC 钱包卡的官方文本是 UFC 反兴奋
剂网站 (UFC.USADA.org) 上公布的英
文版本。 如果 UFC 钱包卡的英文版本
和翻译版本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应以
英文版本为准。

UFC 反兴奋剂计划

http://UFC.USAD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