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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摩托车越野/超级越野比赛通则 
 

01 总则 

01.1 通则适用的范围：本通则适用于在国内举行的各种级别、

各种规模的摩托车越野/超级越野比赛。对于在国内举行的国际比

赛，由中国摩托运动协会根据国际摩联的有关通则及国际组织的要

求，再制定具体比赛规则及补充规则。 

02 比赛定义 

02.1 越野赛：摩托车越野赛是在有自然障碍的复杂地形封闭路

线上进行的比赛。 

02.2 超级越野赛：摩托车超级越野赛是在人为设置复杂障碍封

闭路线上进行的比赛。 

03 比赛名称 

03.1 国际比赛。 

03.2 全国锦标赛。 

03.3 中国摩托运动协会杯赛。 

03.4 公开邀请赛。 

03.5 巡回积分赛。 

03.6 地区性比赛。 

03.7 国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摩托运动协

会批准的其它比赛。 

04 比赛项目 

04.1 摩托车越野比赛级别的划分： 

04.1.1 70CC 组：气缸工作容积不大于 70 毫升。 

04.1.2 80CC 组：气缸工作容积 71 毫升－85 毫升。 

04.1.3 125CC 组：气缸工作容积 86 毫升－125 毫升。 

04.1.4 150CC 组：气缸工作容积 126 毫升－150 毫升。 

04.1.5 250CC 组：气缸工作容积 151 毫升－25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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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摩托车超级越野比赛级别的划分： 

04.2.1 125CC 组：二冲程摩托车气缸工作容积 86--125 毫升。 

04.2.2 四冲程摩托车气缸工作容积 126--250 毫升。 

04.2.3 250CC 组：二冲程摩托车气缸工作容积 126--250 毫升。 

04.2.4 四冲程摩托车气缸工作容积 251--450 毫升。 

04.3 四冲程竞赛摩托车与二冲程竞赛摩托车的关系： 

04.3.1 四冲程 150CC 摩托车可参加二冲程 80CC 组比赛。 

04.3.2 四冲程 250CC 摩托车可参加二冲程 125CC 组比赛。 

04.3.3 四冲程 450CC 摩托车可参加二冲程 250CC 组比赛。 

05 比赛形式 

05.1 个人赛：按运动员个人取得的积分评定个人名次。 

05.2 团体赛：以代表队为单位组队参加某一车型组比赛，按该

代表队 好 2 名运动员取得的积分总和评定各代表队成绩。 

06 比赛批准 

06.1 全国性比赛要在上一年度的 11 月之前报中国摩托运动协

会批准。申请手续按《全国及国际摩托车竞赛管理办法》执行。 

06.2 各省、市、自治区组织的比赛，应在上一年度 11 月前报

中国摩托运动协会备案，并经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管理部

门批准，比赛结束后，将比赛总结及成绩报中国摩托运动协会。 

07 比赛组织 

07.1 根据比赛通则和比赛规则制定补充规则。 

07.2 比赛规则及补充规则 迟于比赛 1 个月前通知参赛单位。 

07.3 场地、场地附属设施和安全措施的修建。 

07.4 仲裁和裁判的确定。 

07.5 食宿、交通的安排。 

07.6 器材和燃料的准备。 

07.7 录取名次及奖励。 

07.8 新闻宣传与广告。 

08 比赛规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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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比赛组别设置。 

08.2 参赛资格。 

08.3 报名办法及报名费。 

08.4 比赛办法。 

08.5 比赛车辆。 

08.6 日程安排。 

08.7 成绩评定。 

08.8 录取名次与奖励。 

08.9 补充规则。 

09 旗语 

09.1 信号旗规格：长:750MM  宽:600MM。 

09.2 红旗：表示全部运动员停止比赛。 

09.3 黄旗：举起不动，表示前面危险、减速慢行、不准超车和

跳跃。 

09.4 黄旗：举起并挥动，表示靠近危险，减速慢行、不准超车

和跳跃，并随时准备停车。 

09.5 蓝旗：举起并挥动，表示被指示的运动员被套圈，立即减

速，不得变更行驶路线，并让接近快一圈（或一圈以上的）的套圈

运动员超过。 

09.6 绿旗：表示训练开始、赛道安全。 

09.7 黑白格旗：表示比赛结束。 

09.8 黑旗连号码牌:表示被号码牌上显示号码的运动员立即退

出比赛,并向赛事主管报到。 

10 标志牌 

10.1 标志牌规格：长 750MM  宽 600MM。 

10.2 标志牌包括：停车区   等待区    急救站    加油站 

车辆检查区         维修区    指挥区   

发车区    进  口   出  口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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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室 

15″（距比赛开始 后 15 秒） 

5″ （距比赛开始 后 5 秒） 

L2 （ 后 2圈）       L1（ 后 1圈） 

11 号码及号码牌 

11.1 车辆号码牌的号码必须和运动员号码布（骑行衫）上的号

码一致，运动员的号码由组织者确定或与上年度该运动员某车型全

年度总排名一致，如上年度无成绩排名，其号码由组织者确定。 

11.2 参加比赛的车辆必须安装号码牌，号码牌呈长方形，用坚

固优质材料制成，不易弯曲。 

11.3 每辆车号码牌为 3块，其中前方 1 块，两侧后方各 1块，

每块号码尺寸为：长：285MM  宽：235MM,号码牌上除号码外不得出

现任何文字或 LOGO。 

11.4 号码牌数字尺寸高：160MM 宽：90MM 笔划宽度：30MM 字

距：25MM。 

11.5 颜色：号码牌上的号码颜色要醒目，避免反光。 

80CC  － 白底黑字 

125CC － 白底黑字 

150CC － 白底黑字 

250CC － 白底黑字 

500CC － 白底黑字 

12 号码布（或骑行服） 

12.1 每名参赛运动员必须有 1 块号码布(由组织者放发)。 

号码尺寸：高：200MM  宽：150MM 字距：30MM。 

12.2 骑行衫制作要求：美观大方，数字距骑行衫上沿 150MM，

居中，数字颜色醒目与骑行衫反差要大。 

13 报名与更换运动员 

13.1 报名：参赛单位必须在比赛通知规定时间内报名，逾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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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无效。 

13.2 比赛组织者有权不接受参赛单位（或法人单位）的报名,

并不作任何解释。 

13.3 更换车型：运动员在大会组织自由练习前 24 小时按照规

则规定可更换车型（所更换车辆必须符合规定）。 

13.4 更换运动员：如更换运动员，参赛单位在比赛报到时提出

书面申请，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后，方可更换，所更换的运动员必须

持有当年有效的参赛执照。 

14 比赛办法 

14.1 各车型组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超过 30 名时,可采用预赛、复

赛及决赛的方式进行。 

14.2 如果一场比赛开始后，进行不到一圈被停止，运动员直接

回发车区，比赛重新开始。 

14.3 如果一场比赛开始后,比赛时间不到规则规定时间的 1/2

时,（不含 后 2 圈时间）运动员返回维修区，10 分钟-30 分钟后重

新比赛（或由仲裁委员会决定重新比赛时间）。 

14.4 如果一场比赛开始后，比赛时间超过规则规定时间的 1/2

时才被停止（不含 后 2 圈时间），则此场比赛视为有效。 

14.5 由于特殊原因造成比赛不能正常进行或裁判无法正常工

作，由仲裁委员会裁决后，认定此场比赛是否有效。 

14.6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比赛中止： 

14.7 发车时发车架部分没有倒下,出示红旗,全体参赛运动员

返回发车区,重新发车。 

14.8 在第一弯道摔倒运动员超过50%时,出示红旗,全体参赛运

动员返回发车区,重新发车。 

14.9 比赛中发生意外，造成比赛无法进行的。 

14.10 由于其它原因,造成比赛无法进行 

14.11 自由练习、计时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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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自由练习的时间、次数等由赛事主管确定。计时练习的

出发顺序以参赛队员号码为依据,号码靠前者,出发靠前；计时练习

的单圈 好成绩作为比赛挑选发车位置的依据，成绩好者，挑选发

车位置靠前；第一场赛成绩作为第二场赛挑选发车位置的依据，成

绩好者，挑选发车位置靠前。 

15 比赛出发程序 

15.1 在等待区设立时间显示器，显示当日北京时间。（或显示

距比赛开始的时间） 

15.2 每车型组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赛前 10 分钟到达等待区，

接受车起终点裁判长、车检裁判长的技术检查，不到者可视为自动

放弃比赛。 

15.3 参赛运动员在确定发车位置后，起终点裁判员将出示： 

15 秒 － 距竞赛开始还有 15 秒； 

5 秒  － 距竞赛开始还有 5 秒； 

5 秒牌显示后，发车架将在 5 秒-10 秒时间内放下。 

15.4 除赛事官员、裁判员、电视直播记者外，其它人不得进行

发车区。 

15.5 比赛期间参赛单位的教练员、机械师和车队工作人员可进

入指挥区。 

16 裁判通则 

16.1 发车规定：运动员按计时赛成绩（或第一场成绩）挑选发

车位置，进入发车位置后，不得更换发车位置。此时如发现车辆无

法正常比赛，举手向起终点裁判示意，允许有 3 分钟时间维修或调

换车辆，在裁判出示 15 秒牌后，比赛按正常程序进行。 

16.2 行驶规定  

16.2.1 比赛中运动员必须按规定的赛道行驶，不得取捷径或绕

过规定的障碍物，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16.2.2 禁止运动员在比赛中有意碰他人，违者取消竞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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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 在比赛中，裁判员向被套圈运动员出示 2 次（含 2 次）

以上蓝旗，仍未让出路线者,取消竞赛资格，并加罚本队受益者30秒。 

16.2.4 在比赛中,裁判员出示黄旗后,未减速者，取消比赛资格。 

16.2.5 禁止在赛道上逆行，违者取消比赛资格（经裁判允许者

除外）。 

16.2.6 禁止无故突然制动或急剧改变行驶方向，违者取消比赛

资格。 

16.2.7 车辆发生故障或因其它原因退出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立

即举手示意，在不妨碍他人行驶的情况下退出赛道，并将车辆放置

在不妨碍比赛的位置，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16.2.8 到达终点后，不得突然减速或改变行驶方向，违者取消

竞赛成绩。 

17 比赛中的车辆修理及外力帮助 

17.1 在比赛发车后不准更换比赛车辆，违者取消比赛成绩。 

17.2 如比赛中止，参赛运动员直接返回发车区重新比赛，不准

更换车辆；如比赛中止，参赛运动员返回休息区等待重新发车，则

可以更换车辆。 

17.2 比赛中如车辆发生故障，必须退出赛道，自行修理，经裁

判同意后可重新进入赛道继续进行比赛，违者取消比赛成绩。 

17.3 如需要在维修区修理，须由运动员自行带车到维修区，接

受机械师维修。经裁判许可后，在不减少比赛距离的情况下，可就

近进入赛道继续进行比赛，违者取消比赛成绩。 

17.4 危险地段出现意外情况,由裁判员给予必要的帮助。 

18 终点 

18.1 通过终点:运动员和比赛车辆必须同时通过终点,否则不

计成绩。 

18.2 到达终点是以车辆的前轮 前端到达终点线为准（或以接

受器接收到计时信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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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第一名运动员完成比赛规则规定的时间通过终点后，其它

运动员即到达终点，该场比赛停止。 

19 成绩评定 

19.1 15 名得分法 

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得 分 20 17 15 13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9.2 个人赛成绩评定:采用得分法。在一场或多场比赛时，按

运动员每场比赛获得的名次所得分数相加，评定名次，分数多者，

名次列前；分数相同，以运动员在 后一场比赛中，得分多者，名

次列前；如 后一场比赛得分也相同，则以 后一个回合比赛获得

分数多者，名次列前。 

19.4 团体赛成绩评定：团体赛成绩评定采用得分法。参加团体

赛的参赛单位必须有 2 名运动员（或 2 名以上运动员）按照规则规

定参加比赛。在一场或多场比赛中，将参赛单位成绩 好的 2 名运

动员获得名次所得分数相加，分数多者，名次列前；分数相同，以

后一场比赛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 后一场比赛得分也相同，

则以参赛单位在 后一个回合比赛中获得 好名次运动员成绩相比

较，个人名次列前，团体成绩列前。 

19.5 系列赛总成绩评定：系列赛成绩评定采用得分法。个人赛：

全年各场比赛累计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得分相同，以 后一场比

赛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 后一场比赛得分也相同，则以 后一

个回合比赛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团体赛：全年各场比赛累计得分

多者，名次列前；得分相同，以 后一场比赛得分多者，名次列前；

如 后一场比赛得分也相同，以参赛单位在 后一个回合比赛中获

得 好名次运动员成绩相比较，个人名次列前者，团体成绩列前。 

20 成绩公布 

20.1 在当日赛后 30 分钟内由计时裁判长签发成绩,并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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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里发布。 

20.2 正式成绩由赛事主管签字生效后公布。 

20.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不计成绩： 

20.3.1 第一名运动员到达终点后,5分钟内仍未通过终点线,且

没有完成第一名运动员所完成比赛距离 3/4 者。 

20.3.2 没有完成第一名运动员所完成距离的 3/4 者。 

20.3.3 被取消比赛资格或比赛成绩者。 

20.3.4 丢失号码布、号码牌或自行变更号码、号码字迹不清楚

影响成绩记录者。 

20.3.5 使用比赛车辆不符合技术规定、没有经过车辆检查、车

辆检查不符合规定者或车辆复检不合格者。 

20.3.6 因其它原因,被仲裁委员会裁定其成绩无效者。 

21 会议 

21.1 在官方组织的自由练习后召开裁判、仲裁和领队（运动员）

会议。 

21.1.1 裁判会议:由赛事主管主持,裁判长及裁判员参加,主要

明确比赛细则、裁判分工及比赛中裁判员的协调与组织等。 

21.1.2 仲裁会议:第一次仲裁会议（自由练习后）由仲裁委员

会主任主持,仲裁委员参加(仲裁委员 2 名),赛事主管、总裁判长、

起终点裁判长、路线裁判长、计时裁判长、车检裁判长、场地主管、

赛道主管、安全主管、医务主管、新闻主管和其它有关人员汇报各

自工作及有关情况等。第二次仲裁会议在计时练习后进行，由仲裁

委员会主任召集相关人员参加。第三次仲裁会议在第一场赛结束后

进行，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召集相关人员参加。第四次仲裁会议在第

二场比赛后进行，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召集相关人员参加。 

21.1.3 领队（运动员）会议:赛前由赛事主管向运动员讲解有

关通则、规程、补充规则及有关通知；明确比赛注意事项、比赛办

法、处罚和申诉、抗议的有关要求。 

22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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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参赛运动员性别不限，但必须身体健康，年龄在 40 周岁

以下。 

22.2 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由其报名的法人单位为其注册，并持

有中国摩托运动协会颁发的当年有效比赛执照。 

22.3 报名参加有年龄限制组别的运动员须按规则规定携带运

动员年龄证明。 

22.4 运动员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摩托车比赛保险），在报

到行政检验时，向赛事秘书出示。 

22.5 运动员参加比赛不得兼项（如有例外，以比赛规则、补充

规则为准）。 

22.6 参加 80CC 组比赛的男运动员年龄不得超过 16 岁(出生时

间规定见补充规则)。 

22.7 参加 80CC 组比赛的女运动员年龄不得超过 20 岁(出生时

间规定见补充规则)。 

23 防护用具 

23.1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时必须穿、戴越野赛专用

的头盔、手套、皮靴、风镜、护甲、护肘、赛服等护具，否则禁止

训练和比赛。 

24 比赛车辆 

24.1 比赛车辆必须经过检查合格后，方可参加比赛。 

24.2 每组比赛获得前 6名运动员使用的竞赛车辆，必须停放在

指定位置，接受车辆复检。比赛组织者有权抽检任何比赛车辆。 

24.3 不准用小级别排气量的比赛车辆代替大级别排气量的比

赛车辆参加比赛（如有例外,以竞赛规则、补充规则为准）。 

24.4 专业比赛车辆必须符合国际摩托车联合会的有关规定，国

产比赛车辆必须符合中国摩协的有关规定。 

25 处罚 

25.1 警告 

25.2 口头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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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书面警告 

25.4 取消一场或多场比赛成绩。 

25.5 取消比赛资格。 

25.6 按照《关于摩托车比赛纪律的暂行规定》中有关规定处理。 

26 抗议 

26.1 运动员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向赛事主管呈交抗议书，对运动

员资格、 成绩的抗议，预付抗议费人民币 500 元，抗议有效，抗议

费退还，对所抗议的内容重新确定（或取消被抗议运动员的资格、

成绩）；抗议无效，抗议费上交主办单位，对所抗议的内容不作修

改。对车辆抗议，预付抗议费人民币 1000 元，如抗议有效，抗议费

退还，对所抗议车辆的运动员成绩重新确定（或取消被抗议运动员

的资格、成绩）；抗议无效，抗议费上交主办单位，对所抗议的内

容不作修改。对燃料抗议，预付人民币 10000 元，待燃料检验正式

报告出来后，以书面形式通知抗议者和被抗议者，抗议有效，抗议

费退还，燃料检验费由被抗议者支付，对被抗议运动员的成绩重新

确定（或取消）；抗议无效，抗议费上交主办单位，对所抗议的内

容不作修改。 

26.2 对运动员资格的抗议必须在第一次公布参赛资格表 30 分

钟内提出。仲裁委员会签字后的参赛资格表为 终参赛资格表。 

26.3 对本人或本单位参赛车辆检查的抗议，必须在车检后立即

提出，对他人或其它单位参赛车辆的抗议必须在正式练习 2 小时前

或比赛结束后 30 分钟内提出。 

26.4 对比赛成绩的抗议，必须在计时裁判长公布成绩 30 分钟

内提出。 

26.5 仲裁委员会不接受对计时器材、裁判员资格的抗议。 

26.6 仲裁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抗议后在 12 小时内（对燃料抗议

除外），将仲裁结果通知抗议者。 

27 申诉 

27.1 抗议者有权对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向中国摩托运动协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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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诉。申诉者必须在接到仲裁委员会对他的抗议裁决书面通知后

30 分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经仲裁委员会秘书转交中国摩托运动协

会，申诉费人民币 1000 元，申诉有效，对其所申诉内容进行重新确

定并退还申诉费；申诉无效，申诉费上交中国摩托运动协会，对其

所申诉的内容不作修改。中国摩托运动协会的裁决为 终裁决。 

27.2 仲裁委员会、中国摩托运动协会有权不接受运动员、运动

队的抗议和申诉。 

28 附则 

28.1 本通则未尽事宜由中国摩协进一步补充。 

28.2 本通则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8.3 本通则修改解释权属中国摩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