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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以下简称：公开赛）是经过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汽车

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汽联）批准并列入年度全国体育竞赛计划及中国汽

联赛历的正规比赛。 

 

本规则参照《国际汽联运动总则》（以下简称：《总则》）及其附件、国际汽

联欧洲直线竞速锦标赛比赛规则，并结合我国汽车运动实际情况制定。比赛组织

者、所有参赛者应严格遵守本规则各项条款。 

 

公开赛包括国产量产车 1600CC 以下组、国产量产车 1600CC-2000CC 组、

2000CC 以上组（含改装）三个组别，设分站赛和年终总决赛。各分站赛和年终

总决赛包括自由练习、排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自由练习时，车手在发车区裁判

的统一安排下开始练习，熟悉赛道。排位赛时，车手根据自由练习后公布的顺序

捉对进行排位赛，根据各分站赛补充规则确定晋级决赛名单。决赛时，采用双车

同时发车，捉对比赛的形式，最终决出胜者。分站赛和年终总决赛的日程表将在

比赛前 14 天公布。分站赛各组别前三名有资格参加年终总决赛。 

 

※※※※※※※※※※※※※※※※※※※※※※※※※※※※※※※※※※ 

1. 规则 

 

1.1 中国汽联对本规则有最终解释权。本规则开头部分（第一至三自然段）只作

为参考，不构成本规则正式条款。 

 

1.2 本规则将公布在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官方网站，并从2010年3月1日起生效。 

 

2. 总的要求 

 

2.1 参加公开赛的所有车手、参赛者和官员有义务保证自己和与其一同参赛的所

有工作人员、代理和供应商，遵守《总则》及其附件、本规则及其附件和分

站赛补充规则，保证参赛赛车在练习和决赛中符合参赛资格和安全要求。 

 

2.2 公开赛所有分站赛和年终总决赛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汽联。分站赛和年终总决

赛是指任何列入公开赛赛历的单站比赛和年终总决赛，包括按照既定时间表

进行的车检、行政检验、所有练习、决赛以及按照《总则》相关条款进行的

投诉以及有关比赛技术或运动方面的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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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任何涉及举办分站赛的特殊规则须在申报比赛时一同上报公开赛组委会，经

批准后方可生效。 

 

3. 公开赛 

 

3.1 公开赛是在两辆赛车之间进行的加速比赛，采用静止发车的方式完成一定直

线距离，用时少者获胜。 

 

3.2 公开赛由多个分站赛和年终总决赛组成，具体以各年度赛历或中国汽联官方

公告为准。 

 

3.3 如果组织者取消公开赛中某一分站赛，应在原定开赛日期前一个月通知车手

和参赛者。 

 

4. 奖项 

 

4.1 分站赛 

       各组别分别设分站赛冠军、亚军和季军各一名，颁发奖杯、证书，具体奖项

见各分站赛补充规则。 

 

4.2 年终总决赛 

各组别分别设年度总冠军、亚军和季军各一名，颁发奖杯、证书，年终第四

至第八名发奖杯，具体奖项见年终总决赛补充规则。 

   

5. 组织和推广 

 

5.1 各分站赛和年终总决赛组织者由比赛承办者提名，上报组委会研究后任命。 

 

5.2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推广机构应在比赛前六个月向中国汽联提出推广比赛

的申请并签署相关意向书。 

 

5.3 各分站赛和年终总决赛组织者应在比赛开始前 30 天向公开赛组委会提交分

站赛的具体推广方案。 

 

5.4 各分站赛和年终总决赛组织者应在比赛开始前 14 天向车手和参赛者提供本

规则附件 1中列出的所有信息，并提供详细比赛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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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官员 

    

中国汽联将任命以下官员： 

— 赛事观察员                            — 仲裁委员会主席 

        — 赛事主管                              — 车检主管                            

        — 成统主管                              — 安全主管                           

        — 赛事秘书                              — 发车员 

        — 发车区主管 

 

7. 保险 

 

7.1 分站赛组织者须为比赛办理公众责任保险，保额在 500 万元人民币（含）以

上。分站赛前 90 天，组织者须向中国汽联发送一份记录保险覆盖内容的详

细清单，这份清单须符合国家现行法律。 

 

7.2 所有车手须持有保额在 30 万元人民币（含）以上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保

额在 2万元人民币（含）以上的意外医疗保险。与车手一同参赛的所有人员

（如有，如车队经理、维修技师等）也必须持有与车手相同种类和额度的保

险。行政检验时，比赛秘书处将检查上述保险。 

 

7.3 比赛期间，赛车之间的碰撞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赔付范围之内。 

 

8. 报名 

 

8.1 报名方式 

 

公开赛采用单站报名制，各站报名费详见各分站赛补充规则。参加单站比赛

的车手或参赛者需要填写报名表。报名自每个分站赛开始前（分站赛开始以

预车检为标志）30 天开始，前 7天截止。各分站赛行政检验和预车检结束后，

仲裁委员会将公布参加分站赛的车手名单。年终总决赛无须缴纳报名费。 

 

公开赛常设秘书处：依斯顿（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颢文 

电话：010-68347841/68303406  

传真：010-68303406-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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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报名范围 

 

公开赛接受社会广大汽车运动及汽车竞速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包括参加过

中国汽联主办或批准的汽车比赛或活动的车手，代表全国各类汽车生产企业

报名参赛的车手，代表全国各类汽车生产企业分销商、4S 店会员俱乐部参赛

的车手，代表全国各类汽车运动协会、俱乐部、车队报名参赛的车手。 

 

8.3 报名资格 

 

（1）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具有二年以上实际驾龄的可报名参赛，报名时须出具驾驶执照； 

 

（2） 持有中国汽联颁发的有效 H级及以上汽车比赛执照的车手可报名参 

赛。报名时须出具比赛执照。有关比赛执照的规定请参照《中国汽

联参赛选手注册登记规定》； 

 

（3） 持港澳地区汽车运动协会颁发汽车比赛执照和港澳地区颁发的居民 

身份证的港澳车手，出具所在协会同意函，方可参赛。中国台北车

手在获车手资格认证后，出具所在协会同意函，方可参赛。 

 

8.4 根据《总则》第 74 条款规定，比赛组织者保留拒绝接受任何人或任何车队         

报名参赛且不做任何解释的权利。 

 

9. 车辆 

 

9.1 组别 

 

公开赛分为国产量产车 1600CC 以下组、国产量产车 1600CC－2000CC 组和

2000CC 以上组（含改装）三个组别。 

 

9.2 定义 

 

（1） 国产量产车 1600CC 以下组： 

凡是在中国大陆生产或组装并在连续 12 个月内销售 2500 辆，发动

机工作容积在 1600CC 以下（不含 1600CC 及带有涡轮增压的车辆）

的小客车（房车）且未经过改装的车辆，其中包括：普通民众用于

自身生活的城市用车（参赛者自带车辆参赛）；各类汽车生产企业、

汽车经销商、4S 店用于国内销售的量产车；各类汽车运动俱乐部会

员参加直线竞速赛且非经过改装的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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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产量产车 1600CC-2000CC 组： 

凡是在中国大陆生产或组装并在连续 12 个月内销售 2500 辆，发动

机工作容积在 1600CC－2000CC（不含 2000CC 及带有涡轮增压的车

辆）的小客车（房车）且未经过改装的车辆，其中包括：普通民众

用于自身生活的城市用车（参赛者自带车辆参赛）；各类汽车生产企

业、汽车经销商、4S 店用于国内销售的量产车；各类汽车运动俱乐

部会员参加直线竞速赛且非经过改装用车等。 

 

（3） 2000CC 以上（含改装）组： 

凡发动机工作容积在 2000CC 以上（含 2000CC 及带有涡轮增压的车

辆）的小客车（房车）均可报名参赛。其中包括：普通民众用于自

身生活的城市用车（参赛者自带车辆参赛）；各类汽车生产企业、汽

车经销商、4S 店用于国内销售的量产车；各类汽车运动俱乐部会员

参加直线竞速赛且非经过改装的用车。专为参加直线竞速比赛而改

装的车辆，其中包括：各类汽车生产厂商专为参加直线竞速比赛而

改装的车辆；各类汽车运动俱乐部专为参加直线竞速比赛而改装的

车辆；参赛者自带专为参加直线竞速比赛而改装的车辆。 

 

9.3 车辆技术要求 

 

（1） 凡参加国产量产车1600CC以下组和国产量产车1600CC-2000CC组两 

个组别的赛车必须为量产车，不得进行任何改装。 

 

（2） 参加 2000CC 以上（含改装）组的赛车，如为改装车，其必须符合国 

际汽联总责附件 J第 253 和 254 条款有关要求。 

 

10. 赛道 

 

10.1  公开赛赛道是为开展直线竞速赛而选择或改建的一条直线赛道。赛道可       

以选择在固定式赛车场，也可以在公共街道及其他可以举办比赛的场地。 

 

10.2 赛道长度标准为 402.336 米或 201.168 米。 

 

10.3 分站赛组织者须在比赛前 30 天向中国汽联提交详细的赛道建设和/或使 

用方案，赛道必须符合国际汽联和中国汽联赛道建设的相关安全要求。 

 

10.4 分站赛补充规则中将公布赛道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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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证件 

 

11.1 证件包括车手证、车辆维修人员证、官员证、裁判证、赛道摄像记者证、 

文字记者证、贵宾证和组织者工作人员证等。未经中国汽联同意，不得随

意发放任何与比赛有关的证件。 

 

11.2 证件只能由持证人本人根据证件的要求进行使用，持证人有义务妥善保存 

证件，并在比赛中佩带在明显位置。各分站赛及年终总决赛举办地将在行

政检验当天开始证件检查工作。比赛组织者有权力对不按规定使用证件的

持证人做出没收证件并罚款 500 元或更多处罚的处理。 

 

11.3 每辆赛车最多可以申请车手证 1 张、车辆维修人员证 2 张。出席车手会的 

所有人员必须佩带证件，否则不得参加车手会。 

 

12. 车贴 

 

12.1 比赛号码由比赛组织者统一向参赛车手提供，比赛号码须粘贴在赛车两侧 

前车门和车顶上，有关比赛号码的详细规定请参见《总则》中第十七章。 

 

12.2 赛车的名称以及品牌标志应出现在车身上，车手名字、国旗和血型应粘贴 

在车身驾驶员座舱外侧（后侧窗上，字体高度为 10 厘米），应容易被看到。 

 

12.3 赛车必须按照国际汽联所制定的规则及当地法律粘贴广告。比赛指定的赞 

助商广告位置参见补充规则。全部广告必须在预车检前粘贴完毕。赛车车

身可粘贴广告，但不得遮盖比赛号码，不得有不良宣传内容，也不得影响

赛车安全。除前挡风玻璃顶部可粘贴高度不超过 30 厘米的广告、后挡风

玻璃顶部可粘贴高度不超过 10 厘米的广告外,赛车四面车窗玻璃不得粘

贴广告。预留给参赛者的赛车车体广告位置不设特别限制。 

 

12.4 车手、参赛者、车辆赞助商及其他有关人员在报名参赛时已经同意所有的 

影视资料版权属于中国汽联。上述各方不可扣留版权，或将其转让给其它

单位或个人。中国汽联可选用任何在比赛中拍摄的影视产品做任何用途。 

 

12.5 所有不遵守上述规则的参赛者将取消比赛成绩或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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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检验 

 

13.1 车手和参赛者需持本规则第 8条款中规定的所有文件参加行政检验。不按 

《补充规则》中“初步时间表”规定时间参加行政检验的参赛者，将罚款

500 元。 

 

13.2 各分站赛赛中，组织者将检查车手驾驶执照或比赛执照和保险证明。 

 

13.3 任何参赛者、车手和相关人员必须签署“放弃索赔声明”。 

 

14. 车检 

 

14.1 预车检：自由练习前，预车检将在各车辆维修车间内进行。所有赛车必须 

接受检查。未按《补充规则》规定时间进行预车检的车手将被处以 1000

元罚款。没有接受预车检的赛车不得参加排位赛和决赛。 

 

14.2 排位赛和决赛后车检：排位赛和决赛后，所有参赛赛车应在封闭停车场内 

接受车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接受该项检查的车手应将到仲裁委员会除名

的处罚。 

 

15.  车手行为 

 

15.1 只有当维修区出口出示绿色信号灯或绿色信号旗后，赛车方可离开维修 

区，否则将受到仲裁委员会处罚。 

 

15.2 加油只能在维修区或者组织者指定的加油区域进行。加油前，发动机须停 

止转动(熄火)，否则将取消比赛资格，加油时车手可以坐在赛车上。加油

完成后，须等油桶放回原位且赛车油箱盖完全关闭后，才可以再次发动赛

车，否则将取消比赛资格。 

 

15.3 车手和参赛者必须防止加油时出现燃油泄漏。如有此情况发生，裁判将会 

监督其进行清理，参赛者必须立即执行，否则该参赛者将罚款 1000 元。 

 

15.4 在维修区内，严禁吸烟，否则将罚款 2000 元。 

 

15.5 任何赛车如在维修区内长时间停车，发动机必须熄火。 

 

15.6 赛车的所有维修工作只能在维修区进行，赛车离开维修区后不得再进行任 

何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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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赛车一旦抛锚，车手必须挂上空挡，立即离开危险位置。车手不得阻碍裁 

判员将赛车脱离危险地点，否则将罚款 1000 元。 

 

15.8 任何情况下任何人均不得使用赛车自身动力在维修区内倒车或反方向行  

驶。违规赛车将罚款 5000 元或除名。 

 

15.9 凡属公开赛 2000CC 组改装车的车手必须穿着符合规则规定的连身赛服、 

头盔，推荐使用颈椎保护架（HANS），车检裁判将检查这些装备，其他的 

车手必须佩带符合规则规定的头盔。 

 

15.10 赛车在维修区的限速为 10km/h，超过此限速的车手将罚款 2000 元。 

 

15.11 车手如果在练习或决赛中遇到技术故障，无法继续行驶，应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尽快离开赛道或返回维修区。 

 

16.  公告和决定 

 

16.1 仲裁委员会或赛事主管可以在《总则》的规定下以公告形式向车手或参          

赛者发送文件。公告将同时分发到所有参赛者手中并要求其签收。 

 

16.2 排位赛和决赛成绩、官方公告以及比赛官员发布的决定将张贴在官方公告 

栏中。 

 

16.3 针对某参赛者的公告或决定，将在文件做出 25 分钟内送至参赛者手中， 

参赛者须签字确认。 

 

17. 事故和处罚 

 

17.1 事故是指赛事主管向仲裁委员会报告的涉及一辆或一辆以上赛车的碰撞， 

或者任何车手的行为，包括如下：（1）违反规则的行为；（2）碰撞；（3）

车手冲出赛道；（4）车手违反安全规定。 

 

17.2 根据赛事主管的报告，仲裁委员会全权决定是否对涉及事故的车手给予下   

列处罚：（1）警告；（2）罚款；（3）罚时；（4）取消成绩；（5）除名；（6）

其他仲裁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处罚。 

 

17.3 一旦涉及处罚，仲裁委员会将处罚的书面决定发给参赛者或车手，参赛者 
或车手须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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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在出现事故时，当事参赛者或车手不得离开赛车场。未经仲裁委员会批准， 

擅自离开的参赛者或车手将罚款 1000 元或停赛。 

 
18. 抗议和上诉 

 

抗议内容必须写成书面材料并连同抗议费1000元在练习或决赛结束后30

分钟内通过赛事秘书处交至仲裁委员会。上诉程序参照《国内场地类汽车

比赛抗议及上诉程序》。 

 

19. 旗语 

 

19.1 绿旗。绿旗是赛道安全的信号，也是练习或决赛开始的信号。 

 

19.2 黄旗。黄旗是危险的信号，指赛道旁、部分赛道或全部赛道有障碍物。车 

手见到黄旗后须立即减速，随时准备更改行车方向。 

 

19.3 红旗。红旗是练习或决赛终止的信号。车手见到红旗后须立即减速，慢速

驶回维修区，如有必要须随时准备停车。 

 

19.4 方格旗。方格旗是练习或决赛结束的信号。 

 

20. 自由练习和排位赛 

 

20.1 自由练习采用单车发车、排位赛采用双车发车的方式。发车使用绿色信号 

灯或者绿旗。使用绿旗时，发车员使用一面和/或两面绿旗，以绿旗向上

举起为标志。 

 

20.2 自由练习或排位赛开始前 5分钟，车手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从维修区前往 

发车区准备。 

 

20.3 比赛组织者根据每站比赛报名情况和比赛场地设置不少于两节的自由练 

习。自由练习时，车手根据自身情况决定进入赛道时间，在发车区裁判的

统一安排下进行。 

 

20.4 排位赛时，车手根据事先公布的顺序捉对进行一次练习，做出排位赛成绩，     

根据各分站赛补充规则规定确定进入决赛的车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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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至少参加一节练习的车手方有资格参加决赛，经仲裁委员会认可的不可抗 

力因素除外。 

 

20.6 如果赛道上有事故或者天气原因以及其他导致练习继续进行将产生危险 

的因素，赛事主管将命令出示红旗停止练习。 

 

20.7 当赛事主管认为有必要在练习中清理赛道或抢救某赛车时，其可以中断练 

习。自由练习如中断，不补时。排位赛如中断，经仲裁委员会同意，可在

中断后延长排位赛时间。 

 

20.8 赛道上抛锚的赛车被拖回维修区，经车检主管检查后，方可继续参加练习。 

 

20.9 排位赛后公布车手排位赛成绩及决赛对阵表。 

 

21. 决赛 

 

21.1 决赛采取双车捉对比赛的方式。决赛对阵将根据当站比赛排位赛成绩，参 

照国际汽联直线竞速对阵方法制定。根据赛车数量，决赛相应分为······、

1/32、1/16、1/8、1/4、半决赛和决赛。 

 

21.2 决赛为单回合或双回合淘汰制，用时少者自动晋级下一轮。排位赛成绩好 

者优先选择赛道。每一轮被淘汰的车手，其成绩根据该轮时间进行排列，

具体见各分站赛补充规则。 

 

21.3 决赛发车时使用绿色信号灯或者绿旗。如为绿旗，发车员使用两面绿旗， 

以两面绿旗同时向上举起为标志。 

 

21.4 发车区将出示 30 秒和 10 秒倒计时牌以提示车手做好准备。 

 

21.5 决赛开始前 5分钟，车手须前往发车区进行检录。 

 

21.6 赛车在发车线就位后，如有赛车出现技术故障，其有 5分钟的维修时间。 

如果在该时间内，赛车无法修好，视为退出。与其对阵的车手自动晋级下

一轮决赛。 

 

21.7 发车信号给出前，任何移动赛车的行为均视为抢发车，车手将被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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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闻发布会和车手巡游 

 

决赛结束后，获得决赛前三名的车手参加在新闻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未按规定出席的车手取消比赛成绩，该站成绩由后面车手递补。 

 

决赛开始前，所有车手在统一安排下进行赛道巡游，不能按时参加巡游的

车手须向秘书处提交申请。 

 

23.  车手会 

自由练习开始前，仲裁主席、赛事主管和车检主管将召开车手会，已报名

参赛的所有车手必须到会，缺席者将罚款2000元。如果赛事主管认为有必

要，可以在决赛开始前再召开一次车手会，所有车手必须到会，缺席者立

即除名。 

 

24. 成绩计算及公布 

 

24.1 排位赛后将立即公布排位赛“初步成绩”； 

 

24.2 排位赛“初步成绩”公布 30 分钟后，如果没有抗议，将公布排位赛“正 

式成绩”。如果有抗议，仲裁委员会将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初步成

绩”公布 30 分钟后公布“正式成绩”； 

 

24.3 决赛结束后立即公布决赛“初步成绩”； 

 

24.4 决赛“初步成绩”公布 30 分钟后，如果没有抗议，将公布决赛“正式成 

绩”。如果有抗议，仲裁委员会将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初步成绩”

公布 30 分钟后公布“正式成绩”；  

 

25. 颁奖仪式 

 

决赛前三名车手须出席颁奖仪式，否则取消当站决赛成绩，该成绩由后面

车手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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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补充规则 
 

1. 主办者的名称和地址 
2. 比赛名称 
3. 比赛日期和地点 
4. 比赛初步日程表 
5. 比赛场地资料，包括 
- 地理位置和到达路线 
-  赛道的长度 
- 赛道行驶方向 
-  维修区位置 
-  发车区位置 
-  比赛完毕后回维修区的路线 

6. 明确下述办公室具体位置 
-  仲裁会议室 
-  封闭停车场 
-  车手会地点 
-  比赛公告栏 
-  新闻发布会地点 

7. 比赛具体奖项和奖金 
8. 中国汽联指派的比赛官员名单 
-  赛事观察员 
-  仲裁委员会主席 
-  赛事主管 
-  车检主管 
-  成统主管 
-  安全主管 
-  赛事秘书 
-  发车区主管 
-  发车员 

9. 其他比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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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初步日程表 
 
周六 

09:00 10:00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行政检验 

    

10:00 10:30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车手会 

    

10:30 12:00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预车检 

    

13:15  赛道封闭  

    

13:30 14:30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第一次自由练习 

    

15:00 16:00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第二次自由练习 

    

16:15  赛道解除封闭  

 
周日 

09:00  赛道封闭  

    

09:15 09:45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第三次自由练习 

    

10:00 11:30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排位赛 

    

13:00   公布决赛对阵表 

    

13:30 13:45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开幕式 

    

14:00 16:00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决赛 

    

16:15  颁奖仪式  

    

16:30  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 赛后新闻发布会 

    

16:30  赛道解除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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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报名表 
2010 年中国汽车直线公开赛比赛规则 

参赛选手报名表 

   参赛选手基本情况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参赛选手 

近期 

二寸照片 

性    别 血    型  

身    高 体    重  

驾驶执照号码 准驾车型  

身份证件号码 实际驾龄  

籍    贯  职  业  工作单位 

电子邮箱  手    机 固定电话 

紧急情况联系人姓名  关    系 紧急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有无赛照 有  □   无  □ 赛照号码 赛照级别 

赛照有效期 初领赛照日期

参赛车辆情况 

报名参赛组别 1600 CC 以下□ 1600 CC—2000 CC □  2000 CC 以上组 □ 

厂    牌 车   型  实 际 排 量 

制造年份 颜   色  轮胎品牌及尺寸 

参赛选手参赛履历请以 A4 纸张打印附后，同时附上身份证、驾驶执照、赛照的复印件 

声明： 

我已详细阅读本比赛全部规则，并完全同意接受此规则以及国际汽车联合会

相关运动规则的约束。鉴于此报名已被组织者接受并获准参加比赛，我同意在比

赛过程中，如发生我本人死亡、受伤或财产损失情况，将不向中国汽车运动联合

会、本次比赛组委会、赞助商、比赛组委会任命的任何官员、服务人员、代表、

代理机构，以及参与组织、赞助比赛的有关地方机构、全体工作人员、个人提出

追究、索赔的要求。同时，在比赛中，上述保证将扩展到任何其他参赛者、服务

人员及代理机构。 
我声明：报名表所填内容经我核实，情况属实。 
我声明：我具备比赛要求的能力，赛车也符合比赛要求，报名表中所有填写

的各项内容属实。同时，我已经办理了本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 
我同意：如果我患有慢性、急性或其它影响正常参加比赛的疾病或伤残，在

没有得到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批准参加比赛的情况下，不报名参加比赛。 
 

公开赛秘书处电话：010-68347841/68303406，    传真：010-68303406-8302 

 

车手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