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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 

（场地类）参赛选手注册登记规定 

 

第一条  参赛选手注册登记是各类组织和人员参加或举办有组

织的汽车运动（含卡丁车项目）的比赛或活动以及从事相关业务活

动的基本条件，是掌握全国汽车运动基本状况，进行全面管理的基

本手段，也是制订全国汽车运动发展政策、方针和策略的基本依据。 

第二条  为保证注册登记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现参照国家体

育总局制定的《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国际汽车联合会规则，

并结合中国汽车运动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参加和从事汽车

运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汽联”）负责

对参赛选手进行资格审查、注册登记的审核以及管理工作，其中包

括各类数据的同级整理工作。 

第五条  参赛选手参加中国汽联及会员协会或俱乐部组织的汽

车比赛或活动，必须持有中国汽联颁发的比赛执照。获取比赛执照

视为正式注册登记。组织者有权拒绝未接受过专项培训的选手报名

参赛。 

第六条  场地类比赛执照分类为： 

场地类比赛分为：场地类比赛、直线竞速比赛、飘移比赛、技

巧竞速比赛和卡丁车比赛五类。 

6.1 场地类 T 执照适用比赛类型：使用超级跑车、定制运动车

型、方程式车型、房车、卡车、新能源车型按规定时间完成最长距

离、或者按照规定距离使用最短时间在封闭永久赛道或临时赛道内

举行的以竞速为目的且多车同时同道发车并提供计时服务的所有活

动。（例如：耐力赛、回合制场地赛）； 

6.2 直线竞速 Z 执照适用比赛类型：使用超级跑车、定制运动

车型、方程式车型、房车、卡车、新能源车型按规定时间完成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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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或者按照规定距离使用最短时间在直线柏油路面举行的以竞

速为目的且单车或多车同时分道发车并提供计时服务的所有活动

（例如：直线竞速）； 

6.3 技巧竞速 J 执照适用比赛类型：使用超级跑车、定制运动

车型、方程式车型、房车、卡车、新能源车型按规定时间完成最长

距离、或者按照规定距离使用最短时间在封闭永久赛道或临时赛道

内举行的以竞速和同时完成规定项目为目的且单车或多车同时分道

发车并提供计时服务的所有活动（例如：卡车技巧比赛）； 

6.4 飘移比赛 P 执照适用比赛类型：使用超级跑车、定制运动

车型、方程式车型、房车、卡车、新能源车型在封闭赛道内以完成

规定动作精确程度打分的，无计时服务的所有活动（例如：漂移比

赛）。 

6.5 卡丁车类 K 执照适用比赛类型：使用卡丁车按规定时间完

成最长距离、或者按照规定距离使用最短时间在封闭永久赛道或临

时赛道内举行的以竞速为目的且多车同时同道发车并提供计时服务

的所有活动。（例如：各类卡丁车比赛）； 

在各类比赛中均设立 A级、B级、C级、E级和 G级五等（卡丁

车项目等级除外）。详见下表： 

场地类执照 

场地类 

编号序号：T 

直线竞速 

编号序号：Z 

飘移比赛 

编号序号：P 

技巧竞速 

编号序号：J 

卡丁车 

编号序号：K 

A 级 A 级 A 级 A 级 A 级 

B 级 B 级 B 级 B 级 B 级 

C 级 C 级 C 级 C 级 C 级 

E 级 E 级 E 级 E 级 D 级 

G 级 G 级 G 级 G 级 E 级 

第七条  比赛执照分级和晋级标准 

所有场地类比赛执照有效期均为 1 年（为 1 个公历年）。新执

照自批准之日起至当年 12月 31日为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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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场地类比赛执照需每年 1月至 3月 31 日内进行年审，更换

新的比赛执照，并按照中国汽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年审表见

附件一）。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则视为放弃场地类比赛执照。 

7.1 G级执照： 

申请 G 级执照的新车手必须参加由中国汽联汽车运动二部指定

G 级培训机构按照《汽车运动赛车手培训教学大纲-G 级》组织的专

业培训，并参加书面考核，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机构统一向中

国汽联申请办理 G级执照。 

G级执照为地方性比赛执照，不得参加全国性及以上级别比赛。 

G级执照需每年 1月至 3月 31日内进行年审，更换新的比赛执

照，并按照中国汽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

则视为放弃 G 级比赛执照。 

为保持 G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 12个月的期限内参加至少

1 场地方性比赛并按获得参加决赛资格或参加 1 次由中国汽联汽车

运动二部指定的 G级培训机构 G级执照更新培训考核。 

G 级执照失效超过 1 年的车手须重新申请 G 级执照并参加 G 级

执照申请规定培训课程和考核。 

7.2 E级执照： 

申请 E 级比赛执照的新车手必须参加由中国汽联汽车运动二部

指定的 E级培训机构按照《汽车运动赛车手培训教学大纲-初级》组

织的专业培训，并参加书面和技能考核, 通过考核的学员将由培训

机构统一向中国汽联申请办理 G级执照。 

E 级执照为国家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地方性比赛和全国性比赛

(如比赛规则中有明确规定执照等级的不计算在内)，不得参加国际

比赛。E 级执照需每年 1月至 3月 31日内进行年审，更换新的比赛

执照，并按照中国汽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如未按规定时间年

审，则视为放弃 E级比赛执照。 

为保持 E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 12个月的期限内参加至少

1 场地方性比赛或 1 场全国性比赛，并按照规则获得参加决赛资格

（飘移类 E级执照的保持需获得资格赛前 16名），或重新参加 E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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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更新培训考核。 

E 级执照失效超过 1 年的车手须重新申请 E 级执照并参加 E 级

执照申请规定培训课程和考核。 

7.3 C级执照： 

申请 C级执照者必须年满 16岁且持有中国汽联颁发的 E级有效

执照两年且满 24 个月以上。在申请提出前 24 个月内，场地类获得

过两次中国房车锦标赛前十名成绩或获得过五次其它全国性比赛前

六名,飘移类获得过三次全国性比赛前五名或在提出申请的前 12 个

月内获得过一个全国性比赛年度冠军。持有 C 临级执照满一年且满

24 个月，并参与了指定培训机构全年的比赛，由培训机构统一向中

国汽联申请 C 级执照。 

年满 16岁并持有卡丁车 D级和以上级别比赛执照者，且在提出

申请前 12 个月内参加过全国卡丁车锦标赛并参加过当年中国汽联

汽车运动二部指定 E 级培训机构按照《汽车运动赛车手培训教学大

纲-初级》组织的专业培训，通过书面和技能考核可以申请场地类 C

级执照。 

C 级比赛执照为国际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地方性比赛、全国性

比赛和国际比赛，可以按照本《规定》第九条办理出国参加国际比

赛同意函。 

C级执照需每年 1月至 3月 31日内进行年审，更换新的比赛执

照，并按照中国汽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

则视为放弃 C 级比赛执照。 

为保持 C 级执照的资格，车手必须在 24个月的期限内参加至少

1 场全国性比赛，并按照规则获得参加决赛资格，飘移类比赛需获

得资格赛前 16名。 

未参加至少 1 场全国性比赛的车手不得继续申请 C 级执照，为

保持比赛资格换发 E 级执照。C 级执照失效超过 1 年的车手须重新

申请 E级执照并参加 E级执照申请规定培训课程和考核。 

7.4 B级执照： 

申请人必须持有 C级比赛执照两年且满 24 个月以上，在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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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前 24个月之内，获得过五次全国性和或国际比赛前五名成绩，或

在提出申请的前 12 个月内获得过一个全国性比赛年度总成绩第一

名。 

申请人在提出申请后必须参加当年中国汽联汽车二部指定 B 级

培训机构按照《汽车运动赛车手培训教学大纲-高级》组织的专业培

训。 

B 级比赛执照为国际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地方性比赛、全国性

比赛和国际比赛，可以按照本《规定》第九条办理出国参加国际比

赛同意函。 

B级执照需每年 1月至 3月 31日内进行年审，更换新的比赛执

照，并按照中国汽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

则视为放弃 B 级比赛执照。 

为保持 B 级执照资格，车手必须在 24个月的期限内参加至少 1

场全国或国际比赛，并按照规则获得参加决赛资格（赛事仲裁委员

会特殊批准允许参加决赛资格不计算在内），飘移类比赛获得资格

赛前 8名。未参加至少 1场国际比赛的车手不得继续申请 A级执照。 

持有 B级执照 10年以上的车手，可以申请持有终身 B级荣誉执

照，该执照仅为仅为个人荣誉，视同 C级执照使用。 

7.5 A级执照： 

申请人必须持有 B级比赛执照两年且满 24 个月以上，在提出申

请前 24个月之内，获得过五次国际比赛回合前三名成绩，或在提出

申请的前 12个月内获得过一个国际比赛年度总成绩第一名。 

A 级比赛执照为国际级比赛执照，可参加地方性比赛、全国性

比赛和国际比赛，可以按照本《规定》第九条办理出国参加国际比

赛同意函。 

A级执照需每年 1月至 3月 31日内进行年审，更换新的比赛执

照，并按照中国汽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

则视为放弃 A 级比赛执照。 

为保持 A 级执照，车手必须在 24个月的期限内参加至少 1 场全

国或国际比赛，并按照规则获得参加决赛资格（赛事仲裁委员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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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批准允许参加决赛资格不计算在内），飘移类比赛获得资格赛前

8 名。未参加至少 1场国际比赛的车手不得继续持有 A级执照。 

持有 A 级执照的车手，可以申请持有终身 A 级荣誉执照，该执

照仅为仅为个人荣誉，视同 C 级执照使用。 

第八条  参赛选手医疗卡 

参赛选手在提出执照申请和执照年审注册的同时，必须提供身

体健康说明（持有县级或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或中华人民共和

国机动车驾驶执照年审健康证明）。中国汽联汽车运动二部将在办

理比赛的同时配发参赛选手医疗卡。此医疗卡有效期为 1 年（为 1

个公历年），随比赛执照年审注册更换。 

参赛选手医疗卡应由所有参加比赛的医疗主管在卡内记录车手

是否由于任何身体原因没有完成比赛。例如：车手受伤及情况、车

手生病及情况或无。 

第九条  出国参赛同意函办理流程 

持有当年有效的各类比赛执照 C 级、B 级和 A 级的车手。在拟

参加比赛开始前 15个工作日（比赛开始以比赛行政检验为标志）向

中国汽联汽车运动二部提交所参加比赛初步日程表及出国参赛申请

表（表格见附件二）。中国汽联汽车运动二部将在收到全部上述文

件后 10日内向车手提供参赛同意函。如逾期办理出国参赛同意函，

则需缴纳 1000元人民币的加急费用。比赛前 3个工作日将不再受理

出国参赛申请。 

第十条  对申请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比赛执照的外籍车手的规

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华台北及其它国籍拟申

请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比赛执照者，每年需要提交书面申请和其国

籍所在国或地区或比赛执照所属国或地区汽车运动管理机构同意其

放弃在本国或地区比赛执照且同意中国汽联为其颁发比赛执照的同

意函。同意函须同时提供该车手曾经参赛比赛成绩和其现有比赛执

照类别和等级。连续多年申请中国汽联比赛执照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华台北及其它国籍车手需每年向中国汽联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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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申请并提供上述文件。 

第十一条  卡丁车比赛执照及申领办法 

卡丁车比赛执照有效期均为 1 年（为 1 个公历年）。新执照自

批准之日起至当年 12月 31日为有效期。 

卡丁车比赛执照需每年 1月至 3月 31日内进行年审，更换新的

比赛执照，并按照中国汽联的规定填写执照年审表（申请表见附件

三）。如未按规定时间年审，则视为放弃场地类比赛执照。 

11.1 A级执照 

由中国汽联审核颁发，国际汽联卡丁车委员会（CIK-FIA）可以

要求呈报该车手成绩。 

申请执照者必须年满 15岁（如参加 ICE和超级卡丁车比赛必须

年满 18岁），原持有 B级执照，并且在申请前两年在 CIK锦标赛或

国际比赛中获得下述成绩： 

(1) 在 CIK-FIA 锦标赛、奖赛或杯赛的单站比赛中名次排在参

赛车手前 33%位之内（如果前 33%车手人数多于参加决赛的 34 名车

手而申请人排名位于 34名之后，则根据预赛后排位的中等成绩水平

确定）； 

(2) 或在 1站以上的 CIK-FIA 锦标赛、奖赛和杯赛中获得积分； 

(3) 或在持有 B 级执照参加的 3 站国际比赛中排名位于前 33%

参赛车手之内。 

持有 A 级执照的车手有权参加 CIK-FIA 第一级别锦标赛、杯赛

和奖赛，第一级别的国际比赛。 

持有 A 级执照的车手若未在过去的 3 年内在第一级锦标赛、杯

赛或大奖赛中获得前六名的成绩，而且在两年内未参加 CIK-FIA 锦

标赛、杯赛或大奖赛，将被要求失去持 A 级执照的资格转而持 B 级

执照。 

A 级执照持有人若在五年内未参加 CIK-FIA 锦标赛、杯赛或大

奖赛，该车手将自动失去 A级执照的资格，转而持更低级别的执照。 

11.2 B级执照 

由中国汽联审核颁发。 



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场地类）参赛选手注册登记规定 

 ·20· 

申请执照者应年满 15 岁，如不足 15 岁但其在比赛执照发放年

份的上半年内满 15岁也可以申请（如参加 ICE和超级卡丁车比赛必

须年满 18岁），原持有 C级执照。 

申请人应在申请前24个月内在至少 3站国内或国际比赛中获得

前 10名，而且至少其中一站为国家锦标赛或国际比赛。 

持有 B 级执照的车手有权参加 CIK-FIA 第二级别锦标赛、杯赛

和奖赛；仅限于超级卡丁车赛的 CIK-FIA 第一级别锦标赛、杯赛和

奖赛；第一级别和第一二级别的国际比赛。 

11.3 C级执照（包含 C级少年和 C级成年两种执照） 

由中国汽联审核颁发。 

C级少年- 

申请人应年满 13岁不满 15 岁，如不足 13岁但其在比赛执照发

放年份的上半年内满 13岁也可以申请。 

考虑到安全因素，可以向将满 16岁的车手发放 C级少年执照，

其最终将晋级为 C级成年执照或 B级执照。 

C级成年- 

申请人应年满 15 岁，如不足 15 岁但其在比赛执照发放年份的

上半年内满 15岁也可以申请（如参加 ICE和超级卡丁车比赛必须年

满 18岁）。 

持 C 级执照可以参加不包括上述级别比赛的 CIK-FIA 少年锦标

赛，杯赛和奖赛、国际比赛及全国比赛（除第一级比赛外）；超级

卡丁车赛不包含在内。 

11.4 D级执照 

由中国汽联颁发。 

申请执照者必须是持有 E级执照满两年且满 24个月的车手，在

一年期限内至少参与五次俱乐部级、省级比赛并获前 10名或参加至

少 1 次全国性比赛，并获得比赛前 5 名。持有 D 级执照的车手有权

参加全国性比赛。11.5 E级执照 

由中国汽联颁发。 

申请执照者必须参加过俱乐部举办的正规训练，技术考核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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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办培训班的俱乐部出具证明，持有 E 级执照的车手有权参加俱

乐部和省级比赛。 

参赛选手可以代表全国任何一个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进行参

赛，这些单位包括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协会、俱乐部，在工商部门注

册的俱乐部、车队，在中国汽联领取车队执照的车队，经中国汽联

批准同意赛前临时组成的车队以及中国汽联批准认可的其它单位。 

第十二条  参赛选手代表单位或企业或俱乐部参赛必须与其代

表单位签订代表参赛协议，协议必须包括如下内容： 

一、参赛选手的出生日期必须依照户口本原件如实填报。 

二、参赛选手本人（年满 18 周岁）或法定监护人（未满 18 周

岁的赛员）签字。法定监护人代签协议的终止日期不得超过参赛选

手年满 18周岁的日期。 

三、单位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五、联络方式必须为有效通讯方式。 

第十三条  代表单位或企业或俱乐部参赛的选手必须在赛事行

政检验时出示其有效的协议复印文本方可有资格代表某队参赛。 

第十四条  每个参赛选手只能拥有一个比赛执照，并允许参加

比赛执照上所规定的比赛项目。比赛执照本年度有效。如比赛执照

遗失，可申请办理补发，执照的编号不变。 

第十五条  中国汽联于每年的 1月至 3月 31日开始受理当年比

赛执照的注册。连续 24个月未申请注册者，原参赛资格随之失效。

如需申请，则需重新接受培训。比赛执照由中国汽联统一印制。 

第十六条  车手等级认定费标准（自 2010 年起）：  

汽车比赛执照： 

A级执照              人民币 1000元 

B级执照              人民币 1000元 

C级执照              人民币  500元 

E级执照              人民币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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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级执照              人民币  100元 

卡丁车比赛执照： 

A级执照              人民币  1000元 

B级执照              人民币  1000元 

C级执照              人民币  500 元 

D级执照              人民币  200 元 

E级执照              人民币  100 元 

第十七条  参赛选手代表单位有争议的，以协议为判定依据。

如果参赛选手一人签有多个有效协议，则最先签订的有效协议为注

册协议。对一人在同一年度签有多个代表协议，根据情节轻重，将

对参赛选手处以停止其 1-2年停赛的处罚。 

第十八条  对违反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

参赛选手，要视其情况停止其参赛。凡已领取比赛执照的选手参加

未经汽车运动管理部门批准的任何汽车比赛，吊销其比赛执照。 

第十九条  对伪造协议书和比赛执照的参赛选手和代表单位，

中国汽联将根据补不同情节处以通报、批评、罚款以及停止报名参

赛资格等处罚。 

第二十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于中国汽车运动联合

会。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