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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运动管理机构 

名称：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九号 

1、分站赛名称 

2017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CDC）武汉站（R1） 

2、组办单位 

组织方：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推广方： 

北京中汽摩运动发展公司 

北京豪斯创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威天体育有限公司 

 

3、比赛时间和地点 

赛事时间：  5月 14日 决赛日  

      赛事地点：  武汉体育中心 5号门对面社会停车场 

4、赛事概况 

4.1 2017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CDC）是经过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批

准并列入年度全国体育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联赛历的正规比赛。 

 

4.2 本规则参照《国际汽联运动总则》及其附件、国内汽车场地赛相关比赛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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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设全年及分站车手杯和车队杯，每分站赛设中华组车手冠亚季军，

精英组车手冠亚季军、车队冠军、最佳敢拼奖、最佳新晋车手奖、最佳技师团队奖、最佳地

区车队奖、最佳进步车队奖、最佳产品贡献奖、最佳裁判员奖、最佳女车手奖（巾帼奖）。

锦标赛各分站赛包括自由练习、排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自由练习开始后，车手自行选择时

间前往发车区，在发车区裁判的统一指挥下开始练习。本站自由练习发车顺序将分组进行，

排位赛发车顺序将按 2016 年度车手累计积分为准，年度车手累计积分靠前的车手优先选择

发车位置。无积分的车手及本站新车手抽签决定发车顺序。 

排位赛成绩决定决赛阶段的发车对阵。组织者将视当站比赛报名情况和场地条件决定是

否设置复活赛，未能在排位赛中进入决赛名单的车手参加复活赛，各分站复活赛中预留的决

赛席位数量将视参赛车手的多寡公布在补充规则中。最后入选决赛的决赛阶段采用双车发车

的形式，最终决出比赛胜者。锦标赛自由练习、排位赛、复活赛和决赛的具体时间安排将根

据参赛赛车数量、比赛场地的情况而定，比赛组织者在分站赛开始前 7天予以公布。 

 

4.4 决赛对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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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名日期和方式 

5.1 报名截止日期： 

2017年 4 月 1 日至 5月 5日为报名起止时间。单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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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参赛费用：  

单站：5000元人民币/人。参赛服务费用包含车手保险、赛中车手及对应技师和工作人

员餐饮、维修区电力设备耗用、赛中裁判服务、车手及对应工作人员车队证件费、车号贴、

维修区地贴、车队赠票等。 

 比赛采取全年一次性报名或单站报名方式。全年或单站报名参加车手杯和车队杯争夺

的车手或参赛者需要填写报名表。参加车队杯争夺的车队必须在中国汽摩联办理注册车队手

续，详见《中国汽摩联车队注册规定及车队比赛执照申领办法》，或持有中国香港汽车会、

中国澳门汽车会颁发的《车队比赛执照》。参加车队杯争夺的车队须保证两台及以上的赛车

参加比赛（以参加排位赛为标志）。 

5.3缴费方式：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单位名称： 北京豪斯创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帐    号： 341560065058 

汇款用途： 请注明“赛事报名费”（汇款前请与组委会吕文婷确认后打款） 

 

赛事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吕文婷 

电话：1861189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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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054                 EMAIL： lvwenting@chncdc.com 

官网网址： www.chncdc.com  

官方微博（新浪微博）：@CDC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 2号迦南大厦 2层 

（汇款后，将汇款凭单电子扫描版传发至（lvwenting@chncdc.com），并注明参赛人、联系方

式） 

5.4执照 

所有车手必须持有国际汽联授权的国家汽车运动管理机构颁发的当年有效比赛执照和有

效的医疗证明。有关比赛执照和医疗证明的规定请参照《中国汽摩联医疗卡申领须知》和

《中国汽摩联参赛选手注册登记规定》。车手参赛比赛执照要求如下： 

车队报名： 

需持有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队注册执照的车队进行参赛报名。 

车手报名： 

1) 需持有中国汽摩联颁发的 E级或 E级以上飘移比赛执照。 

2) 获得组委会及评审委员会批准的，持有中国汽摩联注册车队推荐担保函的 G级飘移 

比赛执照的车手。 

3) 持港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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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台车手，出具所在协会同意函或持所在协会委托函获得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

合会汽车运动执照，方可参赛。 

4) 参加超级杯的车手，持有所在国籍汽车运动主管机构推荐函，或持有中国汽摩联注

册车队推荐担保函的外籍车手，均需提供护照及入关证明的。 

6、赛场介绍 

6.1 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汉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车城北路 58 号(近体育路) 武汉体育中心 5

号门对面社会停车场 

7、赛道图 

7.1：整体规划图  

  

 

mailto:（汇款后，将汇款凭单电子扫描版传发至（lvwenting@chncdc.com），并注明参赛人、联系方式）
mailto:（汇款后，将汇款凭单电子扫描版传发至（lvwenting@chncdc.com），并注明参赛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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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赛道图: 

 

7.3 ：维修区示意图: 

 

 

 

8、参赛服务 

赛事服务区域 

8.1评审委员会议室 ：功能区 

8.2车手会、车队经理会议地点 ：功能区新闻中心 

大会将在行政检验后，排位赛之前，在指定地点召开一次或多次车手会及车队经理会。

车手会议所有报名者（或指定代表）和具有参赛资格的车手都必须到会，缺席者将被处以罚

款或任何处罚，直至除名。车队经理会所有车队经理（或指定代表）都必须到会。缺席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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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处以罚款或任何处罚。 

8.3赛事公告栏位置 ：秘书处出入口、新闻中心出入口、维修区出车口方向 

8.4新闻发布会 地址：新闻中心 

8.5轮胎服务： 

  2017 年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对参赛车辆使用轮胎不做数量限制，但必须使用组委会指

定的品牌轮胎，爱驰乐轮胎、双星轮胎、玛吉斯轮胎是 2017 赛季赛会指定轮胎品牌，车检

只接受由赛会统一订购的轮胎。爱驰乐轮胎、双星轮胎、玛吉斯轮胎提供现场轮胎服务。 

9、具体奖项 

9.1奖项设置 

奖项、奖金 

中华组 单站个人冠军    奖金 10000RMB            奖盘一座 

中华组 单站个人亚军    奖金 5000RMB             奖盘一座   

中华组 单站个人季军    奖金 3000RMB             奖盘一座 

 

精英组 单站个人冠军    奖金 5000RMB             奖盘一座 

精英组 单站个人亚军    奖金 2500RMB             奖盘一座   

精英组 单站个人季军    奖金 1500RMB             奖盘一座 

 

单站车队冠军        奖金 10000RMB           奖盘一座 

 

推广商奖项设置 

单站最佳敢拼奖  奖金 2000RMB             无全年        奖盘一个 

单站最佳女车手奖 （巾帼奖）奖金 2000RMB  无全年        奖盘一个 

单站最佳新晋车手奖 (无奖金)             奖盘一个     

单站最佳裁判员奖(无奖金)                奖盘一个 

单站及全年评出产品贡献奖（无奖金）      奖盘一个 

单站技师团队    奖金 2000RMB             无全年         奖盘一个 

单站最佳地区车队奖(无奖金)              奖杯一座 

单站最佳进步车队奖(无奖金)              奖杯一座 

 

年度奖项设置 

年度最佳参与车队奖金 5000RMB            奖盘一座      

年度车手冠军    奖金 20000RMB           奖盘一座      

年度车队冠军    奖金 30000RMB           奖盘一座     

 

9.2 成绩评定： 

锦标赛分组 

锦标赛各分站赛分为中华组、精英组、超级杯三个组别。车队和车手可自行选择报名参加的

组别，中华组接受所有具备资格中国籍车手报名，超级杯接受所有具备资格的中国籍及外国

籍车手报名，上一分站赛中华组决赛正式成绩排名前八名及上一年度精英组年度冠军的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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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报名精英组比赛。（每年的第一分站赛报名依据上一年度最后一分站赛的中华组个人

决赛正式成绩） 

 

9.3锦标赛积分： 

分站赛中华组车手杯： 

第一名 20分 

第二名 17分 

第三名 15分 

第四名 14分 

第五名 13分 

第六名 12分 

第七名 11分 

第八名 10分 

分站赛中华组车手杯积分计入年终中华组车手杯总积分。 

 

分站赛精英组车手杯 

第一名 8分 

第二名 7分 

第三名 6分 

第四名 5分 

第五名 4分 

第六名 3分 

第七名 2分 

第八名 1分 

分站赛精英组车手杯积分计入年终精英组车手杯总积分 

 

分站赛超级杯车手杯 

第一名-8分 

第二名-7分 

第三名-6分 

第四名-5分 

第五名-4分 

第六名-3分 

第七名-2分 

第八名-1分， 

分站赛超级杯车手杯总积分计入年终超级杯车手杯总积分 

 

设立个人车手鼓励积分：凡报名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中华组、精英组，均有 1分的基础个人

积分。 

分站赛车队杯：车队杯积分为车队中三个组别中每个组别车手成绩最好的两位车手积分之

和，分站赛车队杯积分计入年终车队杯总积分。 

 

9.4获奖车手和车队必须按中国汽摩联要求参加年度颁奖仪式，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参加颁奖

仪式，应在颁奖仪式前 7个工作日向中国汽摩联提出书面申请，否则取消年度车手杯和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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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成绩。 

 

9.5分站赛车队积分相同的情况下，以中华组名次靠前的车手名次作为评判胜负的标准，名

次靠前的获胜。 

                                           

10、赛事官员介绍 

赛事观察员： 待定 

赛事总监：王冠     

超级杯赛事总监：昝朝  

赛事总监助理： 陈杰  

评审委员：TERRY 、Ryan Litteral 、王剑峰 

仲裁委员：严剑威、谭孝露、谢天    

赛事主管：昝朝   

仲裁秘书：李雅雯   

赛事秘书：吕文婷   

现场总控：谭孝露、谢天  

维修区主管：贾斌 

维修区主管助理：邓飞、梅松、沈夏清   

发车区主管：王进华  

发车区主管助理：孙辉  

救援主管：陈杰 

救援主管助理：郭昌忆  

车检主管：待定  

安全代表：王冠   

成统主管：李雅雯   

新闻代表：王晓东  

车手联络官：吕文婷  

 

11、初步日程表(以中汽摩联车手会议公布为准) 

5月 11日（周四）  

15:00    17:3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所有车手 行政检验 

15:00    17:3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所有车手 车辆检验 

5月 12日（周五） 

08:30    09:3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所有车手 车手会议 

10:00 12:0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所有车手 自由练习（中华组、精英组、超级杯） 

13:00 17:0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所有车手 自由练习（中华组、精英组、超级杯） 

17:00 —— 商业活动 开幕式彩排 

    



9 

 

5月 13日（周六）   

08:50 09:0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赛道检查圈 

09:00 10:2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所有车手 自由练习（中华组、精英组、超级杯） 

10:25 13:1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所有车手 排位赛（中华组、精英组、超级杯） 

13:30 14:00 商业活动 车手见面会 

14:20 14:5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所有车手 第二次车手会议 

15:00 17:0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超级杯车手 超级杯决赛 

17:15 17:45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车队经理 车队经理会 

17:00 ——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赛道封闭解除 

    

5月 14日（周日）   

08:50 09:0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赛道检查圈 

09:00 10:13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中华组、精

英组组车手 

热身练习 

10:16 11:22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精英组车手 精英组决赛 

11:25 11:55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中华组车手 16进 8决赛 

13:00 13:30 商业活动 车手见面会 

14:00 15:0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开幕式 

15:00 16:06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中华组车手 中华组决赛 

16:10 ——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赛道解除封闭 

16:20 17:3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颁奖仪式 

17:30 18:00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赛后新闻发布会 

 

比赛日程安排。各分站比赛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调整时间表，如因特殊情况采用一天赛

制，必须提前 20 天向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赛事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方

可执行。 

 

12、广告及要求 

12.1比赛号码由参赛车队或车手向组织方提出申请，在 1－999数字间，按上一年度积分排

序自由选择。没有年度积分的车手按报名先后选择。参赛车辆必须在车身两侧和车顶粘贴或

喷涂比赛号码，比赛号码长宽不得小于 25 厘米，颜色和字体可以根据本人喜好并协调车辆

整体涂装自由选择选择，比赛号码应以醒目、易于辨识且美观为原则，在赛事前两周向组织

者提供图片资料进行申报，参赛车辆号码至少一年内不变。单站参赛的号码，只保留一个赛

季，新赛季开始全部进入号码库，重新备选。优秀车手车号将被收录入 CDC中国汽车飘移锦

标赛名人堂永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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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车门的比赛号码纸位

置必须留有 50 厘米×14 厘米的位置粘贴比赛车号，号码纸下方必须留有 35厘米×40厘米

位置粘贴组委会指定的赞助商广告。参赛车辆需在前后风挡赛会分站贴下方粘贴参赛号码，

面积不得小于 15CM×15CM，左右不限，颜色不限，不得遮挡车前挡风玻璃上端赛会分站贴，

不得遮挡车手视线。 

12.4 车手赛车服左胸上方保留 10CM×6.5CM赛会标识贴位置。 

12.5 全部赛会组织者广告均不得裁剪、分割、涂改及污损。全部广告必须在预车检前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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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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后挡风玻璃顶部粘贴赛会统一分站贴外,赛车四面车窗玻璃不得粘贴广告。如果

车手不按规则执行或拒绝将不良内容的广告除去，车检主管可以不签发验车合格证。 

12.6预留给参赛者的赛车车体广告位置不设特别限制。 

12.7 参赛者、车队赞助商、车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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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属于中国汽摩联。上述各方不可扣留版权，或将其转让给其它单位或个人。中国汽摩联可

选用任何在比赛中拍摄的影视产品做任何用途。 

12.8所有不遵守上述规则的参赛者将取消比赛成绩或除名。 

12.9需预留给赛会车贴（包括车号、赛会赞助商广告、合作伙伴赛车广告等）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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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车前包围两侧，尺寸 7CM×35CM 

A2：车后包围两侧，尺寸 7CM×35CM 

B：车前门两侧车号，50CM×14CM 

B2：车前门两侧广告，40CM×35CM 

C1：车前挡风玻璃顶，尺寸 30CM×120CM 

C2：车后挡风玻璃顶，尺寸 30CM×120CM 

D1：车前牌照，尺寸 14CM×40CM 

D2：车后牌照，尺寸 14CM×40CM 

E：车顶：尺寸 90CM×45CM 

F：赛车服左前胸，尺寸 10CM×6.5CM 

13、证件 

13.1 未经中国汽摩联同意，不得随意发放任何与比赛有关的证件。证件只能由持证人本人

根据证件的要求进行使用。各分站赛举办地将在分站赛行政检验当天开始证件检查工作。 

13.2 锦标赛证件分为全年证件和分站赛证件。全年证件将在报名结束后，第一站比赛开始

前一周分发给各个报名车队或报名个人。分站赛证件在当站比赛行政检验时发放。每辆赛车

最多可以申请车手证 1 张、维修技师证 2 张。每个车队最多可以申请车队经理证 1 张、比

赛维修技师证 12 张、车队成员证 6 张。分站赛证件包括分站赛官员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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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持证人有义务妥善保存全年证件，并在每站比赛中佩带在明显位置，接受组织者检查 

和管理。任何丢失证件的个人必须在赛事秘书处补办，并交纳 200元罚款。不同类别的证件

只能出入指定区域，进行指定工作，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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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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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其他奖项评测标准 

    评选范围设定于单站车队总分前 8名，最佳技师团队奖由维修区裁判团队打分，单站决

赛颁奖时领取；产品奖项评分结果与赛后公布，向广大媒体公布。 

技师团队评测  评分标准：(10分  8分  6分 5分   差评 1分） 

序

号 
评测类别 

换胎 

时间 

重大车

损恢复

时间 

轻微

车损

恢复

时间 

赛车

比赛

前调

校评

分 

维修

区备

件整

洁程

度 

练车

（预，

决赛

调校

设备） 

车损

外观

恢复

程度 

赛程

车手

沟通

设备 

A 维修区裁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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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评判数据 

B 
维修区裁判1 

 评判数据 
        

C 
维修区裁判2 

 评判数据 
        

D 

维修区裁判

3--N 

 评判数据 

        

 

15、赛事延期取消 

大会有权对部分或全部赛事进行延期或取消。若赛事延期或取消是在赛事开始前决定的，

已缴报名费将会全部退予报名者；如赛事延期或取消的决定是在自由练习开始后才做出的，

相关报名费将不会退予有关报名者。报名者或赛员无权向大会或赛事推广机构索取任何奖金

和有关其参赛的支出及其他可能涉及的一切费用。 

16、抗议与上诉 

16.1 投诉内容必须写成书面材料并连同投诉费 3000元在每节练习或比赛结束后 30分钟内

通过赛事秘书处交至赛事仲裁委员会。抗议程序参照《国内场地类汽车赛事抗议及上诉程

序》。 

16.2 评审委员会签署排位赛和决赛初步成绩，并在赛事公告栏进行公示，初步成绩公布 30

分钟内，锦标赛所有参赛车队、车手如有任何形式或针对车手行为的投诉，必须以书面形式

递交至赛事秘书处或仲裁秘书，并交纳 3000 元投诉费。为避免恶意投诉，任何发起投诉的

参赛者或车队，如败诉，将会扣除 3000 元投诉费，并扣除发起投诉的参赛者或车队目前已

获得的全部积分的 30%。（全部积分代指参赛者或车队已参加的所有分站赛中所取得的积分

之和）。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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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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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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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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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正式成绩”公布的同时也应公布车队成绩。 

16.4练习赛、排位赛、决赛期间，评审委员会和赛事仲裁委员会不接受受理任何投诉。 

16.5 评审委员会和赛事仲裁委员会不接受对成绩评定的投诉。 

 

    17、颁奖 

        17.1  完成决赛前三名的车手和车队代表须出席颁奖仪式，然后参加新闻发布会。否则取

消当站决赛成绩，该成绩当站空缺。 

        17.2所有参加颁奖的车手必须佩带大会所要求佩带的帽子参加颁奖。大会有权取消不符合

大会要求的颁奖车手的一切成绩以及相应的奖杯和奖金。 

 

18、其他 

18.1 以上包括的所有内容 2017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组委会保留修改的权利。 

18.2 如对本规则有任何更改或新增的内容，组委会将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公布。 

18.3 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 2017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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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 

报  名  表 

 

 

请用清晰字迹填写    *号为必填项目 

* 姓    名   * 性    别  照片 

* 血    型     出生日期  

* 健康状况   *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传    真  

* 电子邮箱  QQ号码  

新浪微博  

* 证件号码   □身份证  □回乡证 

* 驾驶证号码   参赛执照号  

工作单位  

*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 紧急联系人姓名  * 紧急联系人电话  

 车队/俱乐部名称  

车队/俱乐部           

通信地址  

 

参赛车辆资料： 

     厂    牌      型    号 行驶证号       车身颜色        出厂年份 

          

轮     胎规格型号(前) 轮       胎规格型号（后） 发动机排量        发动机号码        车架号码 

           

 

仅供大会填写 

      日期 日期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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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1、本人(参赛者)及俱乐部队员已阅读和理解 2017 中国汽车飘移锦标赛武汉站赛事规则及补

充规则，并同意接受和遵守由国际运动章程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各项规章制度。

在比赛前后期间，同意不会因任何意外受伤或死亡或财物损失而向该地政府及主办机构、

推广机构、赛事委员会等工作人员（包括其它有关的行政部门、组织部门或赞助商公司或

任何个人）采取追究、索赔等行动。本人同意该协议对赛员其司机、乘客、维修人员、队

员或其它人士在比赛及比赛途中的旅程上有相同约束力。 

 

2、本人以报名者的身份声明，所有与本人参赛之有关人员，已完全明白及接受当有任何事故

发生时赛事委员会做出的任何裁决，本队或者俱乐部的任何人员将不会向法庭提出任何民

事或商业诉讼。 

 

3、本人以赛员的身份深信，本人具有自制和适当的能力参与比赛，以及参赛车辆是符合在赛

道上行驶比赛，本人同意在赛道上及其措施上所引起的意外全由自己负责。 

 

4、我明白作为此项比赛的赛员，如曾遭受任何暂时性或永久性伤残，可能影响本人正常对车

辆的控制，我必须向赛会仲裁处报告，及获得赛会仲裁处的书面允许方能参赛。 

5、本人同意赛事委员会引用本人及本人的赛车作为刊物、新闻、电视、电台或其它传媒有关

的广告宣传。 

6、我按照规则规定附上报名费并已按照规则的要求办理了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 

7、我声明此报名表所填所用内容都经我核实，情况属实。 

                                 签名    

                                 报名者                 赛  员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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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书  

 

赛事名称：                    日期：                      

比赛名称：                    参赛组别：                   

请以正楷填写以下内容：  

姓名          赛车号码           执照号码                        

车队名称                       联系电话                        

投诉内容：  

 

 

 

             

 附抗议、投诉费               车队经理签名                       

 

                             日期 \时间                        

 

※※※※※※※※※※※※※※※※※※※※※※※※※※※※※※※※※※  

 

 

回       执  

 

 

受理投诉官员姓名：         受理投诉官员岗位：                     

 

受理投诉时间：             受理投诉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