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GT4 组别

GT4 技术规则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GT4 CLASS

* 本规则根据 SRO GT4 欧洲系列赛技术规则制定
* 最终规则如有任何疑问，以英文版为准

1. 定义
1.1 车身
接触空气的所有部分，除裸露的机械功能，包括发动机，变速箱等。
进气系统为车身组件。
1.2 原装
符合 SRO 注册量产车型，符合各自技术表格。
1.3 比赛
包括官方练习以及决赛。
1.4 重量
在比赛中，不包括车手体重的重量。
1.5 比赛重量
在比赛中，所有的重量，包括车手以及满箱油时的重量。
1.6 车轮
轮圈：条幅以及轮毂
整个车轮：条幅，轮毂以及轮胎
1.7 驾驶舱
封闭式车型：主结构内的空间，为车内人员空间。
主结构内的空间界限为车顶，地板，车门，侧面部分，挡风玻璃，前后隔离舱。
开放式车型：驾驶舱从上方俯视时需对称，除了篷顶或硬顶以外不可覆盖。
1.8 增压

1/18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GT4 组别
增加油气混合度到燃烧室的设备（通过进气排气或其他任何方式增加的压力）。不含燃料喷射压力。
1.9 半自动变速器
当车手需要换挡时，可以暂时控制一个或多个包括发动机，离合器，齿轮选择器等设备进行换挡的设备。
1.10 位置
取决于原装的位置：车的中心线，轴中心（轮距中间线），驾驶舱，行李箱，发动机舱。
发动机舱中的位置取决于曲轴箱以及汽缸头。
1.11 定位
取决于原装车的数据，比如车的原装轴心，中心线。
1.12 转向
组件纵向车体的方向关系，如果该组件调转 180 度，那么该方向即改变。
1.13 遥感系统
在行进中的车，以及任何可以连接车上信息的设备和地面人员可以控制的设备。
1.14 技术表格
所有被 SRO 认证的车型将填写 RACB（比利时皇家赛车俱乐部）发放的技术表格。车检时或比赛开始前赛事组织者可要
求参赛者出示表格，并有权拒绝无表格的参赛者参赛。
出示的表格需由 RACB 盖章，由 SRO GT4 管理局签字，并伴有 SRO 技术部门发放的证书，证书上有车架号码和车辆所有
者信息。
若技术表格生效日在某分站赛日，则该表格在该分站赛有效。
若根据此表格对该车型车检后仍有疑问，车检员可参照该车型分销商的维修手册或注有所有零件的总清单。
若无相关文件，车检员可根据受让人提供的相同零件进行检查。
参赛者需向 SRO GT4 管理局所需其车型相关技术表格。

2 规则
2.1 SRO 的角色
SRO 发布关于 GT4 型超级跑车的技术规则。
2.2 赛车类型
符合 GT4 条件的车型允许参赛。
参加比赛的赛车必须被 SRO 批准、在 RACB 注册为 GT4 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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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用赛车
根据 SRO 注册赛车清单执行。
2.4 规则以及可用性
SRO 将对任何改变进行发布。因安全所改变的规则无需提前通知。
2.5 规则合法性
报名车辆必须符合技术标和以及其他 SRO GT4 管理局发布的其他规则。
报名者有责任在比赛中任何时候满足仲裁委员会的车检以及此规则。
若仲裁委员会认为某赛车组建不安全则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
2.6 车辆检验
所有的检验必须要在完全水平的地面，或在系列赛运动规则指定地点进行。
比赛开始前，车检员将告知底盘高度和重量的检验位置。
参赛者须在组织者指定车检时间和地点通过使用官方控制设备保证其赛车满足要求。
2.7 材料
禁止使用钛金属，除非在原厂车型内使用或被本规则允许。
抗冲击系数高于 40 GPa/g/cm3 的材料制成的零件不被允许使用，或被注册为选配零件。

材料限制不包括原装车材料，即采用的材料。
镁合金材料不得少于 3mm 厚度。
2.8 数据采集系统
赛车必须使用 SRO 数据采集系统，SRO 可要求安装附加感应器。采集的数据属于 SRO GT4 管理局所有用于车检，并属
于组织者用于比赛中车手行为检测。参赛者需保证系统使用正常。
技术代表可与电气系统技术员共同保证 SRO 数据采集系统可正确采集数据，并符合其他车辆系统。
技术代表可随时移除、更换或控制电气系统配件，并发送报告供技术代表调查，并有权保留移除配件以供分析。
不可针对控制和移除的配件进行申诉。若（在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有不符合要求者，将进行一般程序进行处理（技术
代表起草报告并由车检主管批准，后发送给仲裁委员会做决议）。
SRO 批准的数据采集系统需在赛事全程正常使用，包括练习赛，并随时可控。参赛者在数据下载完成前不可离开比赛，
除非仲裁委员会批准。
2.9 遥感系统
任何遥感系统都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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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车身
3.1 车身
所有的车身尺寸以及形状必须在制造商目录中，并且保持原装。任何不可移动的部件必须使用工具固定。
前后突出物必须保持原装。
发动机盖，保险杠，车门和尾翼必须保持材料原状，或在 China GT 组委会允许的前提下，在注册表中表明。当一个部件被替换掉，
必须至少要和原装一样强度的前提下固定。任何不可移动的部件必须使用工具固定。
3.1.1) 发动机盖，行李箱盖
至少要有两个安全锁，都必须要用红色（或醒目颜色）箭头指示出。
必须在不使用工具的前提下可以打开。
3.1.2) 所有涉及到加油接头的部件必须设计成可以防止加油时泄露到发动机舱与驾驶舱。
3.2 挡风玻璃以及窗户
挡风玻璃必须由一片夹层玻璃，或聚碳酸酯材料（厚度不得少于 6mm）制成。为保护挡风玻璃，在表面最多允许使用 4 片透明保护膜。
额外的固定可以用于挡风玻璃。侧面及后面窗户可以使用聚碳酸酯材料制成。
侧面窗户必须安装不超过 0.1mm 厚的透明无色防破碎保护膜（如 SL Lumar 保护膜/D1570），防止玻璃碎裂。
驾驶舱通风

为了给驾驶舱通风，后玻璃可以有最多 5 个 50mm 直径的圆孔。
每边后视镜可以有最大 25 平方 cm 的开孔。
每个侧窗上可以有一个符合以下规则的通风口:



不能超过侧窗的周长，最高 150mm 且不可凸出超过侧窗 50mm。
必须与侧窗为同样材质，如侧窗为玻璃材质，透明聚碳酸酯材质构成，必须可被关闭，且关闭部分由车窗材质
组成。



不得阻挡车手向后的视野。

在不影响视野与安全的前提下，允许使用车内带管路的通风口。
每侧的窗户可以被允许部分打开，最后部丈量最多 30mm，或环形丈量最多直径 50mm。
防护网：
a) 防护网：
必须使用防护网并符合以下要求：

网由宽 19mm 的编制带制成。

网格由最小 25*25mm，最大 60*60mm 制成。编织带必须防火，交叉部位缝制。防护网不可为暂时使用。

从侧面看，网必须从方向盘延伸至 B 柱。
b)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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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网必须安装在防滚架或车体上，在车手侧窗户之上，并且如果车辆翻转，防护网的快拆系统仍然工作正常。
必须能由一只手解除防护网，在快拆系统的把手上必须由（荧光橘红）色标记。
按钮释放系统符合以上规定的可以使用，该按钮必须从车外可见，由反差色标记并且标注“PRESS”字样。
3.3 车门保护
车门隔音材料可以被移除，不能有其他改装。
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后注册的 GT4 车型，防护侧面碰撞的泡沫材料必须使用。
防护侧面碰撞的泡沫材料必须被注册为选配零件，并符合以下要求：
-

侧车门内饰更改
聚碳酸酯侧窗（厚度不小于 4mm）。侧窗必须在不适用工具的情况下可以移除，窗框可被注册。
门饰板（六层复合碳或碳纤维）
IMPAXXTM 300 可吸收能量材料，密度 37 kg/m3，最小量需注册。

针对 2016 年 1 月 1 日前注册的车型 - 车手侧车门：
允许移除侧面保护条，防护侧面碰撞的泡沫材料必须使用，并被注册。车手侧车门必须安装使用复合材料制成的侧面保护面板，并被
注册。如果原装车门被换成碳质也需要采用此规定，除非技术代表认为车门自带防滚架设计并许可。
必须符合图 255-14，被固定于防滚架或车体，且最低高度必须延伸自车门底至车门最高点的横交叉。
如果车手肩膀的最后在 B 柱的最后点后方，侧保护板就必须安装到后门该位置，并且固定于防滚架或车体。

255-14
3.4 空气动力装置
允许使用原装或可合法上路的装置。其他则必须被 China GT 组委会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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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GT 组委会保留因 BOP 改变空气动力装置效能的权利。

第四条 重量
4.1 最低重量
GT4 组别车辆车重不得低于 1000KG。
China GT 组委会保留为 BOP 改变赛车重量的权利。最低重量是在比赛任何时间的重量，尤其是当赛车冲过终点线后。可以使用一个
或多个配重块达到车重标准。
4.2 配重
配重必须符合 253-16 规则，并安全固定在驾驶舱内副驾驶位置。
固定设施必须可以被验车官安装铅封，且移除配重必须使用工具。
在车移动时，任何可移动的配重都被禁止。
4.3 平衡、障碍、获胜配重
平衡、障碍、获胜配重（仅含叠加金属碟的重量）必须符合 4.2 规则，且：





必须由实心金属材料制成碟片形，且符合图 n°257A-1
必须由 5 颗 M12 螺丝固定
配重块最高 15cm
配重块必须被固定在驾驶舱副驾位置

4.4 比赛中加重
在比赛中加注任何，或更换任何材质会变重的部件都是违规的。
4.5 液体
在比赛中任何时间都可以检查重量，无论车内液体残留多少，除非赛后，车内油箱可以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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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发动机
5.1 发动机类型和位置
除中国 GT 组委会特例外，发动机型号和类型必须与原厂一致。
发动机安装位置以及方向必须与原厂一致。
5.2 发动机控制单元（ECU）
技术代表有权在任何时间要求参赛者使用 SRO 或中国 GT 官方指定的制造商或改装商的发动机控制单元。
5.3 进气系统
5.3.1) 进气系统指在限制器（如有）与燃烧室中间的区域。
5.3.2) 所有供给发动机的空气必须经由限制器。在进气系统中，不可以有任何管道可以进或出空气。
限制器必须由厚度至少为 3mm 的金属制成，且必须在发动机盖打开并无需已出任何部件或遮挡时整体可见。
密封限制器必须造成车辆立即熄火。检查时必须保持发动机 2500 转，进气系统中的压力传感器必须被断电。
吸气压力测试必须在发动机熄火，测试地点接近大气压力，结果减去 150mbar，持续至少 0.5 秒。
5.3.3)China GT 组委会有权根据 BOP 改变限制器大小（如使用）。
5.4 排气
5.4.1) 排气系统需要包括一个或多个注册的三元催化装置，随时都要工作，且所有的废气必须经过。
5.4.2) 赛车噪音在 3800 转或最大转速 3/4 时不可超过 110 分贝。噪音测量点在距离排气口 0.5m，45 度仰角处，保证噪音全时

段不超过上限，不得与排气气压相抵消。
5.4.3) 排气出口必须在车的后方，离地至少 100mm，废气必须只能从排气系统的最后部排出。
车体不可以作为排放废气使用，排气保护可以被使用。

第六条 燃油系统、加油
6.1 比赛中加油（仅限 2-3 小时的比赛）
加油桶容量不得超过 25 升，需带有自封闭连接器和闭环换气系统，或者符合 FIA 标准的加油设备。
6.2 载油量
油箱容积至少要保证赛车可以比赛 1 个小时。
China GT 组委会有权根据 BOP 改变赛车载油量。
6.3 油箱
所有油箱必须是原装，或是符合 FIA/FT3 1999 标准的，且必须符合 FIA 253-14 规则。必须放置在原装油箱位置或是行李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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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管路
所有燃料管路必须符合 253-3 规则。
6.5 燃料样本
所有赛车需要有自封闭连接器，方便车检员采集燃油样本。
需使用 FIA 认证的连接器。

第七条 润滑系统
7.1 透气壶
赛车透气壶必须拥有 3 升容量，并且有一个可见容量的剂量计。

第八条 电气系统
8.1 电瓶
电瓶可以在不影响车手离开赛车的前提下放置在车内。
电瓶必须与车体固定，并且被一个电瓶盒包覆，该盒需要有一个从驾驶舱外通风的风道。
如果在驾驶舱内的是干式电池，则必须被电瓶盒全部覆盖。与车体的链接需要包括一个金属支架与两个金属固定器，用螺丝和螺帽与
车体连接。
固定器的安装，需要使用至少 10mm 直径的螺丝，在每个螺丝下，需要至少 3mm 厚度的固定垫片固定在车体至少有 20 cm2 的金属部
分。（见图 255-10 和 2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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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雨刮器
赛车必须使用原装的挡风玻璃雨刮系统，在赛事全程都要正常工作，只有雨刮片可以被更换。
雨刮系统储水壶可以被更改。
8.3 启动机
启动机必须整场比赛正常工作，车手必须在正常坐姿下可以操作启动器。
8.4 灯光系统
8.4.1) 所有灯光系统必须整场比赛正常工作。
8.4.2) 车外灯光系统需要满足以下需求：
头灯，转向灯，刹车灯，雨灯（见 8.4.4）以及后边灯
为了安全因素，头灯必须可进行白色闪光操作。
在白天的比赛中，GT4 车辆必须配备白色头灯罩。
在夜晚的比赛，前杠可以为了额外照明做更改，这些改动不得用于制造额外下压力。
8.4.3) 倒车灯
倒车灯灯泡需要被拆除
8.4.4) 雨灯
一个符合 ECE R38 道路标准（或其他国家相同或更加严格标准），或 FIA 技术文件 n°19 批准的雨灯必须安装在赛车后部，且必须比
赛全程正常工作。
必须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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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FIA 技术文件 n°19 认可的，或是一个原装的第三刹车灯
90 度垂直于地面，安装在车后
从后部能清晰看到
安装在车中线 10cm 之内
在水平面 35cm 以上
在后轮中心线 45cm 之后，与水平面平行，或跟量产车相同
在车手正常坐姿下可在车内控制开关

所有测量标准是雨灯的中心点。

第九条 传动系统
9.1 传动系统
变速箱必须包括最多 6 个齿轮和一个倒挡。变速箱内部构造不限，每档齿轮比必须在技术表格中注册。变速箱安装点不限，原装换挡
拨叉必须保留。
除 China GT 组委会特例，序列式变速箱在 GT4 组中禁止使用。
装配 6 个或更多变速齿轮的半自动变速箱或自动变速箱，和/或自动，电子控制离合器的赛车，China GT 组委会可以特例在技术表格
中予以注册。技术代表有权要求参赛者使用 SRO 注册厂商或改装商提供的控制单元。
为了安全因素，传动系统必须设计的在赛车静止，发动机熄火的时候可以被推走或者拖走。
9.2 倒挡
所有车辆必须装有一个倒挡，在任何时候，发动机在运转时，车手在正常坐姿下可以正常操作。

第十条 轴，悬挂以及转向
10.1 车身高度
China GT 组委会保留根据 BOP 调整车身高度的权利。
在检查车身高度时，轮胎胎压不得少于 1.5bar。
10.2 悬挂形式以及位置
10.2.1) 所有悬挂部件必须维持制造商原装，并且注册于技术表格，除非以下所述例外情况。
10.2.2) 悬挂以及转向机安装位置必须维持原装。
10.2.3) 允许使用额外的前后防倾杆（无论是否可调），需要在技术表格中注册并且说明。
10.2.4) 避震器需要在技术表格中注册并且说明，工作形式（可调（最多 2 路）与否）不限，最多可以注册三套弹簧（前/后）。
避震器罐和可能的管路必须完全和驾驶舱隔绝并包覆，并且不得接触车辆通风系统。
电子，液压或主动连接的避震器禁止使用。
在驾驶舱中对弹簧，避震器和防倾杆的调节都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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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转向
转向锁止机构必须拆除，转向柱系统需固定。
方向盘可安装一个快拆。
方向盘快拆可以包括一个在方向盘轴上的凸缘，涂成黄色，安装在方向盘后的转向柱上。拆除时必须由拉动方向盘后的凸缘完成。
10.4 转向助力
安装了自动可变转向助力的车，技术代表可以在任何时间有权要求参赛者使用 SRO 注册厂商或改装商提供的控制单元。

第十一条 刹车
11.1 液压刹车管路及储油壶
整个刹车系统必须由一个踏板控制至少两个独立的管路。
整个刹车系统必须设计成，如果一个管路失效或泄露，踏板仍可控制至少 2 个车轮的刹车。
在被安全固定和保护的前提下刹车油壶可以安装在车内。
前后刹车的平衡可以由车手在车内调节（需注册）：



一个手动的直接控制机械系统改变前后刹车杠杆位置的装置，在前后管路液压泵的连接杠杆上，需装载原装踏板上。
一个直接的手动比例调节阀，通过一个预紧的弹簧用来调节后刹车管路的压力，根据连接系统可调位置。（见图 263-9）

上述两种中只能选择一种使用。
11.2 防抱死刹车以及刹车助力
装备了防抱死刹车和/或自动调节刹车助力的赛车，China GT 组委会有权在任何时间要求参赛者使用厂商或改装商供应的统一控制单
元。

11/18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GT4 组别
11.3 刹车散热
每个轮子只允许一个通风散热的刹车管，内径要达到 10cm 直径。
如果每个轮子使用两个通风散热的刹车管，每个内径要达到 76mm。
上述通风管的尺寸不得超出车体周长。

第十二条 车轮及轮胎
12.1 尺寸和材料
GT4 赛车必须注册其车轮直径，宽度以及 ET 值。
最大允许直径：18 英寸
最大允许宽度：11 英寸
China GT 组委会保留根据 BOP 改变车轮宽度的权利。
丈量会由轮轴中点水平线计算。
锻造镁合金轮圈禁止使用。
12.2 轮圈可见性
在车辆直行时，整个安装在仰角上的轮圈不得从上方、正面以及后面视图中被看到。
12.3 轮圈固定
如果使用单螺母固定，一个带弹簧的安全扣必须在比赛全程，以及每次换胎后安装在螺杆凸出的地方。这些安全扣必须被漆成荧光红
或橘色，并且提供 FIA 认证信息。
用螺杆安装的轮圈，可以改装由安全扣和螺帽安装，但是安装点和直径需要满足图 254-1.

轮圈固定螺帽可以更换，要提供证据证明材料含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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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圈上抽离空气的设备禁止使用。
12.4 压力调节气门嘴
压力调节气门嘴禁止使用。
12.5 传感器
强烈建议轮胎胎温以及胎压传感器。
如果安装了上述传感器，需至少安装一个给车手报故障的报警灯。
12.6 气动千斤顶
强烈建议安装气动千斤顶，安装点可以连接于防滚架，但是压缩气瓶不得在车内。
车体可以开最大面积为 100cm2 的区域用来制造气顶用管路。

第十三条 驾驶舱
13.1 允许在驾驶舱出现的设备
13.1.1)
在驾驶舱中允许出现的设备有：











安全设备
工具
座椅，任何有关控制赛车的设备，包括刹车平衡调节器
电子设备
车手赛车服降温系统
配重
气千斤顶以及管路
电池
车手通风及饮水系统

13.1.2) 任何设备不得妨碍车手视野。
13.1.3) 上述设备为减少人员伤害必须安装保护装置，安装点必须承受 25g 的减速度。
13.2 离开驾驶舱时间

车手在做测试时必须穿戴全套装备，安全带必须系好绑紧，方向盘必须装好，车门必须关好，车手在正常坐姿中，必须
可以在 7 秒内由驾驶位离开座舱，副驾驶位则为 9 秒内离开座舱。
13.3 头盔移除测试
在车手正常坐姿，安全带绑好时必须可由救护团队，在不弯曲或旋转车手脖颈的前提下可以摘下头盔和安装护颈。

第十四条 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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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灭火器
禁止使用 BCF，NAF 灭火器。
所有车辆必须安装 253-7.2 规则的灭火器。
再车外挡风玻璃左下，必须安装灭火器开关与断电开关。
必须有一个红色白边，100mm 直径的字母 E 为标志。
14.2 安全带
必须拥有 2 个肩带，1 个大腿带以及 2 个腰带。
安全带必须符合 FIA 8853/98 标准。
安全带禁止固定在座椅或是座椅支架上。
14.3 后视镜
必须拥有 2 个，每侧一面的后视镜，每个面积至少 100 平方厘米。
验车官必须确认车手坐好后可以清晰通过后视镜看到车后部。

车手需可清晰识别车后方所置 15cm 高 10cm 宽的字母或物体，范围如下:




高度：离地 40-100cm
宽度：在车辆中心线每边 2m 内
位置：在车辆后轴中心线后 10m

14.4 座椅与头枕
14.4.1)座椅必须经过 FIA 认证，并且无改装。
必须有能量吸收，防火的材料环绕车手头部
如果要使用坐垫，在注册座椅上的坐垫厚度不得超过 50mm，原注册安装点改变必须符合 253-16 规则。
14.4.2) 所有车辆都必须拥有一个可以承受 85daN 后部冲击力，移动少于 50mm 的头枕，头枕面积不得少于 400 cm2，且不得有任何凸
出部件。
必须是在发生碰撞时第一个接触到头盔的部件。
14.5 断电开关
车手在正常坐姿下，系好安全带，装好方向盘后，必须能过切断全车所有电路，发动机熄火。
这个开关必须由一个白边蓝底的红色闪电标注，车手在系好安全带的时候可以接触到。
这个开关必须包括一个外部开关，在车外可以操作。该开关必须低于低于挡风玻璃。
14.6 牵引钩
所有车辆在整个比赛中都必须安装前后牵引钩。
必须清晰可见（红，黄或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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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可以通过一个直径 60mm 的圆柱体。
在对车施加平行于地面，正负 15 度于车中线的牵引力时，必须允许车被从干燥表面拖走（混凝土或柏油）。
必须在车轮制动启动时进行上述检查。
车辆必须装配该场比赛使用的轮胎。

第十五条 安全结构
15.1 防滚架
防滚架不得多于 6 个安装点，除非在 China GT 组委会允许的情况下，额外的安装点用来加固。防滚架必须由 ASN 认证，或符合 FIA
认证。
针对 2016 年 1 月 1 日后注册的 GT4 赛车，防滚架必须在注册表中选配零件标注。
必须在验车时提供防滚架的原版注册信息或认证信息，包括认证机构认证和制造商技师签字。





主防滚架
前防滚杆
横防滚杆，或半横防滚杆
2 个斜的符合图 253-7 的交叉，交叉必须为直角并且其中一根必须是一体的。



车门防撞杆，每侧须符合 253-9,253-10 或 2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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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图 253-9，2 根交叉杆中其中一根必须是一体的。


每侧的挡风玻璃柱加强符合图 253-15

如果 A 距离（见图 253-15）大于 200mm，一个基于图 253-15 的交叉必须安在每侧的防滚架前防滚杆至后防滚杆之间。


车顶加固

防滚架上部必须安装如图 253-12，253-13 或 253-14 的交叉。
如果使用 253-12，2 根交叉杆中其中一根必须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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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部分可以跟随车顶的曲度变化。
若无副驾驶，在图 253-12 的情况下可使用一根对角交叉杆，但前方固定需在驾驶员侧。
加固部分的终点必须距离交叉点中心不得超过 100mm（253-13 和 253-14 不适用）。



2 个背拉制成
符合 253-4 的对角支撑

253-4



符合 253-31 的弯角和交叉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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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31
主防滚架的管材最低要求为：



直径 45mm*厚度 2.5mm（或 50*2mm）
抗拉伸度 350 N/mm2.

可以按图 258-4 在 FIA 认证的前提下，安装 3 条侧面保护杆

连接点加固
下列连接点：





主防滚架的对角交叉连接点
车顶加强（图 253-12 式样）
车门加强（图 253-9 式样）
车门加强和挡风玻璃柱加强（图 253-15）

必须使用至少 2 个符合 253-8.2.14（图 253-34）的加强。
如果车门加强和挡风玻璃柱加强不在一个平面，该加强可以使用装配的金属材质，必须符合 253-8.2.14 所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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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垫
车手的身体可以接触到的防滚架部分，必须使用防火保护垫包覆保护。
车手的头盔可以接触到的防滚架部分，必须使用 FIA 8857-2001，A 类（见 FIA 技术文件 n°23）的保护垫包覆保护。

第十六条 燃料
16.1 燃料规则
燃料必须符合规则 252-9.1。
16.2 空气
必须只有空气可以与燃料混合燃烧。

第十七条 后记
最终规则如有任何疑问，以英文版为准。

第十八条 车载摄像
必须安装 China GT 组委会认证的车载摄像系统。
系统安装需严格按照要求执行并在比赛全程正常使用。参赛者需自主获取、安装并使用该系统。

1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