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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 
 

本规则第一章参照国际汽联运动总则附录 J 第 254 条（FIA 

J-254 即 N 组规则）及有关规则制定，适用于参加中国大陆举办的

汽车拉力赛的 S1、S2、S3、SAE 和国际 N 组车辆。 

本规则第二章为《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 CRC CAR组车辆技术

补充规则》，参考国际汽联规则发展趋势并以相关规则为蓝本制定，

适用于参加中国大陆举办的汽车拉力赛的 S4、S5 和 S6 组车。 

本规则第三章为《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 S10 组车辆技术补充

规则》。 

本规则内的条款如有变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将正式

发布公告通知，并说明执行日期。 

本规则解释权归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第一章 

第一条：定义 

参加国内汽车拉力赛的 S1、S2、S3、SAE 和 N 组赛车。大规模

系列量产的小客车。 

第二条：注册 

2.1 国际组赛车注册 

参加中国大陆举办的汽车拉力赛国际组比赛的车型和以此车型

为基础改进的并用于比赛的总成及零部件，应遵照国际汽联制定的

相关注册规定进行注册之后并遵照本章规定使用。 

必须将连续 12个月内生产的至少 2500个相同部件在 FIA 房车

条款里注册（A 组） 

A 组 VF、VP适用于 N组 A组 VO不适用 N组，以下条件除外： 

当发动机飞轮由两部分组成，并且直径和重量值与初始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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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箱飞轮、油箱、自动变速箱、顶篷、防滚架、座位底

部支撑和固定装置、安全带安装点、2 门/4门。 

SP VO 不适用于 N组。 

房车（A 组）关于油箱部分在 VO 的注册必须遵守房车（A 组）

规则第 FIA J-255-5.9.2和 J-254-6.9条款的规定。 

A 组 ET、VK和 ES不适用 N组。 

但是，1997年 1月 1日以后注册的 A 组 ET、ES 适用于 N 组。 

2.2 国家组赛车注册 

参加国内汽车拉力赛 S1、S2、S3、S4、S5、S6、S10 和 SAE 组

的赛车必须依照《2019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注册办法》相关规定在

中汽摩联进行注册。 

第三条：座位数量 

车辆必须至少有四个座位，并且与 A 组定义的尺寸相一致。 

第四条：对改装和安装的允许或限制 

所有本规则规定不允许的改装部分禁止改装。对于允许改装和

安装的限制后文有特殊规定。只允许对赛车进行正常维护，或者更

换因旧损或事故损坏的部件。 

对于给车辆进行的必要的维修，或替换因正常使用磨损和发生

意外所损坏的零件是可以进行的。而且只可以用与损坏部件相同原

装部件替换。 

赛车必须与量产车注册数据规定相一致。 

凡本章未涉及的项目禁止对其进行改动。 

第五条：最低重量 

5.1赛车重量必须达到注册表的最低重量规定。  

这是不带工具或千斤顶、最多带有一个备用轮胎的空车实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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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车内没有人员和行李）。如果车上有两个备用轮胎，则在称重

前必须卸下第二个备用轮胎。 

所有液体容器（润滑、冷却、制动、供热）必须保持生产厂商

规定的标准的水平位置，不包括风挡刷和大灯刷、制动冷却系统、

油箱和喷水箱，它们应该是空的。 

没有注册的附加大灯在称重前必须拆除。 

5.2 在拉力赛中，带有车组成员（车手、领航员和他们的全部

装备）的最低重量（在 5.1 条的条件下）是 5.1 条定义的最低重量

+160 公斤。同时，5.1 条的定义也是必须遵守。 

第六条： 

6.1 发动机 

为隐藏发动机机械组件的塑料材质发动机罩，如仅有装饰功能

可以拆除。 

安装在前舱盖下并从外部不可视的隔音与装饰材料可以拆除。 

可以更换油门线或使用双股线。这条线必须是一条应急线，它

只得与系列油门线平行安装。 

如果原装车上安装一个电动式节流阀，可以使用一套经 N 组注

册的带有机械连接装置的节流阀。 

可以改换螺丝和螺栓，但代用品必须由铁基合金材料制造。 

附加的发动机（冷却/交换/ 进气/油料...）管道系统可以替换。 

点火装置： 

火花塞的制作和型号、转速限制器和高压线不限。 

电子控制部件（ECU）和其中的点火部件不限。不过，这个系统

必须是完全能够与原装部件互换的。 

原有的线束必须保留并且不能改装。 

如果发动机线束道通过车轮拱罩，那么可以移动。 

接入端的传感器和调节器必须是可用并且符合标准的。 

不可以增加传感器，即使是为了记录数据。禁止在电子控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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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传感器和/或调节器之间的原装线束内附加开关。 

如果在一个车型上安装一个多用途电子电路，允许与已注册

（VO）的电子控制原件共同使用一个线束。 

仅允许使用注册车辆或系列车辆上自带的数据记录系统，但禁

止改装或记录附加参数。 

只允许使用下列传感器： 

水温、机油温度、机油压力和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每个传感器只可以用一套完全独立的线束与一个或几个可视的

元件（有数据记录性能）连接。 

冷却系统： 

控制系统和风扇接通的温度的节温器不限。 

水箱盖的锁系统不限。 

化油器： 

原有系统必须保留。 

控制汽油进入燃烧室数量的化油器部件可以改装，但不可增加

空气的进入。 

可以替换空气滤清器芯，但要保持原有的位置。 

喷射： 

原有系统必须保留。 

在不增加空气进入的前提下，允许改装位于空气流动测量装置

之后的喷射系统的部件和控制汽油进入燃烧室数量的部件，但更换

是不允许的。 

喷射的电子控制元件不限。 

输入到电子控制元件（传感器、调节器），包括它们的功能必

须保持原标准。 

禁止在电子控制元件与传感器和/或调节器之间的原装线束内

附加开关。 

电子控制元件的输出端必须保持与注册表相一致的功能。 

对于一个车型安装一个多元电子电路，允许一个线束用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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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册（VO）的电子控制原件。 

车辆使用的传感器安装的一个多元电子电路能够共同使用注册

的管束。 

为改变喷嘴的流量速率，可以改装或更换喷嘴，但不可改变它

们的工作原理和安装点。 

只要安装的喷射器与原装相同，喷射架可以用随意设计的一个

代替，并且使用线状连接物连接线管路和汽油压力调节器。 

可以替换空气滤清器芯，但要保持原有的位置。 

润滑： 

允许在机油槽（箱）内安装隔板。 

可以替换机油滤清器芯，但要保持原有的位置。 

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可以用符合第 FIA J-253-3.2 条要求的

管路替换涡轮增压器的润滑管路。这些管路也可以用快速卡口连接

装置安装。 

发动机和变速箱支撑必须是原装的或注册的。 

如果支撑是原装的，缓冲材料不限。 

排气： 

允许拆除原装消音器的内部，或改装自排气管第一消音器至出

口的消音系统，第一消音器上游管的最大外径见（图 254-3）和 328p

（2010.01.01N 组注册表地 328o） 

 

 

 

 

 

 

如果第一消音器前的原装管是双管，则新管的最大外径必须与

两个管的直径的截面相当。 

对于带有涡轮增压器的车辆，可以改装增压器出口安装盘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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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管，管子的最大截面是进入第一标准消音器的直径。增压器出

口安装盘和排气管的接触面可以是锥形的。 

有二个进气口的第一消音器，改装管子的截面必须低于或等于

二个原装截面的总和。 

在排气口只可以有一个管子，除非使用原装部件。 

排气口应设置在与原装排气系统相同的位置。 

上述改装不得引起对车体的改装，并且必须遵守赛事举办国的

有关噪音标准的法律。 

允许为安装排气管而增加部件。 

消音器是排气系统的一部分，必须具有降低噪音功能。 

消音器的断面必须至少是进入管的 170%，并含有消音材料。消

音材料可以采用 45%带孔的管，或人工合成的填充物。 

消音器的长度必须是进入管直径的 3-8倍。 

消音器可以像系列零件一样焊接在管子上，但这个管不被作为

消音器的一部分。 

催化器被认为是一个消音器。它可以拆除。 

如果催化器直接安装在歧管上，可以用一个与此催化器相同长

度且入口与出口直径相等的锥形部件代替。 

在这部件之后，排气管不限，前提是管子的直径不超过催化部

分出口的直径。 

如果催化器视为排气歧管的完整部分，则允许拆除催化器内部

的部件。 

如果一个氧传感器探针为自由安装在排气管上，可以拆除。 

气缸盖垫： 

材料不限，厚度不可改变。 

航速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可以断开。 

只有在拉力赛中： 

气缸数量限制在 6 个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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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容积有如下限制： 

1）自然吸气发动机： 

每个气缸有二气门的发动机的最大排量为 3升。 

每个气缸超过二个气门的发动机的最大排量为 2.5升。 

2）涡轮增压器发动机： 

标准的气缸容积限制在最大 2500 厘米
3
。 

增压系统必须与注册的发动机的一致。 

所有带涡轮增压器的车辆必须在压缩器的孔内安装一个限制

器。 

安装限制器在拉力赛中是必须的，但不限于其他赛事，由参赛

车手自行决定。 

发动机所需的所有空气必须通过符合如下标准的限制器： 

限制器的最大内径为 33 毫米。从轮叶最前的端点测量、向前

50毫米，在其端点位置与旋转轴形成的垂直面上，保留一个 3毫米

的距离（见图 254-4）。 

 

 

 

 

 

 

 

无论在何种温度条件下必须遵守上述直径规格。 

限制器外径的最窄点必须小于 39 毫米，并且每侧必须保留 5毫

米以上的距离。 

限制器安装在涡轮增压器上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只有从压

缩器壳体或限制器上拆下二条固定螺丝，才能使限制器与压缩器分

离。 

别针式装置作为固定物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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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置限制器，可以从压缩器壳上拆下或附加材料，但唯一

的目的是安装这个限制器。用于固定的螺丝杆头部必须打孔，以便

于铅封。 

限制器必须用单一材料制作，并且为了安装和铅封，可以在上

面打孔，必须在安装螺丝、限制器（或限制器/压缩器壳固定点）、

压缩器壳（或壳体/法兰盘固定点）和涡轮壳（或壳体/法兰盘固定

点）上打孔（图 254-4）。 

对于有并列二个增压器的发动机，每个增压器的进气口最大直

径为 22.6 毫米。 

柴油发动机： 

柴油发动机，限制器的最大内径是 35 毫米最大外径 41 毫米，

按上面的条件（这个直径可以不预先通知而进行修改）。 

按照以上条件，对于有并列二个增压器的发动机，每个增压器

由一个最大内径为 22.7mm、最大外径为 28.7mm的限制器控制。 

6.2 传动 

6.2.1 离合器 

除数量外盘不限，包括重量。离合器盘的直径可以增加。 

6.2.2 变速箱 

变速箱的内部不限。 

在注册表中的齿数和传动比必须保留。 

变速箱联动装置的接合点不限。 

注册的换档方式必须保留。 

6.2.3 差速器 

允许使用一个机械式防滑差速器，但要安装在原装壳内并且是

注册的。为了安装，可以改装原装差速器的内部。 

对于系列差速器或注册的差速器的斜面角度和盘的数量不能改

变，盘的厚度可以改装。 

为了安装，可以改装原装差速器壳的内部。 

“机械防滑差速器”是指工作系统仅仅是依靠机械工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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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液体或电子系统的帮助。 

液力变扭器（粘性离合器）不被认为是机械系统。 

如果注册车安装一个液力变扭器，它可以保留，但不能增加另

一个差速器。 

如果原装车安装了一个由电子系统控制的差速器，电子控制元

件不限，但它必须与原装元件互换（例如：当使用原装元件时差速

器必须工作）。 

内部的传感器和调解器必须是标准的，而且具有原有的功能。 

不可以增加传感器，即使是数据记录的目的。 

不得改装电器线束。 

6.2.4 半轴 

半轴必须是原装的或注册的。 

6.3 悬架 

在驾驶室内可调弹簧和减震器是禁止的。 

允许用附加材料加强悬架的结构部件（不包括平衡杆）和它的

安装点。加强悬架不得使车体形成空断面，并且不允许两个独立部

件连接成为一个部件。 

弹簧： 

如果调校结构是弹簧座的一部分，并且是与原装悬架部件/车体

分离的（它可以被拆下），则可以调校弹簧座。 

螺旋弹簧： 

长度、圈数、钢丝直径、弹簧外径、弹簧形式（螺旋递增或不

是）和弹簧座的形状不限。 

只要弹簧安装在系列安装点上，弹簧和弹簧座的数量不限。 

钢板弹簧： 

长度、宽度、厚度和垂直弯曲度不限。 

扭力杆： 

直径不限。 

这些在悬架弹簧上的随意部件不可违反注册表 205 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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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罩中心的高度、车轮口）。 

弹簧+减震 总成： 

可以使用弹簧+减震结构，即使系列车辆原未使用此结构，但原

装弹簧必须拆除。 

减震器： 

不限，只要它们的数量、它们的形式（伸缩、扭转）、工作原

理（液压、摩擦阻力、混合）及它们的安装点保持不变。 

检查减震器的工作原理将按照下面方法： 

一旦拆除弹簧和／或扭力杆，车辆在 5分钟内向下沉降并停止。 

阻尼盒可以固定在未改变的车体上。 

如果减震器独立液体容器设在驾驶室或没有与驾驶室分开在的

行李箱里，这些容器必须被牢固固定并且必须有保护装置。 

橡胶金属垫可由“单一球形”连接点代替，但只有在减震器不

起导向作用的前提下。 

只有在非洲大陆举办的拉力赛，橡胶金属垫可由“单一球形”

连接点代替，即使减震器起导向作用。 

充气阻尼，它们的工作原理将被认为是液体阻尼。 

如果，为了更换“麦弗逊”式悬架系统或一个同样工作方式的

悬架的阻尼部件，而有必要更换全部系统的支撑杆，替代部件必须

是与原装部件等效，并使用相同的安装点。 

“麦弗逊”式悬架的弹簧座的形状不限。它们的材料不限。 

对于“油-气”型悬架，可以改变球形油罐的尺寸、形状和材料，

不能改变它们的数量。 

从车外调校的开关，可以固定在球形油罐上。 

- 橡胶金属垫 

橡胶金属垫的弹性体可用新的材料代替，其形状不限，最大硬

度为 80肖氏硬度–肖氏 A级硬度。 

6.4 车轮和轮胎 

6.4.1 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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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车辆注册标准的宽度（第 801.b）和直径(第 801.a)，车轮

不限。 

允许使用较低尺寸的轮圈。 

禁止使用铸镁车轮（包括标准车轮）。 

他们必须由侧膀遮盖的（与 A 组 255-5.4 检查系统相同），并

且必须遵守注册表中的最大轮距。 

由螺丝固定的轮圈可以改用销钉或螺帽固定，但必须遵守图

254-1 显示的安装点的数量和螺纹部分的直径。 

轮胎螺帽可以更换，前提必须是铁基合金材料。 

禁止在轮圈上附加空气抽取器。 

 

 

 

 

 

 

 

 

 

 

 

 

 

 

 

 

6.4.2 轮胎 

轮胎不限，只要它能够安装在轮圈上。 

禁止使用任何使轮胎内部压力状态保持等于或低于大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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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置。轮胎内部（轮网和轮胎内部之间的空间）只可用空气填

充。 

6.4.3 备胎 

如果在注册表中注明了备胎，这是必须的。 

备胎可以放在驾驶室内，但要安全固定并且不可占用留给乘员

的空间。 

6.5 制动系统 

不包括规则允许的改装，制动系统必须是原装的或是注册的。 

制动系统的电子控制元件不限，但必须与原装元件互换（例如：

当使用系列元件时制动系统必须工作）。 

输入端的传感器和调节器必须是标准的，必须是原有功能。 

不得附加传感器，即使是记录数据的目的也不可以。 

不得改装电子线束。 

制动摩擦片不限，还有它们的固定（铆接、粘接），条件是不

得增加制动的接触面。 

制动器保护盘可以拆除或弯曲。 

对于车辆安装的制动助力器，这个装置可以断开或用注册的套

件替换。这也同样适用于防锁死制动系统（ABS）。 

如果断开或拆除防锁死制动系统，允许使用一个由厂商注册的

机械式后制动分配器。 

允许在制动钳的孔内增加一个弹簧,也允许替换密封件和防尘

罩。 

制动管路可以换用航空形式的管路。 

可以增加一个用于清除堆积在制动盘上和/或车轮上尘土的装

置。 

6.5.1 手制动 

可以用一套注册的液压系统代替机械式的手制动，但对于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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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线路（X 型）或原装的系统是不可替换的。允许改变液压手制

动系统位置，但必须保留经注册的制动位置（通道中间）。 

6.6 转向 

连接转向动力泵和行李仓的路径可以用符合第 FIA J-253-3.2

条款规定的方式替换。 

6.7 车体 

6.7.1 外观 

必须拆除轮毂盖。 

可以安装大灯保护遮盖，条件是它们的功能只是遮盖玻璃，并

且不能影响车流体动力。 

只有在拉力赛中允许安装车底保护装置，条件是它们确实是保

护装置，但要考虑与路面的间隙，它是可以拆下的，它是专门设计

为保护车体下面的部件：发动机、散热器、悬架、变速箱、油箱、

传动系统、转向系统、排气、灭火瓶。 

车底保护可以延伸至位于前车轮轴前面、前保险杠部件下面全

部宽度。 

为安装车体附件部分的附加安装是允许的（原装安装部件必须

保留）（例如：缓冲器、翼子板延伸） 

前后保险杠的安装不能改变。 

在油箱盖上可以使用任何闭锁系统。 

允许更换前后风挡雨刷片。 

塑料隔音部件可以从车轮口拆除。这些塑料部件可以用相同形

状的铝或塑料部件代替。 

如果一个车顶的开口只是为了使车内通风，那么这个通风装置

是允许的。 

6.7.2 车内 

前座可以向后移动，但不能超过原装后座椅的前沿垂直面。 

以没有头枕座椅的高度作为对于前座椅的限制，如果头枕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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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是一体的，则由车手肩部的最后点为限。 

可以拆除后座椅。可以拆除后座的安全带。 

6.7.2.1 油箱设置在行李箱并且拆除了后座时，必须有一个防

火和防泄漏的隔板使驾驶室与油箱隔离。 

对于两箱车，可以在驾驶室和油箱之间使用一个透明的、不易

燃塑料的非结构隔板。 

6.7.2.2 仪表板 

仪表板和中央控制板必须保留原装。 

6.7.2.3 车门—装饰 

允许拆除门上的吸音材料，但不可改变门的形状。 

1) 为了设置一个用合成材料制作的侧面保护板，允许拆除车门

和侧面保护杠下面的装饰。这个板的最小形状必须符合图 255-14所

示的。 

 

 

 

 

 

 

 

 

 

 

 

 

 

2) 如果门的原有结构没有改变（拆除、即使部分地拆除管子或

加强部件的结构），门护板可以用至少 0.5 毫米厚的金属板、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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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毫米厚的碳纤维板或至少 2 毫米厚的坚固和不易燃的材料制作。 

上述规定适用于两门车后车窗下面的装饰。 

车门侧面保护板的最小高度必须从门的地边延伸至门柱的最高

位置。 

允许用手动车窗代替电动车窗。允许用电动车窗代替手动车窗。 

6.7.2.4 地板 

地毯不限，因而可以拆除。 

6.7.2.5 其它的吸音材料和装饰 

可以拆除不包括第 6.7.2.3（门）条和第 6.7.2.2（仪表盘）条

所含的其他吸音材料和装饰。 

6.7.2.6 供热系统 

必须保留原有的供热装备。 

下列空调系统部件可以拆除：冷凝器及其辅助风扇、液体容器、

蒸发器及风扇、膨胀阀、以及所有管子、连接装置、连接开关、传

感器和对于系统功能必要的控制器。 

只有它的驱动系统完全独立于其他系统，则可以拆除空调压缩

器。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拆除空调压缩器必须注册。 

可以使压缩器不起作用。 

如果这些原件是与供热系统公用的，则必须保留。 

6.7.2.7 在二箱车内的活动后隔板可以拆除。 

6.7.3 附加部件 

所有附加部件不得影响车辆的工作状况，例如允许使用提高外

观和车内（灯、供热、收音机）舒适的设备。 

这些部件绝不可以提高发动机动力或影响转向、传动、制动、

和道路附着，即使是间接的方式也不可以。 

所有控制必须保持厂商的规定。 

它们可以方便于应用并且易维护，例如：加长制动手柄和在制

动踏板上增加法兰盘。 

下列附加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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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设备，如转速计等，可以设置或更换并可以有不同的功

能。这个设置不可带来任何危险。如果补充规则要求，则转速计可

以不拆除。 

收音机/ HiFi 设备可以被拆除。 

2）可以换喇叭或增加一个副驾驶可以触及的附加的喇叭。在封

闭道路上喇叭不是必须的。 

3）为了使手制动不锁死可以拆除手制动闭锁机构。 

4）方向盘不限，可以使防盗转向锁不起作用。 

快速释放机构必须由法兰到方向盘轴组成，通过阳极电镀漆成

黄色或任何其他持久的黄色覆盖，并设置在方向盘后面的转向柱上。 

释放机构必须靠沿着方向盘轴拉动法兰操作。 

5）可以在手套箱内增加容器和在车门上增加口袋，但要使用原

装板。 

6）可以附加隔热材料，在可能有的隔板上以保护乘员。 

6.7.4 加强装置 

可以在车身纵向两侧的同轴车壳或车架的悬架连接点上安装加

强杠，条件是加强杠可以拆卸并用螺丝固定。 

悬架固定点和杠的安装点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 100 毫米，不包

括注册的横杠和不包括安装在麦弗逊悬架或相似的悬架的上面的

杠。 

对于后者，杠的安装点和上部连接点之间的最大距离是 150 毫

米（见图 255-2和 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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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点，这个杠不得安装在车体或机械部件上。 

如果车辆安装了加强杠，允许替换和重置符合上述条件的杠。 

允许加强悬架部件，条件是使用的材料符合原有形状并且与部

件连接。 

6.7.5 备胎最初设置在一个封闭的舱内，当改换一个更大的备

胎设置在这个空间时，可以因新轮胎的直径变化拆除轮胎的盖板（图

254-2）。 

 

 

 

 

 

 

 

 

 

 

6.8 电器系统 

电瓶： 

厂牌、容量、和电缆线不限。固定(电压)和位置必须保留。 

在乘员位置可以有一个与电瓶连接的开关。 

发电机： 

可以改换一个功率更大的发动机。一个直流发电机不可以由交

流的代替。反之亦然。 

照明系统： 

附加大灯包括相应的继电器是允许的，条件是总数不得超过 6

个并且是国家法律接受的。 

如果保留雾灯，应将其计算在附加大灯数量内。 

这些灯不可以装在车体内，大灯和其他的外部灯必须是成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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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大灯可以不让它起作用，并用粘胶带遮盖。 

在遵守这些条款的前提下，它们可以由其他大灯代替。 

可以安装一个倒车灯，遵守交通规则的条款，只能在车辆档位

在倒档位置时工作。 

可以在电器系统中增加保险丝。 

6.9 油路 

如果原装油箱装有一个电泵和一个内部滤芯，那么在使用一个

FT3.5、FT5 或 FT3 1999 或由生产厂商在注册表上注册的另一个油

箱，则可在其外面安装一个与注册特性相等的滤芯和一个汽油泵。 

一个 FT3 1999, FT3.5 或 FT5油箱可以作为量产车油箱的备用

油箱，但以下条件必须遵守： 

这些部件必须有足够的保护。 

允许安装第二个油泵，但这只能是备用油泵，只有当车停稳时

由设置在油泵旁边的一个纯机械装置接通。 

加油口不可以安置在车窗板上。 

如果使用 FT3.5、FT5 或 FT3 1999 油箱，则油管必须换成航空

形式的管，这些管的路线不限。如果使用系列生产的油箱，这个改

换是随意的。 

可以在地板上可以打两个孔（直径 60 毫米或相等面积）用于穿

过到油箱的加油放油管。 

如果车辆使用 FT3.5、FT5 或 FT3 1999 油箱，油箱的总容量不

得超过在 N组注册表 401d显示的容量，拉力赛除外。 

因此，油箱总容积不得超过下面与发动机容积有关的限制： 

700厘米
3
以下                    60 升 

700厘米
3
至 1000 厘米

3
            70升 

1000 厘米
3
至 1400厘米

3
           80升 

1400 厘米
3
以上                   95 升 

对于从 1998年 1月 1日注册的油箱设置在行李箱中两厢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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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防火和防漏箱必须包住油箱和它的加油口。 

对于从 1998年 1月 1日注册的三厢车，一个防火墙和防漏层必

须使驾驶室和油箱隔离。 

另外，推荐使用两厢车的防漏箱代替防漏隔板。 

6.10 千斤顶和轮胎枪 

千斤顶的支撑点可以加强、移动和增加数量。这个改装仅限于

支撑点。 

千斤顶只能手动操作（由驾驶员或领航员），不允许使用液压

系统、气压系统或电力系统的千斤顶。 

轮胎枪一次只能对一个螺帽进行操作。 

6.11 防滚架 

任何改装后气缸容量大于 2L 的汽车的在 2006 年 1 月 1 日后注

册的防滚架必须通过 ASN完成注册或证明，或通过 FIA进行注册。 

第七条：经过修正计算后气缸容量大于 2L的车辆 

以下条款仅适用于拉力赛改装后气缸容量大于 2L 的车辆，而且

是对以上条款的补充。 

如果以下条款与上述条款（1 至 6 条款）发生矛盾，按以下关

于改装后汽缸容量大于 2L的车辆条款优先考虑。 

全车螺母螺栓螺钉均可替换只要它是认证的可选配件。 

7.1 最低重量（仅适用于四驱车辆） 

1) 本条仅适用于拉力赛中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后注册的车辆。

必须根据以下条件将最低重量设定为 1350kg： 

上述重量仅指车的真实重量（最多含一个备胎），不包括驾驶

员、导航员或其各自的装备； 

如车内载有两个备胎，在称重时必须卸下其中一个备胎。 

在任何情况下车辆的重量不得少于上述最低重量。 

如在称重时发生争议，则应将驾驶员和导航员的所有装备卸下；

此处的所有装备包括头盔，但头盔上安装的外置耳机可留在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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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IA总则附录 J第 252-2.2条规定的条件下允许使用压舱物。 

2) 在拉力赛中，车辆（在第 7.1.a条规定的条件下）及全体车

组人员（驾驶员+导航员+驾驶员及导航员的所有装备）的最低重量

为：第 7.1.a 条规定的最低重量+160 公斤。 

7.2 发动机 

7.2.1 数据采集 

可使用数据采集系统，即使原装车没有配备该等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只能与以下各项连接： 

- 原装传感器 

- 以下可能会添加的传感器：水温、油温、油压和发动机速度。 

禁止使用有线联动装置或芯片卡以外的方式调换汽车数据。 

7.2.2 偏时点火系统 

为激活偏时点火系统可添加一个开关和一个电路。 

7.3 传动装置 

7.3.1 前桥和后桥差速器 

允许使用带有磨片的机械式的限滑差速器。 

带有磨片的机械式限滑差速器必须： 

来自原装型号或注册为 N组 VO。 

机械类限滑差速器属于完全依靠机械运转的系统，无须液压或

电子系统的协助。 

粘性离合器不属于机械系统。 

禁止使用电子控制的任何差速器。 

磨片的数量和类型不受限制。 

7.3.2 润滑油 

变速箱和差速器：允许使用注册为 N 组 VO 的额外的润滑油和油

冷却装置。 

7.4车轮和轮胎 

不限制使用整套轮胎（以及 tracks），只要能将其全部置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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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车身内，即测量时垂直置放于轮毂中心轴线以上的车轮总成

部分必须被车身覆盖。 

用螺栓固定的轮胎也可换成用螺钉和螺母固定。 

禁止使用用于摩托车的轮胎。 

轮圈必须采用铁铸造或钢板冲压制成。 

* 对于沙砾拉力赛，轮圈的最大尺寸为 7"×15"。 

如果轮圈不是使用的铸造吕合金材料，那么尺寸为 6.5×15 或

者 7×15 的轮圈最低重量为 8.6 公斤。 

* 如赛事（如雪地拉力赛）补充规则中有规定，轮圈的最大尺

寸为 5.5"×16"。 

* 对于沥青拉力赛道比赛而言，轮圈的最大尺寸为 8"×18"，

且 8" ×18"的轮圈的材料不受限制（但必须为铸造），而轮圈的最

大重量为 8.9 公斤。 

禁止在轮胎上安装抽气设备。 

7.5 后窗 

如为 4 门或 5 门车，后窗的提升机械装置可由在封闭状态下可

锁住后窗的装置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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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 CRC CAR 组车辆技术补充规则 

  CRC CAR 四驱组 CRC CAR 两驱组 

1 发动机 

发动机可选用其汽车生

产厂商（是合资公司的

可选用合资双方）全系

列生产线所列装的所有

发动机，以及列装发动

机品牌全系列生产线所

生产的所有发动机。发

动机气缸最大排量涡轮

增压，除 2019年 1月 1

日之前通过注册的

2.2L（即 2.2T）外发动

机外限制为 2.0L（即

2.0T），自然吸气限制

为 3.0L。 

发动机可选用其汽车生

产厂商（是合资公司的

可选用合资双方）全系

列生产线所列装的所有

发动机，以及列装发动

机品牌全系列生产线所

生产的所有发动机。发

动机气缸最大排量涡轮

增压限制为 2.0L（即

2.0T）；自然吸气发动

机限制为 3.0L。  

2 注册 
按照《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注册办法》在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进行注册。 

3 涡轮增压 
任何以机械形式实现抵消涡轮迟缓效应，效果等

同于偏时点火系统的装置是禁止的。 

4 驱动形式 四轮驱动 两轮驱动 

5 总则 
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

会。 

6 
改装和安装的允

许与限制 
所有未在本规则中明确禁止的改装都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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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低重量 1200kg 1080kg 

8 安全规定 

除本规则规定外，其它安全改装执行《2019 年国

内汽车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  

特别注意参赛车辆关于灯光系统的设置与改装需

要符合国家道路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 

9 
涡轮增压器进气

限制器 

在涡轮增压器进气口前必须安装一个最大内径为

35mm 的限制器。限制器的安装要求见图（254-4） 

10 车身宽度 

车身最宽处（不包括车

辆后视镜） 最大宽度限

制为 1875mm。轮胎外侧

车轴中心线位置最大宽

度 1820mm。 

车身最宽处（不包括车

辆后视镜） 最大宽度限

制为 1820mm。 

11 车身与车架 

车身（不包括翼子板、发动机舱盖、行李箱盖）、

车架的材料、形式、结构需保持原装。由于悬挂

及传动系统的改装引起的对于车身的改动是允许

的。尾翼的改装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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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 S10 组车辆技术补充规则 

1 发动机 
涡轮增压发动机，气缸最大排量限制为 2.0L（即

2.0T）。  

2 注册 
按照《2019 年国内汽车拉力赛车辆注册办法》在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进行注册。 

3 驱动形式 四轮驱动 

4 总则 
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

会。 

5 
改装和安装的

允许与限制 
所有未在本规则中明确禁止的改装都是允许的。 

6 最低重量 1280kg 

7 安全规定 

除本规则规定外，其它安全改装执行《2019 年国

内汽车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以下简称《安

全规则》。 

强制执行《安全规则》十四条关于安全油箱的规

定。 

特别注意参赛车辆关于灯光系统的设置与改装需

要符合国家道路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 

8 
涡轮增压器进

气限制器 

在涡轮增压器进气口前必须安装一个最大内径为

33mm 的限制器。限制器的安装要求见图（254-4） 

9 车身宽度 

车身最宽处（不包括车辆后视镜） 最大宽度限制

为 1875mm。轮胎外侧车轴中心线位置最大宽度

1820mm。 

10 刹车盘 
柏油里面最大直径 355mm，砂石路面最大直径

30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