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暨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新疆分站 

参赛指南（二） 

声明： 

本届赛事遵照《2019年越野拉力赛比赛通则》和《2019 年汽车越野系列赛车辆技术

规则》以及《中汽摩联工作手册》的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本文件比赛日期内容仅作为信息使用，具体赛事日程按后续赛事指南及补充规则为准。 

 

一、车辆资格 

1、汽车组 

    比赛接受 T1（T1四驱组、T1两驱组）、T2、T3、公开组、HT公开组、T4组、新能源

组赛车报名参赛。T2、T4、新能源组只接受厂商报名，且必须参照《2019 汽车越野系列赛 T2、

T4 组车辆注册办法》进行注册。 

赛车必须遵守《道路交通法》所制定的安全准则和中国汽联 2019 年汽车越野系列赛车

辆技术规则《改装通则》(G282) 、《安全装备和改装》(G283)等相关规定。 

 

1.1、车辆组别 

- T1四驱组：符合《改装车(T1)组特别规则》(G285)的四轮驱动改装越野车。 

- T1两驱组：符合《改装车(T1)组特别规则》(G285)的两轮驱动改装越野车。 

- T2.1组：符合《量产车(T2)组特别规则》(G284)的汽油量产越野车。 

- T2.2组：符合《量产车(T2)组特别规则》(G284)的柴油量产越野车。 

- T3.1组：符合《改装车(T3)组特别规则》(G286)的自然吸气发动机轻型越野车，或符合

《国际汽联 J286改装规则》并获得国际汽联“技术护照”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轻型越野

车。执行汽车组比赛规则授予汽车组成绩。 

- T3.2组：未获得国际汽联“技术护照”但符合《改装车(T3)组特别规则》(G286)，的增

压发动机轻型越野车。比赛中在规定的区域强制加油，行驶路线必须装载运输，单独授

予 T3.2组别成绩，不计入汽车组成绩。 

- 公开组：符合且获得美国 SCORE 标准认证的车辆。 

按照美国 SCORE标准制造但未获得 SCORE国际组织认证的车辆，此种车辆应遵

照 2019年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车辆技术规则 G283改装，需安装前挡风玻璃且有封闭驾

驶室，并得到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批准。 

- HT公开组：符合《量产车(T2)组特别规则》(G284)改装规定，非中国境内生产但在中国

境内销售的汽油或柴油非注册量产越野车，此种车辆须提供车辆 3C证明及车辆一致性证

书。参赛车辆必须符合相关技术改装规定否则不接受报名。执行汽车组比赛规则授予汽

车组成绩。 



- T4 组：符合《卡车(T4)组特别规则》(G287)的越野卡车。 

- 新能源组：参照《量产车(T2)组特别规则》(G284)进行改装的不以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唯一

动力来源的车辆。 

 

1.2、各组注意事项 

- 具备 T2组车辆安全和技术水平的车辆可以被允许参加 T1组的比赛。赛车必须遵守《2019  

年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车辆技术规则》 G284条的规定。 

- 公开组重量执行《2019越野拉力赛比赛通则》中第 8.7条 T1组重量标准。 

- T3.1组车辆赛段中加油将按照接受外力维修处罚，车辆在行驶路线拖车运输同样将按照

接受外力处罚。 

1.3、比赛强制施行以下规定： 

- T1 组 G285.3.2.1 条，关于车身宽度限制的规定。 

- G283.14 条，及各组特别规则关于安全油箱的所有规定。 

- 中汽摩联工作手册附件 1、2 中关于头盔、HANS、FHR 系统的规定。 

- 发动机进气限制器规格如下： 

T1 四驱组、T1 两驱组、公开组发动机进气限制器（mm） 

赛段的平均海拔高度 海 拔 ≤

1000m 

1000m＜海拔 

≤2000m 

2000m＜海拔 

赛段平均海拔示例地区  新疆，内蒙

古,云南昆明 

青海 

汽油 

改装发动机              32 

标准发动机（车辆符合 2018 年附件 J） 37 37  37 

标准 V8 引擎 4X2 驱动大于 5.4升排量的摇臂发动机 37.2 38 39 

标准 V8 引擎 4X4 驱动大于 5.4升排量的摇臂发动机 37 37 37 

柴油 

增压的改装发动机 35 

标准单增压发动机（车辆符合 2018 年附件 J）  39 

标准双增压发动机（车辆符合 2018 年附件 J） 

关于标准柴油增压发动机的说明： 

任何具备不少于单气缸的发动机需能够从一个以上的

压缩机里进气，尽管不是同时进气，也被视为双增压

级。 

增压发动机。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汽摩联保留对一台增压发动机是

否为单增压级或双增压级的最终裁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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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组、HT 公开组发动机进气限制器（mm） 

燃油类型 排量（CC） 自然吸气 涡轮增压（计算后） 

汽油发动机 ＜4000（含） 32 

4000-6000（含） 35 



＞6000 38 

柴油发动机 ＜5000（含）  39 

5000-6000（含）  43 

＞6000  46 

 

 

T4 组发动机进气限制器（mm） 

形式  最小内径 最大外径 

单增压发动机  74 80 

双增压（并列）发动机 标准 53（单个） 58（单个） 

 

 

T1（T1四驱组、T1 两驱组）、T2、公开组、HT公开组、T4组暂不执行以下规定： 

- G283.7.1.1 条，关于自动灭火器的规定。 

- T2 组 G284.6.1中关于禁止使用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的规定。 

- 2019越野拉力赛比赛通则中第 8.5.2条关于国际汽联种子车手使用进气限制器的规定。 

 

1.4、 车辆重量表： 

 

 

 

 

 

 

 

 

 

 

 

 

 

 

T1 组车辆必须遵循其对应的最低重量：(增压汽油、柴油发动机，汽缸容量乘以系数改为 1.7) 

 

 

T3 组发动机进气限制器（mm） 

燃油类型 自然吸气 涡轮增压 

汽油发动机 标准 25 

T1 组、公开组最小重量 

                          

发动机排量范围 

 

4x4 

                                                    

4X2 

 

cm³ cm³ 

 1600 含 1325 1055 

1600 2250 含 1400 1130 

2250 2750 含 1475 1205 

2750 3250 含 1550 1208 

3250 3750 含 1625 1355 

3750 4250 含 1700 1430 

4250 4750 含 1775 1505 

4750 5250 含 1850 1580 

5250 5750 含 1925 1655 

5750  2000 1730 



 

1.5、T3 组安全改装规则及相关注意事项 

- T3 组车辆接受俱乐部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 

- T3 组车辆必须进行赛前预车检，不符合相关规则规定或未通过预车检车辆不接受报名。

（赛前预车检联系人：中汽摩联技术代表 王涛：13910705453） 

- 临时进出口车辆国内厂商不能提供报名手续的，须提供外方改装机构相关改装认证及

注册手续经中汽摩联批准后方可报名，且出入境手续须经由中汽摩联统一办理。 

（1）、强制执行下列规则 

- G283 第三条 关于自动油路切断器、管路、燃油泵及电缆的规定。 

- G286 第四条 规定的最小重量修改为 800 千克。 

- G283 第七条 关于灭火系统及手动灭火器的规定。 

- G283 第十三条 关于总线路切断器的规定。 

- G283 第十四条 、G286 第一条关于安全油箱的规定。 

- G283 第十五条 关于防火保护的规定。 

- G283 第八条关于防滚架结构的规定。并对改装防滚架进行备案注册。 

- 针对 T3 发动机铅封，无论由于何等原因(损坏、检查、维修)解开铅封的行为视为更换

发动机，需要加罚时。 

（2）、赛事报名截止前对报名的车辆实行赛前预车检制度，申请预车检需要提交下列文件。 

- 车辆人员信息表 

- 防滚架改装备案注册表 

- 安全油箱及管路改装及认证备案表 

- 赛员安全装备备案表 

- 发动机铅封解决方案 

1.6、其他事项 

由于个别特殊赛段距离较长，强制要求各车型自身续航能力达到下列里程： 

- T1、T2、T3.1组、公开、HT公开组、T4、不少于 500 公里。 

2、两轮摩托车组、ATV 组、T3.2 组注意事项： 

- 考虑到比赛安全及各别特殊赛段距离较长，强制要求各车型自身续航能力不少于 250 

公里。 

- T3.2组在较长的特殊赛段中进行强制加油，加油时间计算在赛段用时之内。 

- T3.2组在行驶路线必须使用拖车运输。 

二、俱乐部杯、厂商队杯报名资格 

凡在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民事能力的法人单位可依照《中国汽车摩托

车运动联合会车队注册规定及车队执照申领办法》的规定首先申领并获得车队执照，然后报

名参加 T1四驱组、T1两驱组、公开组俱乐部杯。 

两轮摩托车组报名参加俱乐部杯比赛，须按原中国摩托车运动协会《车队注册管理办法》

进行注册，并持有车队比赛执照。 

报名参加俱乐部杯的 T1四驱组、T1两驱组、公开组、两轮摩托组车队由最少两辆，最

多三辆同一组别赛车组成。 



    报名参加厂商队杯的车队必须出具制造商的参赛授权书，T2.1、T2.2、T4组、新能源

组车队必须由该厂商生产的最少两辆赛车组成，最多三辆同一组别的赛车组成。（必须符合 

2019年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比赛规则的相关规定）。 

    报名参加两轮摩托车组厂商队杯的车队必须由该厂商生产的两辆以上、最多三辆的同级

别赛车组成。 

    允许参加队赛的车队使用外籍车组，每个车队可以报名一个有外援参与的车组，该车

组可获得本站车队积分，车组不占个人全年积分。 

 

三、奖项设置：奖金分配计划详见参赛指南二 

1、T1（T1四驱组、T1两驱组）、T2、公开组、HT公开组、T4组成绩 

   T3.2组只计算组别成绩。 

1.1、国家四驱组 

 

 

 

 

 

 

 

 

1.2、国家两驱组 

 

 

 

 

 

 

 

 

 

 

 

 

 

 

 

 

1.3、分组奖项 

名次 奖项 名次 奖项 

第一名 奖杯+奖金 第六名 奖杯+奖金 

第二名 奖杯+奖金 第七名 奖杯+奖金 

第三名 奖杯+奖金 第八名 奖杯+奖金 

第四名 奖杯+奖金 第九名 奖杯+奖金 

第五名 奖杯+奖金 第十名 奖杯+奖金 

名次 奖项 名次 奖项 

第一名 奖杯+奖金 第六名 奖杯+奖金 

第二名 奖杯+奖金 第七名 奖杯+奖金 

第三名 奖杯+奖金 第八名 奖杯+奖金 

第四名 奖杯+奖金 第九名 奖杯+奖金 

第五名 奖杯+奖金 第十名 奖杯+奖金 

T1 四驱组 奖项 T1 两驱组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第一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T2组、T3.1 组、T3.2组、公开组、HT公开组、T4组、新能源组 

 

 

 

 

 

注：各分组报名车辆未达到 5 辆（含）仅取第一名，超过 6 辆赛车报名取前三名 

 

3、俱乐部杯（T1四驱组、T1 两驱组、公开组） 

俱乐部杯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注：各分组报名车辆未达到 规定数量（含）仅取第一名 

T2.1 、T2.2 厂商队杯 

 

 

 

 

 

 

 

 

 

 

4、两轮摩托车组总成绩 

 

 

 

 

 

5、两轮摩托车组俱乐部杯/厂商队杯 

 

 

 

 

 

各分组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厂商队杯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T4 组厂商队杯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名次 奖项 名次 奖项 

第一名 奖杯+奖金 第四名 奖杯+奖金 

第二名 奖杯+奖金 第五名 奖杯+奖金 

第三名 奖杯+奖金 第六名 奖杯+奖金 

两轮摩托组俱乐部 奖项 两轮摩托组厂商队杯 奖项 

第一名 奖杯 第一名 奖杯 

第二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第三名 奖杯 



6、ATV组总成绩 

名次 奖项 

第一名 奖杯+奖金 

第二名 奖杯+奖金 

第三名 奖杯+奖金 

 

注：报名车辆未达到 5 辆（含）仅取第一名，超过 6 辆赛车报名取前三名 

7、巾帼杯 

巾帼杯 奖项 

全部 奖杯+奖金 

注：全部由女性组成的车组，完成全程比赛。 

 

四、报名方式：报名费用、报名表发至环塔公司 

1 、可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官方网（ www.autosports.org.cn ）、环塔拉力赛官方网 

(www.atr123.com)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电子邮件等发送形式报名。 

2、登录环塔拉力赛官方网站 www.atr123.com，点击车手车队报名页面，注册个人用户信息， 

点击选择组别，填写报名表，提交报名表，等待审核，审核通过，报名成功。 

3、传真报名：0991-3678775 

电子邮箱：atr123@atr123.com，119335401@qq.com 

电话：010-67134060、联系人：周青扬 

0991-3678775（环塔报名专线）联系人：包衍 

五、补充规则及各类服务信息将在近期上网公布 

 

 

2019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秘书处 

2019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