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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赛事介绍 

“战龙泉”跨界房车超级争霸赛，英文名称：Cross Touring Car Super Race of Champions ( CTRC)，

是成都赤晓汽车运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 2019 年，面向广大汽车运动爱好者正式推出的全年赛

事。赛事全年共设四站比赛，分别为 3 月、6 月、9 月、12 月（具体日期赛前公布），每站比赛

时间为周五、周六、周日共三天。 

年度分站 2019 年第一站 2019 年第二站 2019 年第三站 2019 年第四站 

比赛日期 3 月 22-24 日 6 月 28-30 日 9 月 12 月 

在赛制方面，赛会（成都赤晓汽车运动）依托“南山赛车场”软硬件配套设施，充分利用赛道

特点，精心设计出有别于传统房车赛的赛制，并推出“可变赛道”由车手投票决定每站比赛路线。

各组别参赛车手要经过排位赛、半决赛和决赛三轮比拼，才能最终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特别是

在赛制中增加了 Joker Lap（霸王圈/战术圈），同时在排位赛、半决赛、决赛中都设立了相应积

分，为车手和车队在战术运用上提供了更多的施展空间，让比赛更好玩、更有乐趣。 

比赛中，每个组别特意设立了冠军擂主挑战奖项，赛会在赛前预热和赛后的官方报道中，会

有对报名参与该挑战奖项的挑战车手所属车队及擂主进行报道，为车手和车队提供竞技乐趣的同

时，提供更多的展示露出机会。 

 

二、 分组规则 

 

三、 车辆硬件技术规则、安全规则、轮胎规则 

组别名称 分组 车辆硬件限制及安全要求 轮胎限制 
接受报名最大 

车辆数 

超级组 
A 组 改装无限制、防滚架、灭火器、车辆外部灯光正

常使用，FIA 有效期安全装备（赛服头盔）。 
无限制 

8 

B 组 8 

性能组 

A 组 保留原厂仪表、变速箱非序列式，车辆外部灯光

正常使用，四点安全带、允许可拆卸式防滚架，

FIA 安全装备（赛服头盔），合法行驶证。 

竞技类轮胎不

可使用。其他

轮胎无限制，

如：AD08、 

RS4、IE71、

595RS-R、

123RS 等。 

8 

B 组 8 

C 组 8 

原厂组 

A 组 硬件保持原厂状态，损耗件不限、外观装饰不限、

排气尾段不限、轮毂不限，四点安全带， 

FIA 安全装备（赛服头盔），合法行驶证。 

8 

B 组 8 

C 组 8 

分组规则 规则内容 参考值 

超级组 
A 组 涡轮增压车型、排气量无限制（或指定车型）； - 

B 组 自然吸气车型、排气量无限制（或指定车型）； - 

性能组 

原厂组 

A 组 
2700cc 排量以上自吸、增压和指定车型，包括：3.0、3.5、4.0、2.0T、2.3T、

2.5T、3.0T、K20、K24、B20、H22、1.3 转子等以上动力的车型； 
小于 8.0 

B 组 
2700cc 排量及以下自吸、增压和指定车型，包括：1.3T、1.4T、1.5T、1.6T、

1.8T、2.5、GK5、Swift、BRZ/86、B16、B18、4AGE、4G92、2ZZ 等动力的车型； 

10.5~8.0

及之间 

C 组 
2000cc 排量及以下自吸、增压和指定车型，包括：1.3、1.5、1.6、1.8、2.0、

1.0T、1.2T 等动力的车型； 
大于 10.5 

以上分组未提及到的个别车型和特殊车型，赛事组委会有权对参赛车辆进行分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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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赛制规则 

1. 赛前热身 FREE PRACTICE 

     赛前热身包括，主要是以熟悉赛道为主，所有参赛车辆必须参加。 

2. 排位赛 QUALIFYING 

排位赛采用在规定时间内各组别进入赛道做排位赛成绩，排位赛将进行 Q1、Q2

两个阶段（原厂组仅 Q1）， 各车手两个阶段的单圈最快成绩相加，作为排位赛最终成

绩进行排序，各车手获得相应的排位赛积分；如在排位赛只有一个阶段的有效成绩，

以有效成绩乘以 2 计算另一阶段的排位赛成绩。 

3. 半决赛 SEMI FINALS 

半决赛将采用静态（全体倒序）发车比赛，各组别按照规定圈数的比拼，规定圈

数中包括行驶规定次数的 Joker Lap（霸王圈/战术圈）。各组别参赛车手完成规定圈数

时的冲线名次，为该组别半决赛名次，完成半决赛的车手获得相应名次的积分，未完

赛车手则无积分。各参赛车手在排位赛、半决赛所获得的积分相加之和，作为决赛时

的发车顺序（若遇积分相同，以半决赛最快单圈成绩排序）。 

4. 决赛 FINAL 

决赛将采用静态（全体正序）发车比赛，各组别按照规定圈数进行比拼，规定圈

数中包括行驶规定次数的 Joker Lap（霸王圈/战术圈），各组别参赛车手完成规定圈数

时的冲线名次，为该组别决赛成绩名次，完成决赛的车手获得相应名次的积分，未完

赛车手则无积分。 

5. 各组别分组、比赛圈数、Joker Lap 圈数 

 

6. 各组别积分获取 

 

7. 其他规则内容 

详见各分站赛补充规则，包括补充规则、时间安排、违规处罚等内容。 

组别名称 
报名 

限量 
排位赛 

半决赛 

车辆数 

决赛 

车辆数 

比赛圈数（Joker Lap 圈数） 

SF FINAL 

超级组各组 8 Q1+Q2 8 8 15（3JL） 20（4JL） 

性能组各组 8 Q1+Q2 8 8 10（2JL） 15（3JL） 

原厂组各组 8 Q1 8 8 6（2JL） 8（2JL） 

组别积分 排位赛 QUALIFYING 半决赛 SEMI FINALS 决赛 FINAL 

超级组各组 30-25-20-16-12-8-4-0 40-35-30-25-20-15-10-5 40-35-30-25-20-15-10-5 

性能组各组 25-20-16-12-8-4-2-0 35-30-25-20-15-10-5-1 35-30-25-20-15-10-5-1 

原厂组各组 20-16-12-8-4-2-1-0 30-25-20-15-10-5-3-1 30-25-20-15-10-5-3-1 

分站积分，为参赛车手分站赛中排位赛积分、半决赛积分、决赛成绩积分相加总和。 

年度积分，为参赛车手各分站赛排位赛积分、半决赛积分、决赛成绩积分相加总和。 

车队积分，为该车队所属参赛车手所获得的所有积分相加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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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奖项设置 

分站奖项及奖励 

车手奖（分站） 奖励规则 奖金（元） 

超级组（A、B 组） 超级组各组别决赛冠亚季军（奖杯+奖金） 3500、2500、1500 

性能组（A、B、C 组） 性能组各组别决赛冠亚季军（奖杯+奖金） 2500、1800、1000 

原厂组（A、B、C 组） 原厂组各组别决赛冠亚季军（奖杯+奖金） 1500、1000、500 

巾帼英雄奖 
所有女车手独立奖项，各阶段积分之和排名，冠亚季军，

奖杯+奖金。若遇积分并列奖金平分、奖杯补发。 
800、600、400 

最佳进取奖 
各组别独立奖项，各组别仅 1 名（排位赛积分、半决赛积

分相加之和积分最高者），奖杯+奖品。 
无 

冠军擂主挑战奖 各组别独立奖项，仅产生一名谁成功谁获奖，奖杯（大奖

杯流动、小奖杯保留）+奖品。 
无 

冠军擂主守擂奖 

注：如各组别参赛车辆数小于等于 4 台车，该组别冠亚季军奖项奖金减半。 

车队战队奖（分站） 奖励规则 奖金（元） 

车队战队分站奖 
所有车队战队分站获得积分排名前 3 名，冠亚季军， 

奖杯+奖金，若遇车队积分并列奖金平分、奖杯补发。 
4000、3000、2000 

注：如注册车队数小于等于 8 支，车队分站冠亚季军奖项奖金减半。 

 

年度奖项及奖励 

车手奖（年度） 奖励规则 奖金（元） 

超级组（A+B 组） 
车手积分年度排名，超级组冠亚季军（奖杯+奖金）， 

若遇积分并列奖金平分、奖杯补发。 
5000、3800、2500 

性能组（A+B+C 组） 
车手积分年度排名，性能组冠亚季军（奖杯+奖金）， 

若遇积分并列奖金平分、奖杯补发。 
4000、2800、1500 

原厂组（A+B+C 组） 
车手积分年度排名，原厂组冠亚季军（奖杯+奖金）， 

若遇积分并列奖金平分、奖杯补发。 
2500、1500、1000 

巾帼英雄奖 
所有女车手年度奖项，该奖项年度积分排名冠亚季军， 

奖杯+奖金，若遇积分并列奖金平分、奖杯补发。 
1500、1000、800 

最佳进取奖 
各组别独立奖项仅 1 名，该奖项年度积分排名， 

奖杯+奖品。 
无 

冠军擂主挑战奖 各组别仅产生一位，各分站成功者的积分合计最多者（奖

杯+奖金），共 8 位。 
1000 

冠军擂主守擂奖 

车队战队奖（年度） 奖励规则 奖金（元） 

车队战队年度奖 
车队战队年度获得积分最高前 3 名（奖杯+奖金）， 

若遇车队积分并列奖金平分、奖杯补发。 
8000、60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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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参赛报名资格及报名费 

 参赛报名资格： 

赛事本着推动地方汽车赛事、汽车运动文化的发展，参赛报名车手不限国际、不

限性别（鼓励女车手参与）、年龄 20 周岁以上，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

以及“汽车比赛执照”，具体要求如下： 

参赛组别 参赛者需持有的证件及执照 其他 

超级组 
中汽摩联“汽车比赛执照”（有效期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领证满 2 年） 
不限国际、 

不限性别（鼓励女车

手参与）、年龄 20 周

岁以上。 

性能组 
中汽摩联或四川省汽摩协“汽车比赛执照”（有效期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领证满 2 年） 

原厂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领证满 2 年） 

 注册车队车手单站参赛报名费： 

超级组 2200 元/车、性能组 1500 元/车、原厂组 1000 元/车； 

 外卡车手单站参赛报名费： 

超级组 2800 元/车、性能组 2000 元/车、原厂组 1500 元/车； 

 报名费不含赛道保险、不含车辆运输等其他服务费，计时块押金 500 元/车，赛道保险

35 元/人/天； 

 注册车队车手单站参赛报名费，2019 赛季享受 8 折优惠，明细如下： 

超级组 A/B 组：1760 元/车/分站； 

性能组 A/B/C 组：1200 元/车/分站； 

原厂组 A/B/C 组：800 元/车/分站。 

 

七、 参赛车手保险 

参与比赛的所有参赛车手，比赛期间每天必须购买由赛事方推荐的意外伤害保险（三

天），投保保险具体内容如下： 

 承保单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平安极限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责任名称及保额（每人/份）： 

 意外和疾病住院津贴：18000 元 

 救护车车费保险金：1000 元 

 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600000 元 

 意外伤害医疗：80000 元 

 

八、 赛事商业赞助及商业活动 

赛事面向社会各界商家，诚招赛事商业赞助及商业活动，欢迎索取《赛事招商手册》。 

 

九、 赛事联络 

赛事负责人：周子炜 186 0000 3933 

报名联络人：吕斯浪 189 8078 2320 

 

 

“战龙泉”跨界房车超级争霸赛·赛事组委会 

2019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