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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汽车越野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 

车辆分级和定义(G281) 
 

第一条：分级 

1.1 类别和分组 

用于越野拉力赛的车辆将按被分成以下类别和组别 

类别Ⅰ：- T2组：量产越野车 

类别Ⅱ：- T1组：改装越野车 

- T3组：改进的原型轻量越野车 

- T4组：改进的量产轻型越野车 

类别Ⅲ：- T5组：越野卡车 

1.2车辆排量级别 

根据排量车辆将被分为如下级别： 

1. 500 cm
3
及以下 

2. 500 cm
3
-600 cm

3
（含） 

3. 600 cm
3
-700 cm

3
（含） 

4. 700 cm
3
-850 cm

3
（含） 

5. 850 cm
3
-1000 cm

3
（含） 

6. 1000 cm
3
-1150 cm

3
（含） 

7. 1150 cm
3
-1400 cm

3
（含） 

8. 1400 cm
3
-1600 cm

3
（含） 

9. 1600 cm
3
-2000 cm

3
（含） 

10. 2000 cm
3
-2500 cm

3
（含） 

11. 2500 cm
3
-3000 cm

3
（含） 

12. 3000 cm
3
-3500 cm

3
（含） 

13. 3500 cm
3
-4000 cm

3
（含） 

14. 4000 cm
3
-4500 cm

3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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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500 cm
3
-5000 cm

3
（含） 

16. 5000 cm
3
-5500 cm

3
（含） 

17. 5500 cm
3
-6000 cm

3
（含） 

18. 6000 cm
3
以上 

除非 FIA 针对某些类别赛事的特别条款中有其它说明，不限制

组织者将上述所有分级均列入补充规则中，此外，根据赛事的具体

情况，组织者可以将上述分级中两个或多个连续的分级合并为一个

级别。所有级别不可以再进行细分。 

第二条：定义 

2.1 通用条件 

2.1.1) 量产车（类别 I）： 

经厂家确认的在特定时间内生产的达到一定数量的同一种车辆

产品，且该产品最终用于向公众正常销售。 

车辆必须根据注册车型表出售。 

这些车辆最多有 6个轮子并最少 4 个驱动轮。 

2.1.2) 竞赛车辆（类别 II） 

仅为比赛用途制造的每辆赛车。 

2.1.3) 卡车（类别Ⅲ） 

毛重超过 3500公斤，最多有 8个轮子并最少有 4个驱动轮的车

辆将被视为卡车。 

2.1.4) 机械部件 

所有必要的为保证车辆推进、支撑悬挂、转向和刹车的所有附

件，不论是可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必须是保证车辆的正常

功能的。 

2.1.5) 同种车辆 

车辆属于同样的产品系列，并有相同的机械部件和相同的底盘

（底盘可以是与车身为一体的承载式设计） 

2.1.6) 汽车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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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属于有详细描述和车身外部轮廓尺寸可以区别的清晰的产

品系列，以及发动机，发动机到轮胎的传动系统有同样的机械构造，

有相同的轮距和同样发动机的排量。 

2.1.7) 正常销售 

意指通过生产厂商的正常的商业渠道将车辆分销到购买者手

中。 

2.1.8) 注册 

由 FIA 做出的官方证明，证明某一车型的汽车或卡车是按量产

车的定义生产并达到最低产量标准，注册的目的是评判按规则定义

的量产越野车（T2）或量产卡车（T5）的成绩。  

注册申请应由汽车制造国的 ASN 向 FIA 提出申请，并填写注册

申请表。 

注册表应根据 FIA“注册规则”的规定填写。 

量产车注册在量产车型停产之日起 7 年后失效（停产指量产车

低于其最低产量的 10%）。 

2.1.9) 注册表 

所有被 FIA 注册的汽车或卡车将取决于一种被称为注册表格的

描述性表格，表中将登记所有能够描述这一车型的所有数据。 

该注册表将定义车辆所属的系列。 

依照参赛者的参赛组别，该组别的改装限度列在《总则》附件J

中。 

组织者可以要求在车检和/或比赛开始时出示注册表，否则组织

者有权拒绝报名人报名参赛。 

注册表必须打印： 

- 打印在含有 FIA 盖章或 FIA水印的纸张上。 

- 或打印在含有与厂商同一国籍的 ASN印章或水印的纸张上。 

如果注册表生效的日期正好在比赛期间，该注册表将在整个比

赛期间有效。 

如果车检人员对某一型号的汽车或卡车检验后，发现与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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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数据不符，则车检人员应参考经销商使用的维护手册或列有所有

零部件的总目录。 

如果缺乏足够精确的文件，车检人员可以通过对比特许经销商

的相同部件或同一车型的量产车进行直接车检。 

参赛者自身负责从 ASN获得与其赛车相关的注册表。 

描述：注册表将分解成以下几个部分： 

1) 描述基本车型的基本表格。  

2) 在后续阶段，一些描述“注册扩展”的附加表格，“注册扩

展”可以是“变种车型”，或“勘误表”，或“升级车型”。 

a 变种（VF、VP、VO） 

这可能是供应商变种（VF）（两个供应商提供相同的部件给制

造者并且客户没有选择的可能），或可能是产品变种（VP）（按经

销商要求制作的且可以从经销商处得到），或可选变种（VO）（按

具体需求供应）。 

b 勘误（ER） 

替换或删除表格中先前不正确的信息。 

c 类型升级(ET) 

不断对基础车型进行标志性的改装（原型车彻底停止生产）。 

使用： 

1) 变种（VF、VO） 

参赛者可以使用任何变种车型或任何变种的零部件，只要车辆

所有的技术数据均与注册表相符，或《总则》附件 J直接允许的。 

举例来说，当安装某个变种注册表中描述的刹车卡钳时，只有

刹车管的内径等数据已经标示在该车型的注册表时方可更换。 

2) 类型升级 (ET) 

车辆必须遵守某一特定阶段的升级（与车辆出厂日期无关），

因此每一个升级必须全部使用或完全不使用。 

除此之外，从某个参赛者选择一个特定的类型升级开始，所有

先前的升级都将允许使用，除非它们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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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两个刹车升级先后发生，只有与车辆升级阶段

日期相符的升级方能使用。 

2.1.10）材料－定义 

 

X合金（如镍合金） 

X应为合金中含量最高的物质，含量为 w/w%。 X元素的质量在

合金中所占的最小比例应大于合金中所有其他元素总和的最大比

例。 

X－Y合金（如铝－铜合金） 

X应为合金中含量最高的元素。 

除 X元素之外，Y元素应为合金中含量第二高的元素（m/m%）。 

X 元素和 Y 元素的质量之和在合金中可能所占的最小比例应大

于合金中所有其他元素之和的可能最大比例。 

金属间材料（如钛铝合金、镍铝合金、铁铝合金、铜金合金、

镍铜合金） 

金属间材料的基物为金属间化合物，即金属间化合物在材料基

质中所占比例超过 50%v/v。 

金属间化合物是一种由两种或多种金属组成的固溶体，在与化

学计量比相近的成分的窄光谱中呈现部分离子键或共价键，或者光

谱范围较大的金属键。 

合成材料 

合成材料是由多种特性不同的成分组成的材料。合成材料具有

的属性是其成分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 

更确切地说，合成材料是通过连续相或非连续相使基体材料的

特性得到加强的材料。 

基体可以是金属物质、陶瓷物质、聚合物或以玻璃物质为基础

的物质。 

如果是长纤维，则强化效果一直持续；如果是短纤维、晶须或

微粒，强化效果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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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基复合材料（CMM） 

金属基复合材料有超过 2% v/v 的相不能溶解在金属基的液相

中。 

其中这 2% v/v应理解为： “在基体液相的最低温度下”。 

陶瓷材料（如氧化铝陶瓷、碳化硅、碳化硼、硅化钛、二氧化

硅和氮化硅等） 

陶瓷材料是一种无机非金属材料，由一种金属和一种非金属构

成。 

陶瓷材料可能是晶体结构，或者部分为晶体结构。 

陶瓷材料是由熔体冷却，固化形成的，或者在热的作用下，同

时或者分别对熔体进行锻造和变形，从而形成陶瓷材料。 

 

2.2 尺寸 

从上方看车辆的周边： 

当车辆停放在比赛发车线上时。（适用于 T1、T2、T3和 T4） 

2.3 发动机 

2.3.1) 汽缸排量 

体积 V 等于汽缸数乘以汽缸中活塞从上止点到下止点运动的冲

程距离 

V＝0.7854×b
2
×s×n 

其中：b=缸径，s=冲程距离，n=汽缸数量 

2.3.2) 增压 

任何增加燃烧室中油气混合体压力的方法（超过由正常气压产

生的压力，在进气和/或排气系统中产生冲压效应和动力效应）。 

压力之下的燃油喷射不视为增压（见通则第 3.1条）。 

2.3.3) 汽缸体 

曲轴箱和所有汽缸 

2.3.4) 进气歧管 

- 在化油器进气系统中，从化油器收集空气/汽油混合气部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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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汽缸盖进气口之间的部件。 

- 在缸内喷射系统中，位于调节缸内空气装置的气阀和缸盖进

气口之间的部份。 

- 在柴油发动机系统中，从空滤出口到汽缸盖进气口之间的部

分。 

在增压柴油发动机系统中，最后一个热交换器出口到气缸进气

口之间的部分。 

2.3.5) 排气歧管 

收集汽缸盖和用于隔离排气系统其他部分的第一个分离垫圈之

间气体的部件。 

2.3.6) 带有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排气系统始于涡轮增压器之

后。 

2.3.7) 油底壳 

如果不包括任何曲轴油封，该部件固定在汽缸体下面，用于收

集和控制发动机中的润滑油。 

2.3.8) 冷却器 

在两种液体之间转换热能的机械部件。 

对于特别的交换冷却器来说，第一名称液体是要被冷却的液体，

第二名称液体是用来冷却的液体。举例来说，油水冷却器（油是通

过水来冷却的）。 

2.3.9) 散热器 

这是一种特别的冷却器，使用空气来冷却液体。液体/空气冷却

器。 

2.3.10) 增压中冷器 

属于冷却器，位置在发动机和压缩机之间，使被压缩的空气用

液体冷却。空气/液体交换器。 

2.4 行驶装置 

是指汽车整体或部分悬挂与车体组成部件。 

2.4.1) 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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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和轮圈；整个车轮包括：轮毂，轮圈和轮胎。 

2.4.2) 刹车系统的摩擦表面 

当车轮旋转时，轮毂内衬的摩擦表面，或盘式刹车的两个衬片

表面。 

2.4.3) 麦弗逊式悬挂 

通过伸缩压杆实现的悬挂系统，而没有必要用弹簧及阻尼实现，

与短轴形成一体，上端单一的支点固定在车身或底盘上。其末端通

过叉骨结构在纵向和横向产生扭动，或通过止推杆或限位棒在单一

横面连接起纵向运动。 

2.4.4) 闭路电子控制系统 

电子控制系统通过阀体（控制变量）产生连续不断的监控，反

馈的信号与设计值（参考变量）进行比较，系统根据比较结果自动

调整。 

2.5 底盘－车身 

2.5.1) 底盘 

装配有机械部件的汽车整体结构，以及车体上任何称之为结构

的任何结构性部件。 

2.5.2) 车身 

- 外部：所有下面有空气流过的汽车悬浮部分。 

- 内部：驾驶室及连接处。 

车体分成以下几种： 

1) 全封闭车体。 

2) 全开放车体。 

3) 可以敞蓬的车体，带有可拆卸车顶或刚性材料制造的硬顶。 

4) 卡车车体：包括驾驶室和载重车体。 

2.5.3) 座椅 

组成座垫和靠背的两个面。 

椅座或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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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坐着的人的脊柱底部至顶部之间的表面。 

座垫： 

正常坐着的人的脊柱底部和前方之间的表面。 

2.5.4) 车内行李厢 

任何区别于驾驶室和发动机舱的车辆内部空间。 

该空间在长度上受到车辆主体结构和最大向后倾斜 15 度角的

座椅后方的限制。 

该空间在高度上受到车辆主体结构和穿过风挡最低点的水平面

的限制。 

2.5.5) 载货舱 

卡车车体的一部分，分配用来装载货物。 

它可以使用可变形材料或坚硬材料制造，可以从多处打开。 

2.5.6) 驾驶室 

容纳驾驶员和乘员的车体内部空间。 

2.5.7) 机舱盖 

车体的外部件，打开用来接触发动机。 

2.5.8）挡泥板 

汽车： 

挡泥板定义为图 251-1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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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挡泥板： 

这一区域定义为标准车辆（C1/C1）整个轮子的表面内侧，侧窗

（A/A）的下沿以及前门（B1/B1）的前沿所包含的区域。 

后挡泥板： 

这一区域定义为标准车辆（C2/C2）整个轮子的表面内侧，侧面

窗（A/A）的下沿以及后门（B2/B2）的后沿所包含的区域。 

卡车： 

前挡泥板： 

这一区域定义为整个轮胎表面内侧，车体延伸到前保险杠上沿

前部的一部分，以及前保险杠后部同样水平的部分。 

挡泥板不包括辅助挡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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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挡泥板： 

这一区域定义为整个轮胎表面内侧，在垂直轴上两侧只是能罩

住轮胎上面 60度的区域。 

上水平部分可能在车体承载轴承的底部。 

发光闪亮部分不属于挡泥板范围。 

2.5.9）发动机舱 

定义：由底盘即翼子板所围成能够直接把发动机表面罩住的结

构空间为发动机舱。传动系统通道不算发动机舱。 

2.5.10）车壳 

组成车身部件的结构并有底盘的功能。 

2.5.11）车前防撞架 

用于保护车头、前灯和散热器的部件。 

2.5.12）主体结构： 

- FIA 注册车型 

空间包含车体内部以及位于： 

- 前突出部分，不超越车身侧面部件的最外侧及主体基础构架

或底盘的横梁部分。 

- 纵向延展的底部，不超越并位于车架的车体基础部件或底盘

构架之上。 

- 纵向延展的上部，低于基础构架或车体，不包括车身连接部

分、卡车后挡板或车门。 

- 非注册车型车辆： 

空间包括在车体内部及位于： 

- 在垂直方向延展，长度上在水平的轮胎外缘之间，宽度上在

水平的轮胎中心线之间，误差允许 3%，也可以说在水平上的车架或

底盘车架，管状结构及半管状结构。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最大宽度将定义为覆盖于悬挂支撑上面的

结构部件的垂直延展。 

- 在纵向延展部分，这部分空间将定义为覆盖于悬挂支撑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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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部件的低端部分，它的上部部分，在前端，平面上是前安全防

滚架的最高点，以及连接悬挂支撑结构件的最高点，或者前轮上沿

的高点。 

对于后部，它被定义为主体安全防滚架的平面最高点，以及连

接悬挂支撑结构件的最高点，或者后轮的上沿的高点。 

在主体和前部的安全防滚架之间，应使用连接它们上部的平面

来定义。 

2.5.13）百叶窗 

由方向性的横条组成的可以在背后隐藏一个物体并可以使空

气通过的机构。 

2.6）电器系统 

前灯：集中发出一个向前并深远的光束。 

2.7）燃料箱 

任何装载可以通过管路向主油箱或发动机供应燃料的容器。 

2.8）自动变速器 

- 这是由液力扭矩转换器、带有离合器片和刹车片的圆齿轮、

有一定数量的减速齿轮和齿轮变换控制的箱体组成。 

齿轮变换可以自动实现，而不需要切开发动机与齿轮箱的连接，

也不必要中断发动机扭矩的输出。 

- 可以连续可变传输的变速器被认为是具有无限减速比特性的

自动变速器。 

第 3条 有关电驱动车辆的具体定义 

 见第 251－3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