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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汽车越野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 

改装车（T1）组特别规则(G285) 

 

* 本规则翻译自国际汽联技术规则，仅供参考，具体实施办法

以分站赛补充规则为准。 

配备有 4 到 8 个轮胎、机械驱动、单个引擎的陆地车辆。由自

身动力驱动，驱动和转向装置由各车辆上驾驶员操控。(超过 4个轮

子的车,需得到中国汽联的批准)。 

这些车辆可以是单独制造而成，但其必须在举办国注册，且灯

光系统必须符合《国际道路交通公约》的要求。  

四轮驱动车辆在下文中缩写为 4×4，两轮驱动车辆缩写为 4×2。 

4×4车辆必须至少有 2个座椅。 

汽车厂牌： 

汽车厂牌代表的是整辆车。 

当汽车厂商安装一部并非自产的发动机时，该车辆将被认定为

改装车，并且发动机厂商的名称应当与汽车厂商的名称联合出现。 

汽车厂商的名字必须永远出现在发动机厂商名称的前面。 

如果改装车获奖，奖项将授予汽车厂商。 

第一条：责任 

T1 组车辆必须遵守通则并符合 2020 年汽车越野拉力赛赛车改

装通则（G282）和 2020 年汽车越野拉力赛安全装备和改装(G283)

中分别定义的安全装备要求。 

任何装载油料或燃料的容器必须安装在车辆的主要构架内。 

只允许使用符合 FT3-1999，FT3.5-1999 或 FT5-1999标准的油

箱 

油箱必须安装在主后防滚架的后面（参考 28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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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箱的任何部分与参考平面的距离不得低于 40mm。 

参考平面：位于油箱投影下方最低那根管的底部（图 285-1） 

对于 4×2车辆，允许安装多个油箱，且这些油箱可以从以座椅

安装点为基准水平面的下方向前延伸，油箱最前沿距离前车轴的中

心线不得低于 1100mm。 

所有车辆必须安装一个屏蔽（最小厚度 6mm 铝合金或钢制成）

安装在油箱下但最多不能高于基准平面 200mm。 

最多允许有 2个吸入点，吸油泵的压力不能超过 1帕。 

最多允许有 2个出油点。 

油箱外部最大的燃油容量为 6升。 

第二条：底盘和防滚架 

允许使用铁基金属管状结构底盘。 

构成底盘结构的钢管的管壁厚度至少为 1.5mm。 

所有按第 283-8.3.1 条（图例 253-1，253-2，253-3）定义的

防滚架的钢管必须至少具有 50×2mm (2.0''x0.083'')或 45×2.5mm 

(1.75'' x 0.095'')的截面。 

主后防滚架固定点的位置距后轮中心线不得超过 980mm（4X2为

1150mm）(见图 285-1)。 

如果防滚架结构有第二根防侧翻的主杠(见文 283.3.2.3 和图

283-3)，第二根主杠为测量参考点。 

必须安装防撞缓冲块。 

方向盘上必须覆盖至少 20000mm
2
的保护材料，材质为

60-240g/m
2
，厚度至少为 40mm，用来保护车手的脸部。 

车手座椅的正后方必须有保护结构，该结构应宽于车手的双肩，

并在车手正常系好安全带坐在车内时高于双肩。 

第三条：车身 

3.1 外部 

底盘必须符合下列两种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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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个年产量超过 1000辆车型的底盘（或无大梁结构车身）

演变而来（需要中国汽联批准）。 

在此情况下，该底盘（或无大梁结构车身）和车体只能按照第

3.2.2、3.2.4和 5.1.2条的规定进行改装。 

- 或者是钢管结构底盘。 

风挡玻璃是选装的。 

如果装有风挡，不论其形状和表面如何，都必须使用多层叠压

玻璃制造。 

如果前风档是胶粘的，必须确保驾驶舱内人员能不借助工具摘

除前车门或前车门玻璃。 

车身的所有零件必须仔细和完整地安装好，不能有临时的部件

和尖角。 

车身不能有尖锐的边缘或者点。 

每辆车的车体必须使用坚硬的不透明的材料制成，并至少向上

延伸至方向盘中心上方，且距车手座椅平面不得低于 420mm，同时，

车身必须提供防止飞溅石头的保护。 

从垂直角度看，车体必须罩住车轮上方至少 120度的范围，（从

侧面看，位于轮轴的上方），且从上向下看时，不能看见任何机械

部件，包括车身的固定点和附件（见图例 285-1），但不包括减震

器、冷却器、风扇和备胎。  

车体后部至少延展到轮圈的上边沿。 

所有的车身零件或者空气动力学件必须牢固地安装在车身上

（底盘和车身总成），不能有任何程度的自由性，当车在移动中，

这些部件必须安全地固定并保持与其它部件的相对稳定。 

车辆必须安装两个后视镜，车身每侧一个，用来为车手提供足

够的后视功能。 

每个后视镜的最小面积为 120cm
2
。 

车检人员必须通过实际操作，确认当车手正常坐在车内时，能

清楚地看见尾随的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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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后视镜的效果，车检人员将要求车手辨认按如下方式摆

放在车辆后方的 150mm 高或 100mm宽的字母或数字： 

- 高度：离地 40-100cm 

- 宽度：距离车身中心线一侧 2m 

- 位置：距离后轴中心线之后 10m 

一个不能移动的后视摄像头是允许的。 

3.2 最大尺寸 

3.2.1 宽度 

- 对于 4×4 车辆来说，车身的最大宽度为 2000mm（不包括后

视镜）。 

- 对于 4×2 车辆来说，车身的最大宽度为 2200mm（不包括后

视境）。 

3.2.2高度（仅限 4×4） 

最小 1平方米（1m x 1m）车顶距底盘参照面的垂直距离至少应

为 1410mm（见图例 285-1）。 

3.2.3 前悬 

前悬不得低于 660mm（见图例 285-1）。 

从垂直角度看，660mm 的长度应至少保持在车身中心线左右共

计 500mm（每侧 250mm）的范围内。 

前悬长度的测量必须从位于前轴中心线上的参考点算起，直至

车身的坚硬部件。 

3.2.4 轴距 

如果底盘（或无大梁结构车身）是从年产量超过 1000辆的车型

演变而来（见第 3.1条），必须保持原有的轴距或改为不低于 2900mm。 

对于管状结构底盘，轴距： 

- 对于 4×4，必须为 2900mm+/-60mm（见图例 285-1） 

- 对于有前后刚性车桥的 4×4以及 4×2，轴距不受限制. 

3.3 内部 

踏板轴中心线必须置于前轮轴心线之后或者至少是同一垂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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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车体的设计必须确保车手和可能存在的领航员的舒适性和安全

性。 

车体的任何部件都不能出现尖锐的边缘或者尖锐的点。 

不能有机械部件伸入驾驶舱内部。 

驾驶舱的防水壁上允许留有观察窗口。 

除室内空气滤清器、空调系统和为乘客提供冷却功能用的管道

外，其它机械部件既不能安装也不能拆除。 

观察窗口最大总面积限制在 750cm
2
（室内空气滤清器、空调系

统和为乘客提供冷却功能用的管道的观察窗口不在之列）。 

驾驶舱必须防水和防火 

任何存在风险的设备都要有保护措施且不允许安装在驾驶室

内。 

车辆必须有侧面的开口，以保证车手或可能存在的领航员从驾

驶舱内出来。 

侧面开口的尺寸必须确保能进出 500mm 宽×500mm 高的矩形物

体，从垂直角度测量，侧面开口的每个角可以被改造成半径不超过

150mm的弧形。 

任何有窗的车门必须有一个从水平边长至少为 400mm 的平行四

边形的开口，用透明材料制造。 

车窗顶部距离平行四边形开口的水平边的垂直距离至少应为

250mm。 

平行四边形开口的每个角可以改造成半径不超过 50mm的弧形。

应沿着弧形的弦测量直径。 

没有侧窗的车门必须根据 G283-11的规定安装侧防护网。 

驾驶室的设计必须能够让一名乘员可以在驾驶舱内正常位置离

开汽车时，从离他（她）最近这一侧车门用时在７秒内，从另一侧

车门用时在 9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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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测试必须是在乘员穿着正常的装备、安全带系紧、方向盘

在最不方便的位置、并且车门是关闭的情况下进行。 

所有乘员都必须重复这些测试。 

- 对于单座车和双座车均适用： 

取驾驶舱地板（B柱底部向前 300mm）上的一点，其与两个主防

滚杠（前杠和主杠）连接线之间的防滚架最低垂直高度为 1050mm（见

图例 285-1）。 

搁脚空间的宽度至少应为 250mm，该宽度至少应保持至 250mm

的高度（自踏板上方分别从水平方向和与底盘纵向轴心线的垂直方

向算起） 

- 单座车 

安装座椅的位置必须至少为 450mm 宽，且该宽度应保持至座椅

的深度。 

- 双座车 

每个座椅的安装位置至少为 450mm 宽，且该宽度应保持至座椅

的深度。 

两个座椅纵向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 600mm。 

如果两个座椅的中心线不平行，测量时应从每个座椅的凹处开

始算起。 

前排座椅最小内部宽度须为 1130mm（对于 4×2，该数值为

975mm），这一数值在纵向上应保持 400mm。应确保 1130×400mm（对

于 4×2，该数值为 975×400mm）的矩形物体能放入防滚架并置于车

手和领航员的头部上方。 

第四条：最低重量 

4.1  

根据发动机的排量和第282-3.2条，车辆必须遵循其对应的最低重

量：(增压柴油发动机，汽缸容量乘以系数改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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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上限重是指赛车在赛事中任何时间放空油箱，附带两条

备胎的重量。 

发动机冷却液、润滑油以及制动液等必须保持在正常水平。 

必须将消耗性液体的容器排空，并且下列物体必须移至车外： 

- 乘员及其装备和行李； 

- 随车工具、千斤以及备件； 

- 救生装备； 

- 食物和饮料； 

- 其它等等 

如果装有完整的不同尺寸前后轮胎的 4×2 车辆上带有三个备

胎，可以带有三个备胎称重。 

允许在车上安装一个或几个结实的整体配重以达到规定重量，

配重应使用工具固定并能够被铅封，并放置在驾驶舱地板上以便车

检人员能够看见并签封。 

第五条：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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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总述 

见文件 G282-3。 

增压的汽油发动机可以使用。 

增压柴油发动机，汽缸容量乘以系数改为 1.7。 

5.1.1 类型 

发动机必须： 

a. 要么是从能够在 N组、GT 组（2012GT注册规则）或 T2组注

册*的车辆的发动机演变而来。 

* 车辆是注册的但不强制要求这款车仍在生产。。 

飞轮不受限制。 

如果保持原有的工作原理，皮带（链条）和皮带轮（小齿轮）

不受限制。 

如果改装后的气门室盖重量不小于原装量产的气门室盖的重

量，则不受限制。 

可以更换或增加油门拉线，无论它是否来自制造商。 

 点火器 

 转速控制器、高压电缆以及火花塞的品牌和类型不做规定。 

 对控制单元以及与点火器有关的电控单元的部件不做任何的规

定。 

 化油器 

 必须保持原装的喷射系统。 

 只要不影响进气量，可以改装化油器上能控制进入燃烧室的汽

油量的部件。  

 喷射系统 

 必须保持原装的系统。 

 只要不影响进气量，可以改装气流测量装置后面的喷射系统零

件（控制进入燃烧室的汽油量），但是不能不安装该零件。 

 喷射电控单元不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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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改装或更换喷油嘴，改变喷油嘴的流量，但喷油嘴的工作

原理和固定方式不能发生变化。 

 可以更换喷油器轨道，更换的喷油器轨道的设计不做规定，但

是轨道必须有螺纹接头，连接管路和燃油压力调节器，条件是喷油

嘴的固定方式和原来的固定方式相同。 

 配电 

 对弹簧和阀门之间的间隙不做任何的规定，但凸轮轴（包括凸

轮的轮廓）必须属于同一系列。 

 油泵 

 油泵的数量和工作原理不做任何的规定。 

 巡航速度控制器 

 可以切断这种控制器。 

 空调 

 可以拆除空调系统。 

 关于下列配件 

 交流发电机、起动机、空调压缩机、空气压缩机、水泵、油泵、

燃料泵以及液压泵。 

 

 除第 285-5.2 条提到的部件以外，其余的部件均需来自注册的

汽车发动机（详见以上内容）或者商品清单，并且可以在市场上买

到。 

 除了需位于发动机舱和/或汽车的主要结构内，这些部件的位置

和数量不做规定。 

 其驱动系统不做规定。 

 允许对配件进行局部的加工和/或焊接，以便安装和/或运行。

对于自然吸气发动机： 

发动机缸体： 

为安装变速箱，以及其他配套设备（比如发动机安装、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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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等），允许在发动机组的位置上进行加工和/或焊接。 

缸盖： 

缸盖必须保持原装。 

只允许对汽缸盖的外部进行机械加工和额外的焊接。 

外部部分是指不接触油料、发动机润滑，发动机冷液，进气和

排气的各种表面位置。 

可变气门正时系统 

如果原车安装了机械可变气门、可变正时系统可以移除。 

链条盖、进气歧管、排气歧管、发动机线束不限。 

对于增压柴油发动机： 

发动机缸体 

为安装变速箱，以及其他配套设备（比如发动机安装、发电机

安装等），允许在发动机组的位置上进行加工和/或焊接。 

活塞： 

必须保持原装。 

连杆 

必须保持原装，轴瓦不限。 

缸盖： 

缸盖必须保持原装。 

只允许对汽缸盖的外部进行机械加工和额外的焊接。 

外部部分是指不接触油料、发动机润滑，发动机冷液，进气和排气

的各种表面位置。 

     链条盖进气歧管不限。 

    歧管内部容积最大为5升。 

排气歧管和涡轮增压器 

单一增压和双增压系统排气歧管不限。 

涡轮增压及其控制系统（旁通阀或其它）可由一个或者两个增

压器进行替换，但必须来自同一车型并在 A 组 GT（2012GT）或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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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注册。 

执行器及系统控制杆不限。 

为了安装空气导管，允许对涡轮增压罩进行局部加工。 

微粒过滤器： 

禁止使用。 

散热器 

来自以下条件的散热器可以使用。 

-必须来自制造商生产超过 2500 辆次的车型。 

- 如果只是为了适应车辆布线，允许修改新散热器的进气和排

气。涡轮/散热器和散热器/发动机空气道导管不限：最大内经为

80mm。 

空气导管不受限制，但限制器和节气门之间最大内部容积不得

超过 15升。 

汽/水型散热器参考规则 281-2.3.8和 2.3.9 。 

散热器内冷却液不限，这些冷却液只能用于为发动机机械部分

散热。 

节温器不限并可以拆除。 

可以增加一个风扇。 

可以为散热器安装更多的风扇但安装位置不能连续且必须为电

控。 

水泵： 

轴密封件可以更换。 

发动机线束不限。 

b. 或者是标称排量最大为 3000cm
3
的自由设计的增压柴油发动

机。 

发动机和配置不受限制。 

最大标称排量不超过 3000c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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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泵和喷油器之间的最大压力限制在 2000帕。增压级数不能超

过 2级。 

进气系统 

禁止使用可变进气系统。 

所谓可变进气装置是指 G281-2.3.4 条款定义的在进气歧管内

的结构。 

歧管的最大内部总容积为 30升（从进气限制器到进气歧管与气

缸盖的安装垫之间的充满歧管所必须液体的容积）。 

进气冷却（仅适用于增压柴油发动机） 

热交换必须采用气/气或者气/水或二者混合形式。 

对于气/气热交换器散热器芯的最大容积 V1max为 22dm
3
（升）。 

对于气/水热交换器散热器芯的最大容积 V2max为 7dm
3
（升）。 

如果采用两种类型混合式热交换器，则气/水散热器芯最大容积

定义如下： 

最大容积=（1－R）×V2max，其中： 

R=气/气热交换器散热器芯总容积/V1max 

散热器芯总容积可由外部尺寸测量得出（长×宽×高）。 

禁止使用任何喷水或者喷雾系统 

排气系统： 

允许使用可变排气系统。 

气体通过的每一部分（涡轮增压的下游）可以有不低于 40mm的

直径。 

排气口必须从车外可见。 

5.1.2 位置（4×4） 

曲轴必须位于轴距中心之前，对于管状结构底盘，其必须纵向

安装。 

曲轴中心线和位于前轴中心线上的参照点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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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mm。 

对于无大梁结构车身，允许所有为达到此距离的改装。 

5.1.3 进气限制器 

供应发动机的必要的空气一定要经过这个限制器，除了对内径

的要求外，它必须遵守文件 G284-6.1。 

增压汽油机的进气限制器同样必须符合文件 G284-6.1 有关增

压柴油机的相关条款，内径要求除外。 

可以使用２个限制器，直径需要用一个正常的限制器的直径除

以 1.4142。 

5.1.3.1 汽油发动机限制器 

所有汽油发动机必须安装一个限制器，其最大内径为（mm）： 

参见中国汽摩联越拉力野赛比赛规则第 8条。 

5.1.3.2 柴油增压发动机进气限制器 

所有增压柴油发动机必须安装一个限制器，其最大内径为（mm） 

参见中汽摩联越拉力野赛比赛规则第 8条。 

5.2 润滑 

散热器、油水交换器、管路、自动恒温器、油底壳和泵滤网都

不受限制。 

允许使用干式油底润滑系统。机油箱和油管禁止置于驾驶室或

行李舱内。 

可以通过更换泻压阀弹簧提高机油压力。 

如果润滑系统包括一个开放形式的机油箱通风口，则必须配备

收集罐以保证排出的机油流入其中。 

对于排量小于或等于 2dm
3
（升）的车，收集罐必须保证 2 升的

容量，对于排量大于 2000cm
3
的车，必须保证有３升的容量。 

该收集罐必须由半透明的塑料制成或者包含一个半透明的（观

察液面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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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水分离器可以安装在发动机的外面（最大容积为 1 升，与收

集罐结合成一体的除外），参见图 255-3。 

 

 

 

 

 

 

 

 

 

机油只能靠重力从机油收集罐中流向发动机。 

安装一个或多个通风装置来冷却发动机油是允许的，但是不能

有空气动力学效果。 

5.3 燃油冷却 

允许在燃油回路上安装冷却装置。 

第六条：传动系 

传动系统必须仅能由车手操纵和控制。 

6.1 变速箱和分动箱 

变速箱的设计不限，但换档不可以通过在传输链中的任何其它

手段进行。 

6.1.1 序列式变速箱控制 

在以下条件下是允许的： 

这个系统必须是纯机械的不能有任何辅助系统。 

最多具有 6个前进档。 

机械的换挡机构可以使激活发动机点火或切断喷油。 

6.1.2 H型机械控制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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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档位数不限，但必须与原车相同。 

6.1.3 自动变速箱 

只有自动变速箱可以使用液力变扭器。 

6.2 离合器 

不受限制。 

6.3 主减速器和差速器 

不限。 

差速器必须是单级星型结构。 

自锁机构必须是完全机械式的和/或黏性连接。 

他们的功能参数设置必须使用专用工具，且在汽车静止的情况

下。 

自锁机构可以有一个只用于差速器锁止用的装置。 

6.4 传动轴 

传动轴不做限制，但必须为钢质。 

6.5 润滑 

可以使用附加的润滑和冷却装置（循环油泵、散热器、进气口）

参见条款 G285-5.2。。 

对于量产部件，必须保留原有的润滑工作原理。 

唯一允许在变速箱壳和差速器壳上做的改装是安装附加润滑系

统。 

第七条：悬挂系统 

7.1 通则 

禁止使用主动悬挂系统（任何可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调节悬挂

的弹性、阻尼、高度以及姿态的系统），其他不限。 

7.2 弹簧和减震器 

禁止在驾驶室内对弹簧和/或减震器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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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减震器的调节必须是在车辆静止的状态下，而且只能使用工

具。 

调节装置必须在减震器本身或者其储气罐上。 

任何减震器之间的连接都是禁止的。唯一允许的连接是穿过结

构的减震器固定点，这些点不能有其它用途。 

7.3 横向稳定杆 

每根轴只允许使用一根横向稳定杆。 

禁止在驾驶室内对横向稳定杆进行调节。 

横向稳定杆系统只允许于一个连接装置机械链接。 

前后横向稳定杆之间禁止有任何连接。 

7.4 悬挂行程 

对于 4×4汽车的悬挂垂直行程的限制是： 

- 330 mm（（见图 285-2) 对于“banjo”式比赛的刚性轴。 

- 280 mm ，对于其它类型的传动系统。 

 

 

 

 

 

 

 

 

 

 

 

测量行程的方法如下： 

- 对于独立悬挂系统： 

车辆必须被支起，弹簧悬架系统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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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移动车轮使悬架从上止点到下止点。 

行程是在垂直面上轮胎直径的中心线在上下两止点移动的平均

值。 

- 对于非独立悬挂系统： 

车辆必须被支起，弹簧悬架系统拆除，通过限位皮带或下止点

垫块来防止车轴向下的位移。 

轮胎必须是在上止点垫块和下止点垫块之间移动。 

行程是指车轮垂直的位移。 

第八条：车轮和轮胎 

对于 4×4车辆，只允许使用重量超过 13kg的铸造铝合金车轮。 

整个车轮必须被覆盖在车体里面（参考第 3.1 条），其最大直

径对于 4×2是 940mm，对于 4×4是 810mm。 

车轮最大直径须在由制造商提供的规定压力 2.5 巴新胎上测

量。 

禁止使用摩托车用轮胎。 

禁止在轮圈和轮胎之间安装其他中间部件。 

轮胎不必是相同尺寸。 

禁止使用中央安装螺母固定的轮胎。 

任何可在车辆行驶状态下对轮胎充放气的系统都禁止使

用，。 

对于 4×4，任何对轮胎的充放气操作都必须在车辆静止的状态

下进行。 

只允许使用通过软管与车轮连接并且在工作状态中每个车轮只

连接一个气门的充放气系统。 

为了调节胎压，任何进出轮胎的气体必须通过量产轻型多用途

车所常用类型的气门，并且采用 VG5型的螺纹。 

每个轮胎上只需安装一个气门，在轮圈的外侧的最大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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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m的安装孔上。 

当充气工作压力低于 10帕时，充气管和其上面的气压计可以置

于驾驶室中。 

空气压力瓶充气系统： 

- 每个容积不能大于 15升。 

- 要有能承受 25g 减速度的安装固定装置。 

- 不能安装在驾驶室中。 

推荐将这些气瓶沿汽车的横向放置，并至少用两条金属带固定

保证安全。 

4X4车辆禁止使用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第九条： 制动系统 

制动系统只要求满足下列要求，其它不限： 

- 仅由车手操控， 

- 必须包含至少两条由同一制动踏板控制下的独立的制动循环

（从制动踏板到制动卡钳之间，两条制动循环必须确保分离，除了

机械制动力平衡装置外不得有任何连接）。 

- 同一轴上的车轮受到的压力应该相同；除非在手制动情况下。 

第十条： 其他说明 

10.1 特别案例 

● 如果汽车制造商向中汽摩联书面申请，4×4 量产车，重量

在 2500公斤和 3500公斤之间，宽度超过 2米的车辆是可以在 T1组

被接受的。 

● 在越野拉力赛中，该车的重量不能低于 2800 公斤，并且可

以保持原始的车宽。 

● 如果底盘是从量产车演变而来的无大梁结构车身（3.1条），

如果车身高度（3.2.1b 条）前排座椅的最小内部空间（3.3 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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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则，汽车制造厂商可以向国际汽联越野拉力技术工作组提出

申请放弃使用以上规则。 

10.2 传感器 

禁止使用任何雷达系统、车速测量系统（从变速箱引出的脉冲

记录除外）、陀螺仪、加速计、负载传感器（发动机点火和喷射系

统的传感去除外）或者限制仪。 

仅限于 4×2： 

只允许在非驱动轮上安装两个车轮速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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