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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 

1.1 配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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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由乘坐在车辆上的车手操控。 

这些车辆可以是整车制造的，但其必须在中汽摩联进行备案，且灯光系统必须符合

《国际道路交通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Road Traffic）的规定。 

在下列条款中，四轮驱动的车辆用 4×4表示，两轮驱动的车辆用 4×2表示。 

1.2 发动机 

自然吸气式汽油发动机。 

增压式汽油发动机。 

1.3 车辆制造商（Automobile make） 

一个“车辆制造商”对应一辆整车。 

当汽车厂商安装一部并非自产的发动机时，该车辆将被认定为混合式车辆，并且发

动机厂商的名称可以与汽车厂商的名称一同出现。 

如果这类混合式车辆在锦标赛、杯赛或大奖赛中获奖，奖项将被授予该汽车厂商。 

1.4 原装部件 

原装部件指，已经过所有预知的量产阶段，由相关汽车厂商进行生产并原装在“基

础”车型上的部件。 

1.5 驾驶辅助 

禁止使用任何驾驶辅助系统（ABS/ASR/牵引力控制系统（Traction Control）

/ESP……）。 

任何这类系统必须使其失效。 

1.6 “基础”车型 

“基础”车型指，由汽车厂商生产并能够从经销点购买的一种量产车，并且其发动

机和变速箱也能够通过经销点的渠道进行购买。 

2 义务 

2.1 T3车组的车辆必须遵守通则，并符合 G282和 G283中分别规定的安全装备要求。 

2.2 任何装载机油或燃油的容器必须安装在车辆的主要构架内（燃油箱位置：见第 3条）。 

2.3 材料 

除非现行规则另有明确规定，否则禁止使用以下材料，但以下材料与“基础”车型

材料相一致的除外： 

 钛合金 

 镁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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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 

 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可以用于以下部件： 

 正时齿轮盖 

 空气过滤箱 

 冷却风管（驾驶舱和行李舱/散热器/中冷器/发动机辅助设备/制动器） 

 车身外部部件 

 风挡下边饰 

 门饰 

 仪表板 

 座椅 

 驾驶舱和后行李箱内的支架和紧固件（座椅支架除外） 

 驾驶舱和后行李箱内的保护罩 

 车手和领航员踏脚板 

 开关支架 

 车身保护装置（侧板、底板和轮拱） 

 燃油箱防漏箱 

 车身底部保护装置 

 前后保险杠支架 

 头灯尾灯单元 

 附加的头灯壳 

 发动机舱内的支架和安装件（发动机支架/传动装置支架除外） 

 燃油箱内件 

 电器接线盒 

2.4 螺丝钉、螺母和螺栓 

除非现行法规另有明确规定，否则所有螺纹紧固件都必须由铁基合金或铝基合金制

成。 

2.5 最大速度 

详见《中汽摩联汽车越野拉力赛规则》第 8.6.1 条。 

3 燃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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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只允许使用符合 FT3-1999、FT3.5-1999或 FT5-1999标准的燃油箱。 

燃油箱保护壳的任何部分与其下方参考平面*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 40mm。 

最多燃油箱个数：3台 

最大容积：130L 

所有车辆必须安装一块防护板（由最小厚度为 6mm的铝合金或钢板制成），该防护板

必须直接安装在底盘上，并位于燃油箱下方，燃油箱最多不得高于参考平面 200mm。 

外部燃油箱容积最大公差为 3L。 

 

*参考平面： 

位于车辆燃油箱垂直投影范围内，车辆底盘最低管路下表面所在的平面（见图 286-

1）。 

燃油箱可以位于主防滚杠前方。 

座椅靠背前方的部件必须位于座椅与底盘的安装点下方。 

燃油箱加注口必须位于驾驶舱外部。 

燃油箱必须置于安装至底盘/安全防滚架上的防漏外壳内，至少符合以下规格规定： 

 “玻璃钢+ 凯芙拉（Kelvar）合成纤维或碳纤维+凯夫拉（Kelvar）合成纤维，

且中间添加一层吸收材料”的夹层构造或由铝合金制成 

 保护壳最小厚度为 10mm（合成材料）或 3mm（铝合金），保护壳安装至底盘的部

分除外。 

外壳不得： 

 纵向距前车轴中心线后部小于 800mm 

 横向距主防滚架架腿小于 50mm 

 垂直距主防滚杠上部小于 200mm 

3.2 燃油冷却 

允许在燃料箱回路上安装冷却装置。 

4 底盘和安全防滚架 

4.1 国际汽联技术护照于 2019年 1月 1日起生效的车辆： 

必须由 ASN根据国际汽联安全防滚架注册规则对防滚架进行注册。 

4.2 仅允许使用铁基合金管状结构底盘。 

构成底盘结构的钢管的管壁厚度至少为 1.5mm。 

附录 J第 283-8.3.1条（图 253-1，图 253-2，图 253-3）中规定的防滚架的所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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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杠的最小截面为： 

50 × 2mm (2.0'' x 0.083'')或 45 × 2.5mm (1.75'' x 0.095'')。 

主防滚杠后侧固定点所在高度距后轮中心线不得超过 980mm（见图 286-1）。 

(对于 4X2车辆为 1150mm)。 

如果车辆的安全防滚架有第二根主防滚杠(见第 283-3.2.3 条和图 283-3)，第二根

主防滚杠为测量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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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车手正常入座

并系好安全带时高于车手双肩。 

4.3 车身最大总长度为 3550mm，不包括备用轮胎在内。 

车身的最大宽度为 2100mm，不包括后视镜和/或备用轮胎在内。 

如果车辆所持有的技术护照是从 2021年 1月 1日起生效的，则该车辆的最大宽度为

2000mm（不包括后视镜和/或备用轮胎）。 

车身的所有部件必须仔细和完整地安装好，不得使用临时的部件，不得有锐利的尖

角。 

车身不得有锋利的边缘或者尖锐的突角。 

每辆车的车体必须使用坚硬且不透明的材料制成，并至少向上延伸至方向盘中心上

方，且距下方的车手座椅安装平面的距离不得小于 420mm，同时，必须对车身提供保

护以防止飞溅的石头。 

必须安装保护车组人员的车顶，车顶应由最小厚度为 2mm 的钢或铝合金制成，或由

最小厚度为 3mm的其他材料制成。 

除减振器、悬架臂、横向传动轴、散热器、风机、车轮和备用车轮以及所包含的安装

点和附加件（见图 286-1）以外，不得从车身上方向下看见其他机械部件。 

所有空气动力学部件和所有车身零部件必须牢固地安装在车辆的弹性部件上（底盘

和车身总成），不得自由安装，且当车辆在行进时，这些部件必须牢固固定，并保持

与弹性部件的相对稳定，车手和/或领航员的通风管道/通风孔除外。 

车辆必须安装两个后视镜，车身两侧各一个，用来为车手提供足够的后视视野。 

每个后视镜的最小面积为 90cm
2
。 

车检人员必须通过实际演示的方式，确认当车手正常坐在车内时，能清楚地看见后

方的车辆。 

为此，车手必须能够识别出根据以下指示放置在车辆后方的展示板上随机展示的高

15cm、宽 10cm的字母或数字： 

- 高度 距离地面 40cm-100cm 

- 宽度 距离车身中心线一侧各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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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距离后轴中心线之后 10m 

       可以使用非旋转的后视摄像头。 

风挡 

风挡玻璃是选装的。 

如果装有风挡，不论其形状和表面如何，都必须使用夹层玻璃制造。 

如果风档是胶粘的，必须确保驾驶舱内人员能不借助工具拆除前车门或前车窗。 

风挡雨刷、风挡雨刷电机、风挡机械装置 

不受限制。 

风挡雨刷集水箱 

风挡雨刷集水箱的容量和位置不受限制。 

泵、管路和喷嘴不受限制。 

4.4 车身内部 

踏板轴中心线必须置于前轮轴心线的后方或同一垂直面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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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现锋利的边缘或者尖锐的突角。 

不得有机械部件伸入驾驶舱内部。 

驾驶舱隔板上允许留有观察窗口（为乘员提供的室内空气滤清器、空调系统和冷却

管道的观察窗口除外）。 

驾驶舱必须防水和防火。 

任何存在风险的设备都须有保护措施或者被隔离且不允许安装在驾驶舱内。 

车辆必须有侧面的开口，以保证车手或可能存在的领航员能够离开驾驶舱。 

在座椅后方必须设置由钢制、铝合金制成的防水与防火隔板（最小厚度 2mm）或者由

复合材料制成的防水与防火隔板（最小厚度 5mm），并且该隔板必须与防滚架主防滚

杠接触。 

车辆必须根据第 283-11条安装侧面防护网。 

驾驶舱的设计必须能够让一名乘员在 7 秒内从车座内起身并从身侧的车门离开驾驶

舱，或在 9秒内从车座内起身并从另一侧的车门离开驾驶舱。 

以上测试必须是在乘员穿戴正常的装备、系牢安全带、方向盘处于最不方便的位置、

并且车门是关闭的情况下进行。 

所有乘员都必须重复接受这些测试。 

- 单座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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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座椅的位置的宽度必须至少为 450mm，且座椅的整个深度均应符合这一宽度要求。 

- 双座赛车 

每个座椅的安装位置的宽度至少为 450mm，且座椅的整个深度均应符合这一宽度要求。 

两个座椅纵向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600mm。 

如果两个座椅的中心线不平行，必须从每个座椅的凹处开始测量。 

4.5 驾驶舱冷却 

空气导管必须由阻燃材料制成。 

允许在导管内安装电扇以加强空气流通。 

4.6 传动轴管和底板/纵轴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可以位于驾驶舱内部或外部。 

 驾驶舱底板必须用一块最小厚度为 1.5mm的金属板封闭。 

 该金属板必须牢固固定在底盘上。 

 如果纵轴位于驾驶舱内部，必须安装在传动轴管内部。 

传动轴管：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传动轴管必须完全包住整个驾驶舱内的纵轴。 

传动轴管和底板必须由一块最小厚度为 1.5mm 的金属板制成，或者由一块最小厚度

为 3.0mm的钢管制成。 

仅可以在驾驶舱使用两个密闭和防水的观察窗口（材料与厚度与传动轴管相同），总

面积为 800cm
2
。 

传动轴管必须牢固固定在底板上或者底盘上，从而能够确保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或者

发生事故时不会脱离。 

传动轴管整个表面不得有任何孔隙，除非是安装于底板或底盘上的部分。 

 如果安装在驾驶舱外部，在各纵轴上必须安装至少 2 条最小厚度为 3.0mm、最小

长度为 250mm 的钢制安全带，以防止纵轴在发生破损时撞到地面。 

 如果有任何燃油箱或机油箱靠近纵轴，必须对该燃油箱或机油箱靠近纵轴的箱壁

部分提供额外保护。 

5 最低重量 

5.1 规定的最低重量为 900kg。 

5.2 以上限重是指赛车在比赛中的任何时间放空燃油箱并附带一条备胎的重量。 



                         2020年汽车越野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改装车（T3）组特别规则（G286） 

发动机冷却液、润滑油以及制动液等必须保持在正常水平。 

必须将其他盛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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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千斤顶以及备件； 

- 救生装备； 

- 食物； 

- 其它等。 

允许在车上安装一个或数个牢固且一致的配重以达到规定重量，配重应通过工具固

定，能够被铅封，并放置在驾驶舱底板上以便车检人员能够看见并铅封。 

6 发动机 

6.1 自然吸气式发动机的最大气缸容积为 1050cm
3
，而增压式发动机的最大气缸容积为

1050cm
3
。 

发动机必须： 

 来自“基础”车型，并未经改装； 

或 

 来自根据附录 J第 286A-2.1条注册的国际汽联“参考”车型。 

6.2 发动机位置与倾斜度 

不受限制。 

6.3 发动机支架 

不受限制。 

6.4 塑料罩 

如果由塑料制成、为了隐藏发动机舱内机械部件的发动机罩仅具有美观功能，则可

以将其拆除。 

6.5 螺丝钉、螺母和螺栓 

镍基合金可用于将排气歧管固定到气缸盖上。 

6.6 密封垫 

不受限制。 

6.7 气缸盖密封垫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 

6.8 点火装置 

火花塞和引线的厂牌和型号不受限制。允许使用陶瓷火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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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燃油喷射系统 

6.9.1 燃油导轨 

不受限制。 

6.9.2 喷油器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6.10 电子控制单元（ECU）和发动机控制软件 

不受限制，但电控单元必须来自大规模量产目录或赛车部件目录。 

6.11 传感器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6.12 执行器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6.13 空气滤清器和进气系统 

6.13.1 空气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与安装位置不受限制。 

空气滤清器、其充气室和节流器或歧管与大气间的管路不受限制，但不得从驾驶舱

内集气、且任何改装不得影响车辆构造。 

6.13.2 空气节流器 

所有增压式发动机都必须安装节流器。 

发动机供气必须经过这个节流器或这些节流器，而节流器必须遵守附录 J第 284-6.1

条的规定，《长距离越野拉力赛运动规则》中第 8条规定的内径要求除外。 

可以使用两个节流器，只要每个节流器的直径与正常使用节流器的直径的比值为

1:1.4142。 

6.14 增压系统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节流器的安装除外（见第 6.13.2条）。 

6.15 压力调节阀（废气门）/排气歧管注气系统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6.16 排气管路 

不受限制/见附录 J第 282-3.6条。 

排气系统的排气口必须对外可见。 

6.17 排气系统隔热罩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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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安装在排气系统上；或 

 安装在临近排气系统的部件上，并且必须可以拆卸 

6.18 冷却系统 

必须保留原装水泵。 

冷却液散热器：不受限制。 

冷却液散热器位置：不受限制（禁止安装在驾驶舱内，也不得对驾驶舱可见）。 

风扇、风扇安装位置以及电线束不受限制。 

6.19 冷却液管路 

膨胀室不受限制，只要其容积不超过 2L，并且位于驾驶舱外部。 

气缸体外的液体冷却管路及其附件不受限制。 

6.20 润滑系统 

散热器、油/水冷却器、管路、恒温器、滤清器和泵滤网都不受限制。 

可以通过更换泄压阀弹簧提高机油压力。 

如果润滑系统包括一个开放式油底壳通风装置，则其安装方式必须确保机油流入机

油透气壶中（最小容量：1L）。 

只要不产生空气动力学作用，允许安装一个或多个通风装置来冷却发动机油。 

油底壳：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6.21 增压系统冷却器（中冷器） 

6.21.1 中冷器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6.21.2 支架与冷却器位置 

不受限制（禁止安装在驾驶舱内，也不得对驾驶舱可见）。 

6.21.3 冷却器冷却风扇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6.21.4 冷却器冷却管道 

不受限制。 

6.21.5 管道 

增压设备、中冷器和歧管之间的管道不受限制（只要它们位于发动机舱内），但它们

唯一的功能是输送空气并且连接部件。 

“基础”车型的管道内径为最大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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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附件 

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空气压气机、燃油泵和液压泵。 

除了附录 J第 286-6.20条中规定的部件，附件必须来自可注册车型发动机，或来自

商品目录并面向市场出售。 

除了驾驶舱，附件的位置与数量不受限制，只要它们位于发动机舱或车辆主体结构

内。 

附件的驱动系统不受限制。 

允许为了安装或使用附件而对其进行局部机械加工或焊接。 

* 车辆必须符合国际汽联注册标准，但不强制要求这款车仍在生产。 

7 电气设备 

7.1 电线束和保险丝 

不受限制。 

7.2 断路器 

如果安装额外的附件，断路器可以根据自身的用途、位置或数量自由更换。 

7.3 蓄电池 

7.3.1 数量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7.3.2 类型 

蓄电池的厂牌、电量以及电缆不受限制。 

蓄电池的额定电压必须等于小于“基础”车型的额定电压。 

蓄电池的最低重量为 3kg。 

7.3.3 位置 

位于驾驶舱内的蓄电池必须是干式蓄电池。 

7.3.4 固定 

蓄电池必须牢固地固定，且电池正极必须受到保护。。 

必须使用覆盖有绝缘层的一个金属基座和两个金属夹钳将蓄电池安装至车身，并使

用螺栓和螺母进行固定。 

必须使用直径至少为 10mm的金属螺栓固定夹钳，并且必须在每个螺栓下面使用至少

3mm厚的垫片，而垫片与螺栓接触的表面积至少为 20cm
2
。 

湿式蓄电池： 

必须使用防漏的塑料盒罩住湿式蓄电池，但塑料盒必须与蓄电池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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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固定装置必须能够承受 25g的减速度。 

7.4 起动机 

7.4.1 位置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7.4.2 厂牌与类型 

与“基础”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7.5 数据采集系统 

允许使用赛员数据记录系统以及显示器，但只允许使用以下传感器： 

 “基础”车型上安装的传感器 

 3个温度传感器（发动机机油、发动机冷却液、变速箱或 CVT） 

 2个压力传感器（1个机油压力传感器和 1个燃油压力传感器） 

 1个发动机爆震传感器（仅限标准发动机） 

 每个燃油箱 1 个燃油油量计 

 比赛补充规则允许使用的导航系统传感器 

 最多 2个车轮转速传感器，但仅限装在从动车轮上。 

7.6 传感器 

禁止使用任何雷达系统、车速测量系统（变速箱脉冲环（pulse ring）除外）、陀螺

仪、负荷传感器（发动机点火装置和喷射系统切断器传感器除外）或者限制器

（restraining gauge）。 

7.7 数据传输 

禁止使用 WI-FI、无线电和/或遥测技术传输数据。 

8 传动系统 

变速器（gearbox）与 CVT：与发动机生产自同一厂商。 

传动系统必须仅能由车手操纵。 

必要时，为了使系统失效，允许进行改装。 

可以使用来自比赛部件目录的差速器和倒档系统，只要它们正常有售。 

CVT（无级变速器） 

CVT皮带与内部部件不受限制，只要能够作为备用部件（加固与否）通过厂商营商网

络购买。 

允许使用皮带空气冷却系统。 

手动/自动变速器 



                         2020年汽车越野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改装车（T3）组特别规则（G286） 

变速器外壳必须是标准部件，但允许对加油口进行机械加工。 

变速器的内部部件不受限制。 

可以减少挡位数从而能够安装更宽的齿轮。 

必须使用通过连杆或电缆线与变速杆相连的手动换挡机构。 

禁止使用气动、电动或液压辅助换挡系统。 

传动轴 

传动轴不受限制，但必须是钢制传动轴。 

此外，横向传动轴必须是实心单体部件，接头必须来自量产车型。 

离合器 

不受限制。 

工作原理与直径：与“参考”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操纵系统 

必须是液压式或机械式操纵系统。 

离合器必须只能通过车手脚踩的方式进行操纵。 

离合器制动（clutch stop）（离合器分离轴承）不受限制。 

CVT系统：与“参考”车型相一致/不得进行改装。 

主缸与机油箱 

不受限制。 

变速器/CVT/差速器支架 

不受限制。 

润滑系统 

允许在符合附录 J第 286-6.20条规定的情况下使用额外的润滑和机油冷却装置（循

环油泵、散热器和进气口）。 

对于量产部件，必须保留“基础”车型原来的润滑工作原理。 

如果仅为了改装额外的润滑系统和安装数据采集系统传感器，允许对变速器和差速

器外壳进行改装。 

9 悬架系统 

9.1 一般规则 

悬架系统不受限制，但禁止使用主动悬架系统（任何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对悬架弹性、

阻尼、高度和姿态进行控制的系统）。 

9.2 弹簧与减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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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车轮只允许安装一个减振器。 

禁止在驾驶舱内对弹簧和减振器进行调节。 

只允许在车辆静止的情况下使用工具对弹簧和减振器进行调节。 

调节装置必须安装在减振器或其储气室（gas reserve）上。 

阻尼器之间禁止相连，阻尼器固定点除外；固定点不得具有其他用途。 

9.3 横向稳定杆 

每根车桥只允许安装一根横向稳定杆。 

禁止在驾驶舱内对横向稳定杆进行调节。 

横向稳定杆系统必须是纯机械式的，应当无法将其激活或使其失效。 

前后横向稳定杆之间禁止相连。 

10 车轮与轮胎 

10.1 车轮的最大直径为 365mm（14”），而整个车轮最大直径为 762mm（30”）。 

必须在 1.2巴的相对压力下在厂商规定的新轮胎上测量直径。 

10.2 车轮必须由钢铁或铝合金材料制成。 

允许使用螺栓固定的“胎圈锁止器”装置。 

禁止使用摩托车轮胎。 

禁止在车轮与轮胎之间安装中间部件。 

车轮的直径并非必须全部相同。 

10.3 禁止使用中心螺母车轮锁定装置。 

10.4 轮胎充气/放气系统 

禁止在车辆行驶的情况下使用任何轮胎充气/放气系统。 

仅允许在车辆静止的情况下操作轮胎充气/放气系统。 

仅允许使用通过软管与车轮相连的轮胎充气/放气系统，并且该系统只与每个车轮的

一个气门相连。 

为了调节胎压，任何轮胎的进气与排气必须通过传统的完整并且未经改装的 VG5 型

气门，而该气门来自量产轻型多用途车型。 

每个车轮只能安装一个气门，并且必须通过一个孔眼安装至轮辋。该孔眼的最大直

径为 12mm，并且位于轮辋的外表面。 

在充气气压低于 10巴的情况下，充气软管及其气压计可以位于驾驶舱内。 

可以使用 12V的电动压气机和压缩空气瓶为系统供气： 

压缩空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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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容积不得超过 3L。 

 其支架能够承受 25g的减速度。 

 必须位于驾驶舱内。 

空气瓶必须横置于车内，并使用至少 2个金属夹钳进行固定。 

10.5 固定车轮的螺栓可以自由替换成固定车轮的销与螺母。 

10.6 禁止使用轮胎饰物。 

10.7 禁止在车轮上安装抽气机。 

10.8 允许使用轮毂与螺母保护装置。 

10.9 备用轮胎 

车辆必须配备备用轮胎，最少 1条，最多 2条。 

备用轮胎的位置不受限制。 

10.10 轮距拓宽装置 

不受限制。 

11 制动系统 

11.1 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制动系统不受限制： 

 仅允许由车手激活并操控。 

 制动系统包括至少两个由同一踏板操控的独立电路（制动踏板与制动卡钳之间

的两条电路必须易于区分与识别，并且除了机械制动力平衡装置，电路之间不

得存在其他任何连接）。 

 同一车桥车轮受到的制动压力相同，手刹产生的制动压力除外。 

制动系统组件： 

 制动卡钳必须来自同一量产车型或同一比赛部件目录，并且最多安装 4 个活塞。 

 制动盘必须来自同一量产车型或同一比赛部件目录，并且最大直径为 295mm。 

 主缸与机油箱：不受限制。 

 比例阀（proportional valve）：不受限制。 

 脚踏板：不受限制。 

位置：见附录 J第 286-4.4条 

11.2 制动卡钳的安装垫片 

不受限制。 

11.3 手刹 



                         2020年汽车越野拉力赛车辆技术规则-改装车（T3）组特别规则（G286） 

不受限制。 

12 转向系统 

12.1 车轮转向 

车手与车轮之间的连杆机构必须是机械式的连续连杆机构。 

禁止使用 4轮转向系统。 

12.2 转向机构 

不受限制。 

12.2.1 位置 

不受限制。 

12.3 转向杆/转向接头 

不受限制。 

12.4 转向柱 

转向柱不受限制，但车辆必须安装未经改装的 OEM（原装设备厂商）能量吸收装置。 

必须使防盗转向锁的锁闭系统失效。 

12.4.1 支架/转向柱 

不受限制。 

12.5 方向盘 

12.5.1 可以通过快速释放机构将方向盘从转向柱上拆卸下来。 

该机构必须由与方向盘轴同心的法兰盘组成，且该法兰盘着色为黄色，并且安装在

方向盘后方的转向柱上。 

必须通过沿着方向盘轴线拉动法兰盘的方式操作该快速释放机构。 

12.5.2 可以安装按钮和开关。 

12.5.3 必须在方向盘上至少 20000mm
2
（200cm

2
）的面积上覆盖最小厚度为 40mm的 60-240g/m2

的衬垫，以保护车手的脸部。 

12.6 动力转向 

见第 6.22条/附件。 

12.6.1 油冷却 

允许使用油散热器以及不产生压力的油循环系统。 

12.6.2 机油箱 

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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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 

13.1 安全——一般规则 

安全设备的使用必须参照注册配置，不得进行改装或将拆除部件，并且必须遵守厂

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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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日起生效的修订规则 

...... 

 

2022年 1月 1日起生效的修订规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