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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汽车越野系列赛技术规则 

卡车（T5）组特别规则(G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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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总则 

1.1 允许的改装 

任何本规则或者 G282 条款中未允许的，或者 G283 条款中明确

描述的，不得进行改装。 

唯一允许可在车辆上进行的工作是对车辆正常必须的保养或替

换损坏的配件。 

允许的改装和装配的限制详见下述条款。 

除去这些允许的改装，任何损坏的部件必须以与原装部件相同

的部件进行更换。 

所有车辆必须为量产车且与第 2.3 条款中列出的文件信息相一

致。 

第二条：适用性 

2.1 总则 

本技术规则适用于 2-4轴的卡车。 

除本规则中允许的改装以外，车辆须符合 T4组的中汽摩联注册

表格。 

允许使用任何不改变车辆性能的可选装备或者其他配件。 

2.2 车辆资格 

任何可以识别的厂商生产的 2-4轴卡车（底盘-驾驶舱），满载

后最低重量为 3500kg，配有常用的车体的卡车均有资格可以参赛。 

参赛者有义务按照车检人员的要求提供所有的资料，以便车检

人员可以检查所检车辆已经量产或者向社会公众销售，并已在 T5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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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3 文件 

2.3.1）参赛者须提供以下文件： 

1）如果某卡车车型的注册有效期已过（见量产卡车注册规则第

1.1.1条），需提供中汽摩联注册表或者中汽摩联批准的技术文件。 

2）年度技术检验报告 

3）注册证书（唯一允许的临时注册是应主办国 ASN要求由主办

国的权威机构出具） 

第三条：安全要求 

3.1 防滚架 

防滚架镀铬是禁止的。 

在驾驶舱内，以下内容禁止在车身内侧和防滚架之间通过： 

* 电力电缆 

* 有液体填充的管路（挡风玻璃清洗液除外） 

* 灭火系统的管路。 

3.1.1) 驾驶室 

驾驶室须安装内部防滚架。 

该防滚架的基本目的是发生严重事故时保护车手和乘员。 

本规则中列出了防滚架的基本要求，以下为需要注意的事项： 

防滚架的基本要求为良好的结构，与车架的固定安装合理且紧

凑。 

推荐装备的安装脚足够大，以最大限度的分布压力。 

另外也推荐将防滚架与驾驶室结构进行连接（比如挡风玻璃和

门柱）或者其他可能的位置。这样大大增加防滚架的强度和硬度。 

所有的焊接点须保证最高的质量，整体渗透（电弧焊最好，有

保护气）。 

车辆每侧须安装纵向的连接（车门加强件）。该连接为可拆卸

件。 

侧面的保护必须尽量高，但不超过从底部开始测量的整个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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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度。 

本要求为最低限度。 

除最低要求外，允许安装其他部件或者加强件（详见 J第 283-8

和 287-1，287-2）。 

 

 

 

 

 

 

287-1                       287-2 

除了内部防滚架，允许安装外部防滚架，只要满足如下要求： 

- 前面，防滚架的任何部分不得超过原车在地面的影射。 

- 外部防滚架的任何部分的影射不得超过原车承载车身的侧面

和上部的边缘。 

- 后面，任何部分不得超过驾驶室车身后面 0.5米。 

3.1.2)承重车体： 

（见图 287-3） 

 

 

 

 

 

 

 

 

287-3 

车辆的后部（计划用于装载货品）必须从前面（即从驾驶室后

面的挡板）进行加固，加固件为完全闭合的横杆 ABCD，该加固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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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车体里面，并与车体内部轮廓完全一致，最低高度至少应该与

驾驶室的最高点或者与其外部的横杆齐平（进气口和排气口不作为

参考）。 

ABCD加固件至少需要一根斜的 AD或者 BC加强杆进行加固，亦

允许安装两根加强杆。 

- 方面，斜的加固杆将使用钢质圆盘焊接至钢管上，同时通过

螺栓固定在地板上，尽量地接近 C 和 D 角，另一方面，通过同样的

方式，沿着车体的垂直面（装有防水帆布的轮胎卡车除外），尽量

地接近 A和 B角。 

如果地板不够坚固，上述操作须在底盘上进行。 

整个框架上部须通过两个横向的张力杆进行固定在A点和 B点，

同时通过螺栓固定在地板上，固定时要有盘脚（AE和 BF）。 

该框架/张力杆组件可以通过两根斜的杆 AF和 BE进行加强。 

如果地板不够牢固，张力杆须通过螺栓固定在车架上。 

上述提及的盘脚，面积至少应为 200cm
2
，最小厚度为 3mm，以

4 个 12mm直径的螺丝固定。 

3.1.3) 最低要求 

防滚架的最低限度图 287-1所示。 

 

 

 

 

 

 

287-1 

每一根杆须为整体的杆，均匀且没有开裂。 

防滚架的所有杆须通过焊接的形式连接在一起，或者通过 G 

283-8中定义的连接方式进行。 

注：后部的对角线的顶端必须连接在驾驶员座舱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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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的话，推荐通过使用另外的支柱来加固。 

见图 287-2所示。 

 

 

 

 

 

287-2 

上述的支柱可以焊接，也可以通过可拆卸的连接进行固定。 

对于防滚架和驾驶室的连接最少需要通过 4 个盘脚，每个盘脚

对应防滚架的每一根垂直的支柱。 

每一个盘脚至少有 200cm
2
的面积和 3mm的厚度。 

另外最少 200cm
2
、最低厚度为 3mm 的加强盘脚须安装在上述盘

脚相对应的位置，形成车地板在中间的三明治形状。 

至少有 3 个螺栓来固定立柱的盘脚和加强盘脚，螺栓的最低尺

寸为 8.8（S级） ，直径为 12mm。这是最低要求。 

允许通过增加螺栓的数量以将防滚架和驾驶室进行连接。（如

风挡和门柱）。（见 G283-8的文字和图片） 

所有的杆的材质最低要求如下： 

冷拉无缝钢管，最低张力为 340N/mm
2
 

钢管的最低尺寸要求如下： 

外直径为 57mm×管壁 4.9 mm 

或者 

外直径为 60mm×管壁 3.2mm 

或者 

外直径为 70mm×管壁 2.4mm 

图 287-1 中的每一根管都须钻一个直径为 5mm 的孔，以方便检

查，该孔应设置在容易看到的位置。 

注：上述提到的管的规格均为标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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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中的某一种规格的钢管不能找到，可以接受使用尺寸超

过上述标准的钢管，比如 60mm×管壁 4.9mm或者 57mm×管壁 5.0mm，

是可以替换外直径为 57mm×管壁 4.9 mm的钢管的。 

3.2 驾驶室和发动机盖锁止 

装有倾斜驾驶室的车辆须安装额外的装置，以连接通常的倾斜

锁止装置，预防该倾斜锁止系统失效时保证驾驶室不倾覆。 

该装置须固定在车架和防滚架或者驾驶舱之间。 

如果固定在驾驶舱，固定装置须通过两端带有最小面积为

200cm
2
、3mm厚的盘脚，通过 12mm直径的螺栓进行固定。 

该装置最脆弱的部分应使用一个最小直径为 16mm 的螺栓或者

销子，或者 2个 12mm 的螺栓或者销子进行固定。 

驾驶室的两侧允许使用钢缆，最小直径为 12mm（或者具有等同

的截面积）。该钢缆将保证驾驶舱和底盘之间有足够的移动距离。 

除了正常的引擎盖锁，装有引擎盖的车辆须有额外的锁止装置，

以防止在正常锁止系统失效时引擎盖打开（使用美国式销子）。 

这些附加的装置在车辆行进时，应确保牢固。 

3.3 传动轴 

对于每一根超过 1m 长的纵向传动轴， 须安装钢质的横杆或者

安全环，安装位置为尽量靠近前端。 

3.4 车轮和轮胎 

3.4.1) 轮圈和间隔 

只允许使用铁或者铝合金材质。 

如为铝合金材质，车轮的重量不得低于 35kg。 

轮圈的尺寸限为 14×20 英寸，车轮安装完毕且冲入 5 帕的气

体时，不得超过 1300mm。直径的测量以厂家新生产的为准。 

禁止使用可拆成几部分的车轮（轮胎侧边撑圈除外）  

禁止在车轮和轮毂之间安装任何的间隔或者调解装置。 

3.4.2) 车轮螺栓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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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螺栓帽伸出车轮，车轮的螺栓帽须全部安装在车轮上。 

3.4.3) 车轮重量平衡 

禁止安装任何可拆卸的车轮重量平衡装置。 

3.4.4) 轮胎 

车检人员认为有危险或者不符合规则的轮胎将不允许使用。 

3.4.5) 备用车轮/车胎 

根据使用的车轮型号，最少配备 2 个备用车轮或者轮胎。 

3.5 发动机和传动系统隔离装置（防火墙） 

所有车辆须安装防火的保护性的隔离墙，安装位置为发动机/

传动系统和驾驶舱之间，目的是着火时防止液体或者火进入。 

3.6 线路 

3.6.1) 油路 

驾驶舱内唯一可以出现的油路为连接温度和压力计量器的线

路。 

该种线路材质须为金属，或者为航空材料。 

3.6.2) 冷却线路 

唯一允许在驾驶舱内的冷却线路为温度/压力计量或者驾驶舱

加热器。 

3.7 风挡和车体釉料 

所有玻璃的操作方法须与出厂时一致（比如，原装的摇下式玻

璃须保持为摇下式玻璃） 

3.8 方向盘锁止 

任何安装在车辆上的方向盘转向锁止系统须拆除。 

3.9 停车制动 

驾驶舱内停车制动控制器须有明确的标示，宽度至少为 20cm。 

停车制动在车手正常就座且系好安全带的情况下可以正常操

作。 

3.10 风挡雨刷和清洁器 

所有车辆至少应装配一个雨刷器和清洁器。 且在任何时候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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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常工作。 

3.11 油挡 

所有的发动机进气口须安装有油挡，以防止油料喷洒在地面上。 

如果只使用一个油挡，其容积至少应为 4升。 

允许使用多个油挡，每一个油挡最低容积为 2升。 

油挡材质不限，但是应该容易看到油挡里面的东西（比如金属

的油挡须安装可视的玻璃，塑料油挡须为半透明的） 

所有的油挡须随时可以清空。 

3.12 警示三脚架 

必须有警示三脚架， 在故障时或者未预期的抛锚时使用。该三

脚架须放置在卡车上，在离抛锚车辆 100m 处时容易看见。 

3.13 后视镜 

允许安装额外的后视镜，但是须保留原装的镜子，且可以工作。 

第四条：底盘 

只有为满足本规则第 3 条款安全要求而对底盘进行的改装是允

许的，其他不得改装。 

除本规则第 7.1条款外，底盘须与原厂底盘相一致。 

禁止使用厂家选装的不同形状和材质的底盘。 

第五条：车体 

所有的空气动力学部件， 以及车体的所有部件（驾驶舱和承重

车体）必须牢固地固定在车辆的整个有弹簧的车体（底盘），不得

有任何程度的松动，确保牢固，且车辆行驶过程中相对于底盘不得

有晃动。 

5.1 驾驶舱内 

5.1.1) 门锁 

车辆在行驶时，门锁应保持开锁状态。 

5.1.2) 座椅 

乘客的座椅可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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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装饰 

地毯和地板覆盖物可以拆除，任何地板上的松动的覆盖物须拆

除。 

5.1.4) 方向盘 

可以使用非标准的有专利生产的方向盘。 

5.1.5) 刹车踏板 

刹车踏板的衬垫可以改装地尽可能长一些，只要其不减少任何

的踏板阻力。 

5.1.6) 附件： 

任何不影响车辆性能的装备，比如提高车辆观赏性或者座舱乘

坐舒适性（如灯光、加热、无线电广播等）不作限制。 

任何情况下上述的配件不得增加发动机的马力或者影响转向、

传动、刹车或者车辆在不同道路行驶的安定性能，即使不是以直接

的方式。 

所有的控制和操作须保留原厂的性能和角色。 

可以进行调整以方便使用，比如较长的手刹操纵杆，安装在刹

车踏板上的额外的凸缘。 

可以在隔离墙上安装绝缘材料以保护乘客免于火情。 

5.2 驾驶室外部 

5.2.1) 前保险杠/挡泥板 

前保险杠： 

位于车轮前和底盘结构外部的下方部分可以最多切除 100mm，避

免在恶劣地形驾驶时损坏前保险杠。 

挡泥板： 

所有车辆的后轮须安装挡泥板。 

挡泥板不得有尖锐的边缘，且为 120 度的连续的弧形，宽度须

覆盖整个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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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最小覆盖的要求必须通过使用具有坚硬的连续表面的材料

达到，中间没有断层、孔洞、凹槽或者开口。 

挡泥板向前应超过轮胎的中心轴线进行垂直保护。 

挡泥板后沿不得高于相应的轮圈的上沿。 

注册车辆的前挡泥板须保留。 

5.2.2) 绞盘 

只允许安装未对任何车体结构进行改装的绞盘，通过螺栓固定。 

5.3 承重车身 

5.3.1) 外部 

注册为 VO的承重车身允许使用。 

5.3.2) 内部 

车手自身对车上运载的商品负责。但是，考虑到安全因素，车

检人员可以对装载质量的安全性进行检查。 

涉及到危险货品的运输，由官方进行规定。 

任何有危险性的液体必须盛放在与 FT3 1999安全油箱或者卡车

油箱相类似的箱体内。 

第六条：发动机 

6.1 总则 

除了下面条款中列出的对发动机改装的细节要求及附属要求

外，其他必须为厂商标准的规格。 

6.2 发动机转速 

发动机的最高转速允许改变。 

6.3 水冷系统 

原装的水冷的散热器片数量必须保留。 

该水冷系统须安装在底盘的原装位置上。 

可以改变散热器片的大小和形状，以及风扇和相连的管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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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些改装不会引起车体或者底盘形状的改变。 

6.4 空气进气系统 

空气滤清器以及滤清器上行方向的管路可以改装。 

进气系统的任何部分不得超出驾驶舱一侧或者上部 300mm。 

- 不得装配超过两根进气管路 

- 进气管路或者空气进气口的面积不得超过 1000cm
2
 

发动机必须安装限制器，固定在涡轮增压器的压缩室上。 

所有的供给发动机的进气都必须通过该限制器，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 

限制器的最大内部直径为 74mm，从与位于与转动轴垂直的平面

的下游量起，至少应保留 3mm 距离。该转动轴位于穿过叶轮最上游

平面之上最多 100mm的距离。测量的方法详见图 287-4。 

直径必须满足上述要求，无须考虑温度条件。 

限制器的外部直径在最窄的部位必须低于 80mm，且两侧需各留

出 5mm的空间。 

限制器通过两个螺丝装配在涡轮增压器上，而且一旦拆除两个

螺丝，无论是从限制器上，还是从增压器上，都可以将限制器拆除。

禁止使用针形螺丝固定。 

为安装限制器，允许从增压器室内拆除材料，或者增加材料，

但唯一的目的是安装需要。 

螺丝的头部必须钻孔以便铅封。 

限制器必须为单一材料制成，为了安装或者铅封，可以进行钻

孔，钻孔须在螺丝、限制器（或者限制器\增压器室配件）、增压器

室（或者室/凸缘附件），、轮机（或者室/凸缘附件）。 

如果发动机装有两个平行增压器，每一个增压器都须安装限制

器，最大内部直径为 53mm，最大外部直径为 58mm，同时符合上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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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的有关限制器的要求。 

 

 

 

 

 

 

 

 

 

 

 

287-4 

6.5 注油系统 

只有安装注油泵的装置可以改装。 

6.6 排气系统 

自最后一个消声器之后的部分可以改装。 

允许安装垂直出口的排气管，最多安装两个。 

允许安装特殊的滤清器，但是该滤清器须事先提交至国际汽联

注册和技术工作组以征得同意，另外还需要向其提供由车辆制造厂

家提供的技术文件。 

第七条：悬挂 

7.1 阻尼 

每根轴最多允许安装 4个组的阻尼。 

阻尼的材质和类型不作限制，但是其不得有其他的功能。 

如果使用液压的阻尼单元，线路之间不得有内部连接。 

阻尼的支持件不作限制，但支持件不得有其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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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刚性轴 

刚性轴允许加强，但原装部件须可识别。 

允许在前轴和底盘之间安装加强杆。 

7.3 弹簧 

弹簧片数量不作限制。 

7.4 行程限制 

可以安装行程带。 

悬挂行程限制为 300mm。 

行程的测量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车辆必须处于静止状态，将减震限位、减震器或弹簧/减震器元

件拆除，通过限位皮带或下方缓冲块阻止刚性轴向下移动。 

车轮必须被自动从上方钢制缓冲块移动至下方钢制缓冲块。 

对于刚性轴，行程即为车轮的垂直位移。对于带有独立车轮的轴，

行程即为直接作用于垂直面车轮的中间面上两点的垂直位移的均

值。 

第八条：传动系统 

8.1 离合器 

离合器片不作限制。 

第九条：电子系统 

9.1 照明系统 

为满足正常路面照明的灯必须正常工作，且不得被遮盖。 

大灯的数量限制为 8个。其安装必须符合《国际道路交通公约》，

其最高的高度不得超过风挡的最低位置。 

《国际道路交通公约》以及本规则中没有规定的大灯不得安装。 

9.2 电池 

车辆电池必须为原装或者相一致。 

电池不得安装在驾驶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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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须固定，每一块电池至少由 2个直径最低为 10mm的螺丝固

定。其安装必须附有保护防止短路。 

从车辆外部不能看到电池。 

第十条：刹车 

10.1 刹车系统 

整个刹车系统须保留为原装（除第 5.1.1.6 对于刹车踏板的规

定）。 

刹车线的材质和附件不作限制。 

10.2 刹车冷却 

刹车冷却只允许使用气刹。 

冷却通道须通过进气孔（每个车轮安装一个），其安装直径为 

150mm，位置为轴的下端，不得超出车辆垂直保护的下端。 

第十一条：车轮 

11.1 规格 

必须是专利厂家生产的未经改装的，在转向或底盘移动至极限

时，轮缘或者轮胎的任何部分不可以出界。 

车轮的螺母和扣子必须与轮缘完全匹配，以保证足够牢固。车

轮螺母必须为原装。 

双车轮可以使用单车轮替换。 

11.2 轮缘尺寸 

最大允许轮缘宽度为 14英寸。 

根据赛事举办地的状况，补充规则会公布使用不同于原装轮缘

材质的轮缘。 

11.3 轮轨和车体宽度 

轴和车轮/轮胎的连接不得导致车辆的宽度超过 2550mm，亦不

得使前后轮距超过出厂规格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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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轮胎 

12.1 规格 

最大部分的宽度：19英寸。 

比赛期间，车辆安装的所有轮胎的胎面花纹深度须符合国家相

关的要求。 

禁止使用重新开槽或者光头胎。 

轮胎为公开销售，且适用于所有天气，道路和/或赛道的状况。 

特殊复合材料和/或类型的轮胎禁止使用，以及其他的特殊化学

符合材料禁止使用，以免影响轮胎的摩擦力。 

所有的轮胎的速度指数为 F或者更高。 

车体不得有任何的较为严重的大修。 

12.2 认证的厂商 

所有轮胎必须为 EEC型号（EEC规则 54）或者相同的轮胎。 

12.3 轮胎回收 

回收的轮胎禁止使用。 

12.4 充气/放气 

车辆行进时允许使用充气/放气系统。 

第十三条：车重 

任何时候的车重指没有燃油、没有乘客、行李、工具、千斤顶、

备件、可移动的逃生用物品、导航仪或者通讯设备、食品等，安全

设备出外，车体为上述条款中规定的车体。 

乘以 1.33系数后，重量不得低于注册的车架/驾驶舱重量。 

第十四条：油箱 

14.1 类型 

附属油箱的容积不作限制。必须为原厂，为普通卡车上使用的

类型；不得改装，保证事故后从注油口不漏油。 

注油口的盖子须有关闭装置，不得超出车体的外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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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推荐安装 FT3-1999，FT3.5-1999或者 FT5-1999安全油箱，

详细描述见 G283-14条款。 

14.2 位置 

油箱位置须满足如下条件，其他不限： 

- 所有的油箱都必须在轴距范围内。 

- 油箱须牢固地固定在底盘上。必须有底部保护装置，以避免

飞起的石子，同时 

- 油箱不得安装在驾驶室内。 

14.3 附属油箱 

（即非直接供给车辆的油箱） 

任何装有油的容器不得位于车辆的外部（五加仑装的罐子或者

其它罐子） 

水或者润滑油的容器允许装在车辆外面，须牢固固定，不得超

出车体外沿。 

第十五条：行驶记录仪 

记录仪为记录车辆速度的仪器。 

任何对车辆的改动，一旦影响到记录仪的性能（比如改变轮胎

品牌或者大小），必须征得车检人员的同意。 

禁止覆盖或者 以任何方式影响已经认证的记录仪或者任何其

它的附属的电线、电缆驱动或者传感器。 

如果对车辆进行的改动影响了记录仪，或者该系统受到干扰，

参赛者有义务重新认证。 

如果不能遵守上述规定，车检人员可以拒绝其参赛。 

参赛者须明确该设备为非常精确的测量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