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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届天马论驾
赛事规则

主办单位：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上海天马赛车场
指导单位：上海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
支持单位：上海市松江区体育局、松江区旅游局、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2017 年 08 月 07 日版

1. 赛事名称
第三十四届天马论驾- 房车公开赛 摩托车公开赛

2. 赛事概况
第三十四届天马论驾是由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上海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作为指导单位，
由上海市松江区体育局、松江区旅游局、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支持举办，上海天马赛车场承办并负责推
广、组织和实施的地区性的民间综合赛事活动。所有参与者、推广者以及车手都须遵从国家及地区竞赛规则
及大会发布的所有赛事规则、补充规则、后增条例、赛事通告及最后指示。全年共三场，统一在上海天马赛
车场举办。

3. 赛事官员
仲裁委员会：

叶勇、唐波、赖一休

赛事总监：

顾轶嵩

赛事主管：

张兵兵

线路总裁判长： 上汽摩
计时主管：

曹 平

安全主管：

徐景春

医疗主管：

田 庆

维修区主管：

上汽摩

赛事秘书：

杨艳雪

4. 全年比赛日程（以 STC 官网最新公布的为准）
第一场（暨第三十三届）
：2017 年 05 月 5-7 日
第二场（暨第三十四届）
：2017 年 08 月 11-12 日
第三场（暨第三十五届）
：2017 年 10 月 20-22 日

5. 参赛车手/车队资格
5.1 所有以车队名义报名参赛的必须是 2017 年在上海天马赛车场注册过的车队。
5.2 应中汽联要求，所有房车参赛车手需要有赛车执照。
5.3 各比赛项目的车手允许在全部比赛项目中兼项比赛。
5.4 所有参赛车手须持有相应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或其他国家驾驶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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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凡是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记录的、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车辆和车手，大会将拒绝其报名参赛并同
时取消其年度有效比赛成绩和奖项。

6. 参赛车辆资格
6.1 凡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小客车（房车）及摩托车。
6.2 赛前大会将对所有参赛车辆进行车检，车检将对所有赛车的安全改装进行检查，每辆车的车手或技师必
须携带赛服、头盔等装备前往车检区。
6.3 大会仲裁委员会可以随时取消从结构看上去是危险的车辆的参赛资格和所有比赛成绩及奖项。
6.4 称重检验：所有赛车必须在车检或赛事主管认为有必要时进行称重检验，车手随赛车称重检验。
6.5 如果选择一个装置，它的安装必须是符合规则的。

7.

报名

7.1 天马论驾报名处：
上海市松江区沈砖公路 3000 号 邮政编码：201603
报名电话：021–57669090 转 8917
STC-上海天马赛车场官网：www.stc2002.com
天马论驾官方微博：天马论驾
报名联系人：杨艳雪 17317974899
报名日期：每场比赛前一个月开始接受报名，比赛周的前一周截止报名，超出日期将加收 30%的报名费。
缴费方式：可汇款至：
开户名称：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农行上海市松江区天马分理处
帐号：03852110040000519
（汇款后，将汇款凭单截图发送至邮箱：yangyanxue@lsracing.cn,并注明参赛人、联系方式）或直接至上
海天马赛车场缴纳报名费。
摩托车报名事宜可经由上海 51 赛车俱乐部进行，上海 51 赛车俱乐部联系人：杨骏 13918374888。
摩托车超级组报名事宜可经由夺标车队进行，报名联系人：张子彦 13003635559。
7.2 比赛报名费：
房车 D 组（1.0-1.4 组）全年三场，单场￥1,500 元/场。
房车 C 组（1.41-1.6 组）全年三场，单场￥2,000 元/场。
房车 B 组（1.61-2.0 组）全年三场，单场￥2,500 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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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 A 组（2.01-3.0 组）全年三场，单场￥3,000 元/场。
房车公开组全年三场，单场￥3,000 元/场。
摩托车 MINI 组全年三场，
，单场￥1,200 元/场。
摩托车超级组全年三场，单场￥1,800 元/场。
摩托车 Honda 150CC 报名费￥1,500 元/场，300CC 报名费 1500 元/场。
Honda 300CC 组开赛前 30 天接受报名。
所有报名者必须在报名截止前向大会提交报名表（报名表须附免冠 1 寸照片 1 张），并缴纳所需的费用。
一旦确认报名，不得退出，中途退出者将不退还任何费用。
7.3 房车车队报名：房车赛事以车队名义报名参赛的须缴纳车队注册费用￥5,000 元/年。车队注册及报名须
在第一场赛事开始十天前完成，超出日期将加收 30%的宣传费用，17 年天马论驾接受个人报名，个人报名
将按照车辆排量归到相应组别，不另设个人奖杯和奖金。2017 年大会将拒绝接受与大会赞助商属同类产品
的商家命名或冠名的车队注册及报名参赛，并保留对所有以商家的名义命名或冠名的车队收取额外注册费
的权力。
7.4 摩托车车队报名：摩托车赛事以车队名义报名参赛的须缴纳车队注册费用￥3,000 元/年，车队注册及报名
须在第一场赛事开始十天前完成，超出日期注册的车队将加收 30%的宣传费用，17 年天马论驾接受个人报
名，个人报名将按照车辆排量归到相应组别，不另设个人奖杯和奖金。大会将拒绝接受以与大会赞助商属
同类产品的商家命名或冠名的车队注册及报名参赛，并保留对所有以商家的名义命名或冠名的车队收取额
外注册费的权力。
7.5 无论房车或摩托车，如同场发车比赛，同场发车比赛的各个组别报名参赛的车辆总和房车不得超出 25 辆，
摩托车不得超过 30 辆，以报名参赛的顺序额满即止。
7.6 车队报名时须填写并提交完整的车队注册表、车队和车手简介、车队成员照片及参赛车辆照片。
7.7 保险：房车单场保费为每人￥270 元/场，房车的保险赔偿限额为人身意外伤害险人民币 30 万元，附加医
疗险人民币 2 万元，免赔额为人民币 100 元。港澳台地区和外籍人士，大会只提供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
的服务，不提供购买人身意外伤害医疗险的服务。报名车手享有的保险期限仅限从比赛日程第一天上午
的不计时练习开始至比赛结束或退出比赛时止。该项保险为强制性保险（摩托车单场保险 200 元/场，摩
托车的保险赔偿限额为人身意外伤害险人民币 30 万元，附加医疗险人民币 2 万元，免赔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7.8 报名者须为车队的所有成员购买同车手一样的保险种类和额度的保险。所有报名者必须接受天马论驾公约
和天马论驾相关的赛事规则、补充规则和规定等，并在其公约和本赛事补充规则上签名。不符合条件者大
会将不接受其报名。
7.9 所有报名参赛的注册车队须自备至少 1 名赛车女郎，并需在赛事周周五提供赛车女郎资料及全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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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女郎必须在赛事周日全程出现在赛车场并参与大会举办的相关活动。凡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将
取消该车队所有参赛车辆的成绩。
7.10 所有以车队名义注册并报名参赛的车队必须提供车队队旗方可注册并报名参赛。
7.11 大会可不接纳报名之赛车或赛员而无需给予任何理由。大会对报名接受与否的决定将是最终决定。不获
接纳之申请，其报名费将获全部退返。大会有权于截止报名后批准接受迟报名之赛员，经批准同意接受
参赛的赛员须支付加收 30%的报名费。
7.12 报名者如需更改车手，可在比赛前三天提出,无须任何费用。最迟必须在行政检验前提出，行政检验前提
出的须为相关更改须缴行政手续费人民币 300 元整。

8.

比赛组别

8.1

房车组：
2017 年房车采用发动机排量和马力决定比赛组别。
本赛季天马论驾-房车赛计划实施单一轮胎品牌规则，详细信息稍后公布。
凡采用涡轮增压车辆按额定排量的 1.6 倍计算（如 1.4T 涡轮发动机，按 2240cc 计算），并按此得数进
入相应组别。

8.1.1 房车公开组：
说明：不限车型，不限排量、马力，需赛车执照，可以使用光头胎。车辆限重为 1300KG(含车手)，序
列式变速箱限重 1400KG(含车手)，必须加装专业赛车灭火器、熄火断电开关，其他改装不限。车窗上
必须标明车手姓名、血型。
8.1.2 房车 A 组：发动机实际排量在 2100CC - 3000CC；
说明：不限车型，需赛车执照，使用指定轮胎。车辆限重为 1100KG（含车手），序列式变速箱限重
1130KG(含车手)，马力低于 260 匹，如果马力超过 10%低于 15%的加重 150 公斤。超过 15%则无
权比赛，必须加装专业赛车灭火器、熄火断电开关，其他改装不限。车窗上必须标明车手姓名、血型。
8.1.3 房车 B 组：发动机实际排量在 1610CC - 2000CC；
说明：不限车型，需赛车执照，使用指定轮胎。车辆限重为 1050KG（含车手），序列式变速箱限重
1080KG(含车手)，马力低于 180 匹，如果马力超过 10%低于 15%的加重 100kg。超过 15%则无权比赛
。必须加装专业赛车灭火器、熄火断电开关，其他改装不限。车窗上必须标明车手姓名、血型。
8.1.4 房车 C 组：发动机实际排量在 1500CC - 1600CC；
说明：不限车型，需赛车执照，使用指定轮胎。车辆限重为 950KG（含车手），序列式变速箱限重 980KG(含
车手)，马力低于 130 匹。如果马力超过 10%低于 15%的加重 100kg。超过 15%则上升比赛组别其他改
装不限。必须家装灭火器，车窗上必须标明车手姓名、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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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房车 D 组：发动机实际排量在 1000CC - 1400CC；
说明：不限车型，不需赛车执照，使用指定轮胎。车辆限重为 800KG（含车手）。马力低于 100 匹。如
果马力超于 10%低于 15%的加重 60kg，超过 15%则上升比赛组别。
8.2

特殊发动机和车辆参赛规则。
说明：部分特殊发动将提升一个级别参赛。如 K20，K24，F20，F22 等发动机。
CTCC 退役车辆参加天马论驾赛事，将按照原排量上升一个组别。

8.3

摩托车组

8.3.1

MINI 组

8.3.2

CBF150CCA+B 组

8.3.3

Honda 300CC 组

8.3.4

超级摩托车 A+B 组

2016 年天马论驾、全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分站各组别冠军车手不能参加 2017 年同组别的 B 组比赛。

9．

竞赛办法

9.1 每次同场发车比赛摩托车的最大容量为 30 辆，房车最大容量为 25 辆。
9.2 赛程：一次自由练习、一次计时练习、一个热身练习和一个回合决赛。
9.3 不计时练习为 20 分钟，车手可自行选择练习时间。
9.4 计时：
9.4.1 比赛使用电子计时系统，报名者及车手无权对计时系统提出抗议和投诉。
9.4.2 大会提供的计时设备是比赛成绩唯一的计时设备。
9.5 计时练习不低于 20 分钟，决赛发车顺序以计时练习的成绩排位。未参加计时练习或在计时练习中没有成
绩的车手可申请从最后一位发车。如有多名，则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9.6 房车比赛：房车 A 组、B 组、C 组、D 组和公开组每个回合的决赛均为 15 圈。
9.7 摩托车比赛: MINI 组和 Honda 150CC(A+B)组每个回合的比赛圈数为 12 圈，Honda 300CC 组每个回合的
比赛圈数为 15 圈，超级摩托车组每个回合的比赛圈数为 18 圈。
9.8 当排在第一位置的车手完成全部该比赛规定圈数并冲过终点线时，将出示摇动的方格旗，所有赛车全部
通过方格旗表示该回合比赛完全结束。

10

发车信号灯

10.1 比赛发车以发车信号灯为准，五盏红色信号灯同时亮起，之后同时熄灭标志比赛开始。任何在红灯没有
熄灭前移动车身或在编队圈结束后前轮停车越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抢发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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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重新起跑：
10.2.1 如赛道由于发生事故而被阻塞，或由于天气原因及其它原因给继续比赛带来危险，赛事主管可以下达
暂停比赛的指令，在所有裁判站出示红旗。
10.2.2 当红旗信号给出时，禁止超车，维修区出口将关闭，所有赛车必须在红旗情况下减速慢行到发车区，
领先的赛车在发车位上停车，所有赛车必须双排停在发车区的发车位内。暂停比赛信号给出后进入维
修区或从赛道上将赛车推入维修区的车手将被面对罚时处罚。任何在中断比赛信号给出前进入维修区
的车手将不予处罚，并可以返回赛道。这些赛车可以在恢复比赛前或恢复比赛后，根据维修区出口信
号灯指示，在所有赛车通过维修区出口时返回赛道。
10.2.3 在中断比赛信号给出后所有赛车停在发车位内，安全车将在红旗线和领先的赛车之间。此时，计时系
统不停止工作。各车组可以进行赛车维修等工作，但不得加油。
10.2.4 一旦恢复比赛的时间确定，会立即通过倒计时信号牌通知各车组，在这种情况下将给出十分种的倒计
时信号，倒计时信号将包括 10 分钟，5 分钟，3 分钟，1 分钟和 30 秒，每个倒计时信号包括声音提
示。
10.2.5 出示 5 分钟的信号后，所有赛车的维修工作必须完成。在此信号后，如果赛车维修工作尚未完成，此
赛车只能从最后一个发车位发车或从维修区发车。
10.2.6 出示 3 分钟的信号后，所有车队人员和所有工具必须撤出发车区，每车可留下一名工作人员，直至 1
分钟信号出示，该工作人员必须马上离开发车区，同时赛车必须起动引擎。如车手在出示 30 秒信号
牌后需要援助，必须举手示意。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该排的裁判必须摇动黄旗警告其后面的车手。
10.2.7 如果比赛不能够恢复，比赛成绩将按照出示红旗前一圈计算。
10.3

安全车：

10.3.1 安全车两侧有“安全车”字样，有熟悉赛道的车手驾驶
10.3.2 在发车前 15 分钟，安全车将停放在所有发车位前的位置上，出示 5 分钟后离开发车位（除比赛在安
全车带领下开始比赛）
，在赛道上行驶一个完整圈返回到维修区，
（也可能会停在所有赛车的后面做追
击车）
，根据赛事主管的决定，如果有车手遭遇危险，而又不必要停止比赛时，安全车可以做“控制
比赛”的作用，当下达使用安全车命令时，所有裁判站会出示挥动的黄旗和“SC”字样的信号牌，直
至救援干预工作结束。
10.3.3 在比赛中，打开闪烁的黄色警灯的安全车从维修区进入赛道，无需考虑头车的位置，安全车一出现，
所有的赛车会追随其后，成单行，第一辆赛车与安全车保持 5 个车身的距离，禁止超车，除非安全车
发出信号。安全车出动后，赛车可以停留在各自的维修位上，只有在维修区出口亮起绿灯或绿旗时才
可以上赛道，当赛道上最后一辆赛车跟着安全车通过维修区出口后，且赛道上驶过维修区出口的赛车
驶过维修区出口 15 秒后，维修区出口才会亮起绿灯或绿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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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当赛事主管命令安全车撤退时安全车会时熄灭警灯，向车手表示这一圈结束后安全车会返回维修区，
安全车通过各裁判站后，收回黄旗和 SC 信号牌，之后出示一圈绿旗。当安全车撤离赛道，赛车接近
发车线时，发车区会出示绿旗或亮起绿色信号灯，在没有通过绿旗或亮起的绿色信号灯之前是禁止超
车的。安全车出现在赛道上所带的圈数计算在比赛圈数内。
10.3.5 在特殊的情况下，比赛也可以在安全车的带领下开始，这种情况下，安全车闪烁的黄色警灯将一直闪
烁到出示一分钟信号牌时，这表明比赛将在安全车的带领下开始，当起跑点出示绿旗后，安全车发车，
其他赛车将在跟随在安全车后，并与安全车保持 5 个车身的距离，没有编队圈，安全车一离开赛道就
宣布比赛开始。当安全车离开赛道后，起跑点将出示绿旗或亮起绿色信号灯，所有裁判站出示绿旗，
当赛车驶过绿旗前禁止超车。
10.4

安全车在发车区出示 5 分钟信号牌时闪亮顶灯代表比赛将在安全车带队的情况下进行行进式发车。这
种情况没有编队圈，所有安全车带队圈数计入比赛距离。所有赛车必须在安全车返回维修区并通过起
跑点摇动的绿旗后方可超车。

11

成绩评定方法

11.1 个人成绩按正式比赛的成绩分别评定名次。
比赛成绩按前十得分制：不足 6 台车的组别积分减半，不足 3 台车的组别不计积分。
三年内有参加过国家级比赛的车手只能领取单场奖杯，不计算单场及年度个人和车队积分。
做出全场最快单圈的车辆及车手，个人及车队积分均加 18 分。
前十得分制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积分

25

20

15

12

10

8

6

4

2

1

11.2 单场车队冠亚季军评定
个人参赛不单独颁发个人奖杯，只颁发本组别奖杯。
房车根据车队所有参赛车辆比赛得分的多少评定，前三名颁发车队冠亚季军奖杯一座（不颁发奖金）
。
摩托车只取车队前两名的比赛得分多少进行评定，前三名颁发车队冠亚季军奖杯一座（不颁发奖金）。
如积分相同，则以获得冠军次数多的车队名次靠前。如获得冠军次数相同，则以获得亚军次数多的车队
名次靠前，依此类推。
11.3 年度个人冠亚季军评定
房车年度取个人积分前八颁发奖杯（不颁发奖金）。
摩托车年度取个人积分前八颁发奖杯（不颁发奖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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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将根据每站的积分总和评定出年度房车、摩托车车队前五名
12

奖励

12.1 单场房车个人奖：每站取各组别的比赛前三名颁发奖杯（不足 10 人组别奖金减半，不足 6 人（含）的
不颁发奖金）
。
房车 D 组
冠军：现金￥3,000 元，亚军：现金￥2,000 元，季军：￥1,000 元
房车 C 组
冠军：现金￥10,000 元，亚军：现金￥5,000 元，季军：￥3,000 元
房车 B 组
冠军：现金￥10,000 元，亚军：现金￥5,000 元，季军：￥3,000 元
房车 A 组
冠军：￥10,000 元，亚军：￥5,000 元，季军：￥3,000 元
房车公开组
冠军：￥5,000 元，亚军：￥3,000 元，季军：￥1,000 元
年度车队第一名-奖金￥20,000 元+奖杯，第二名-奖金￥10,000 元+奖杯，第三名-奖金￥8,000 元+奖
杯，第四名-奖杯，第五名-奖杯。
12.2 摩托车个人单场取各组别前三名颁发奖杯，前三名奖金（不足 10 人的组别奖金减半，不足 6 人(含)的
不颁发奖金。）
MINI 组
冠军：现金￥1,200 元，亚军：现金￥800 元，季军：现金￥600 元
超级摩托车 A 组、B 组
冠军：现金￥5,000 元，亚军：现金￥3，000 元，季军：现金￥1,000 元
摩托车车队年度第一名-奖金￥10,000 元+奖杯，第二名-奖金￥5,000 元+奖杯，第三名-奖金￥3,000
元+奖杯，第四名-奖杯，第五名-奖杯。
12.3 大会将为各组别中所有第一年参加天马论驾的个人积分排名第一的新人颁发组别年度新人杯奖（不颁发
奖金）
。
12.4 不按要求按时参加现场颁奖仪式和新闻发布会的车手，大会将取消其所获的名次和所有奖励（包括奖杯
和奖金）。
12.5 上述所有奖金均为税前奖金，获奖车手和车队所获的奖金将由大会统一扣缴所得税。

13

广告及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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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所有参赛者必须接受大会的广告，严禁车手做出有损大会赞助商形象的行为。大会将视具体情况对违反
者处以警告、罚时乃至取消其所有比赛成绩及奖项的处罚。
13.2 所有参赛车辆必须使用和张贴大会统一提供的号码纸。
13.3 房车大会指定广告位：前车门两旁 50CM*50CM（高*长）位置，车头前引擎盖上 40CM*120CM（宽*长）位
置，前挡风玻璃上端 30CM*130CM（高*长）位置，车前后包围两侧 7CM*35CM（高*宽）位置，车前后部
牌照 16CM*45CM（高*宽）位置。
13.4 摩托车身大会指定广告位：所有参赛摩托车的车身两旁必须保留 100 平方厘米的位置用于张贴大会赞助
商广告
13.5 所有参赛车辆必须贴上大会所有赛事赞助商的广告，任何不张贴大会所有赛事赞助商广告的赛车将不
会获准参加赛事或取消其所有比赛成绩及奖项。
13.6 在赛车车体上预留给车队的广告位置将没有持别限制，但不能和大会的赞助商广告有任何冲突。大会
指定广告位的广告贴纸由大会统一提供。
13.7 车体广告，不能遮盖车身号码，也不能影响赛车的操作安全，亦不得有不良内容。若车手拒绝将不良
内容的广告除去，验车主管可不签发验车合格证。
13.8 在验车前全部广告都必须已贴于赛车上，人为损坏或遮挡广告者将取消其所有成绩及奖项。
13.9 参赛者、车队赞助商、车手及其他有关人员在报名参赛时已经同意所有的影视资料版权属于上海天马赛
车场。上述各方不可扣留版权，或将其转让给其它单位或个人。上海天马赛车场可选用任何在比赛中拍
摄的图片和影视产品做任何用途。
13.10 摩托车将根据车队报名分配 P 房。
13.11 房车车队全年一次性报名的车队，大会将优先安排 P 房。
13.12 房车赛前和赛后验车时所有车辆必须过磅和检验马力，赛前验车的重量、马力须与赛后验车的相符。
各组别前 5 名完赛后必须将车停在封闭区，由赛事总监同意方可离开，赛后车检不符合规格的车辆，
将被直接取消当场成绩，取消的成绩。

14

赛事规则/公告

14.1 天马论驾的赛事规则、补充规则、后增条例、赛事通告及最后指示以 STC 官方网站上的最新更新为准，
报名者在报名后就被视为已理解并接受天马论驾所有的赛事规则、补充规则、后增条例、赛事通告及
最后指示。
14.2 比赛期间，大会出示的赛事公告在大会公告栏一旦贴出，就视为所有的报名者和参赛者都已知晓。
14.3 关于天马论驾比赛分钟牌的解释和特别说明：接近比赛时，大会将依次出示 10 分钟，5 分钟，3 分钟，
1 分钟和 30 秒信号牌，每出示一种信号牌也将同时伴随声音警示。须要特别注意的是，大会出示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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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5 分钟，3 分钟，1 分钟和 30 秒信号牌，只代表比赛的一个程序，并不代表所出示的分钟牌就是
距离比赛正式开始的实际时间。
14.4 在每组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时，参加该组比赛的车辆必须停放在大会指定的停放区域，车手也须在此待
命，并听从召集裁判的指挥。大会有权取消不遵守该规定的车手的参赛资格。
14.5 赛事秘书处和大会公告栏位于维修区大楼 1 楼会所内。
14.6 维修区限速位置在维修区入口，有明显的白线和限速标志。维修区限速为 40 公里/小时。维修区出口设
在 2 号弯道位置。大会在维修区大楼靠近出口位置设有赛车等候区，此处信号灯和维修区出口信号灯同
步。维修区倒计时牌在等候区出示。
解除限速线位置在维修区出口（2 号弯道）信号灯位置，有明显的白线和解除限速标志。白线也是维修
区出口的标志。
14.7 维修区出口有一条约 50 米的赛道分界线。从维修区离开并进入赛道的赛车不得跨越此线。
14.8 通过维修区：被处罚的车手必须按照维修区限速驶过维修区才称为完成处罚，方可再次加入比赛。该
车手在见到“P”字牌和自己的车号起，最多可以驶完三个完整圈，然后按照维修区限速进入并通过维
修区接受处罚，在赛车驶出维修区后，罚时阶段宣告结束，赛车可以重新开始比赛。
14.9 维修区：
14.9.1 只有当维修区出口出示绿色信号灯时车手方可离开维修区。任何在红灯状态下从维修区进入赛道的
车手将被处以 1000 元罚款。当打开绿灯时，如果赛道上有其它赛车驶过，维修区出口裁判将手持蓝
旗或打开蓝色信号灯以示警告。维修区将分成两个部分，靠近维修区隔离墙的通道被称为“快行道
”，靠近维修车间的通道被称为“内部通道”，这里是比赛中唯一可以进行赛车修理的地方。各车
队的维修工作只允许在其维修车间门口进行。在练习和决赛中，只有在维修区出口 10 分钟牌出示后
，赛车才可以从维修车间驶出，所有赛车应在安全的前提下前往维修区出口等候， 否则将受到赛事
仲裁委员会处罚。 在“快行道”上不得摆放任何工具，车手坐在赛车内时，可以在“快行道”上短
时间停留。
14.9.2 允许车队的维修技师在赛车需要维护之前从维修车间迅速进入“内部通道”，并在完成维修后立即
离开“内部通道”返回维修车间并将所有工具、零件必须撤回维修车间内，赛车进站维修工作结束后
不得有任何维修技师滞留在维修区“内部通道”。
14.9.3 各比赛项目练习或比赛进行中，赛车可以在内部通道进行维修工作，其它人员一律不准停留在内部
通道上，否则将受到赛事仲裁委员会罚款或取消比赛成绩的处罚。
14.9.4 加油工作只允许在自由练习和排位赛后在维修区进行。
14.9.5 在练习或决赛期间，赛车如返回维修车间或驶进封闭停车场，表示正式退出比赛，不能再返回赛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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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证件

15.1 为了保证比赛顺利安全举办，大会为比赛设计了不同功能的各种证件。各种证件只能按规定进入指定区
域。参赛人员必须随时将证件佩带在明显位置，大会有权对不按规定使用证件者予以没收处理，没收证
件将被上交到仲裁委员会。
15.2 凡以车队名义报名房车比赛的每辆赛车最多可申领 1 张车手证、1 张车队计时员证、1 张比赛维修技师
证、1 张车队成员证，每个车队可以申领 1 张车队经理证。
15.3 凡以车队名义报名摩托车比赛的每辆赛车最多可申领 1 张车手证，每个车队可以申领 1 张车队经理证、
1 张车队计时员证、1 张比赛维修技师证、1 张车队成员证。
15.4 凡以车队名义报名参赛的每个参赛车队，大会只提供一个摄影记者证（每件反光背心须预先支付￥50 元
的押金）。车队邀请的媒体，需凭媒体证到大会新闻中心办理相关手续，领取证件、反光背心，并支付
每件反光背心￥50 元的押金。

16 车手会/车队经理会
16.1 大会将在行政检验后，或在比赛当天热身圈前，或在不计时练习或最后一次计时练习结束后，在指定地
点召开一次或多次车手会。所有报名者（或指定的代表）和具有参赛资格的车手都必须到会，无故缺席
者将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
16.2 大会将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一次或多次车队经理会，
所有以车队名义报名参赛的车队经理必须到会，
缺席者将取消该车队所有参赛车手成绩。

17

违例处罚
大会将依据赛例处罚违例者。以下为明确处罚条例，违反下列规例者，必须依照条款向大会缴付有关处
罚罚款。在以下条例所未明确指出的违规行为，将由仲裁委员会根据事实做出判断，仲裁委员会的决议
为最后裁决。
虽赛例已包括处分的细则，但如仲裁委员会认为有需要时，可加重处分。

序

违

1

不按证件限制规定使用证件

2

3

规

条

款

不执行比赛中仲裁委员会下达的罚时和罚通
过维修区等处理
在发生事故后，未经仲裁委员会批准，擅自
离开赛车场。

取消
成绩

罚时

其

它

没收证件，罚款 500 元
※

※

罚款 1000 元或禁赛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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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得使用与旗语相似的旗帜向车手发送消息

罚款 500 元

5

自由练习或者热身练习中黄旗超车

罚款 300 元

6

排位赛中黄旗超车的车手

5秒

罚款 300 元，罚时加入排位成绩

7

决赛中黄旗超车的车手

10 秒

罚款 500 元，罚时加入决赛成绩

8

三次黑旗除名不返回维修区

9

10

11

12

※

追加 1000 元罚款

如果赛车四个轮子完全离开赛道，经调查属于

罚款 500 元

违规行为的
维修区限速 40 公里/小时，超速 60 公里/小时

罚款 300 元或 500 元

之间，超速 80 公里/小时之间
在赛事流程内上赛道练习或排位或比赛时车

罚款 300 元

手装备不全者
任何在红灯状态下或非其组别练习或排位或

罚款 500 元

正赛时间从维修区进入赛道的车手
参赛者不得在维修区“内部通道”“快车道”

13

上随意标记分割线，不得使用一米栏、木箱等

违者罚款 300 元

将内部通道隔离
14

内部通道允许摆放高度不超过 3 米刀旗，距P

违者罚款 300 元

房不超 1 米距离

15

不遵守比赛规则对车身广告的规定

16

未按规定时间进行行政检验

正赛末位发车或罚款 300 元

17

车手缺席车手会

排位赛加罚 5 秒或罚款 200 元

18
19
20

比赛时赛车在赛道中逆向行驶（为了脱离危险
而必须逆向行驶时除外）

※

或※

或罚款 500 元

在维修区内使用发动机动力逆向行驶

罚款 500 元

在练习及比赛中未穿戴经赛会认定的赛服和

罚款 300 元

头盔

将被召回维修区打开车灯并罚款

21

下雨时，赛车后尾车灯不亮或未打开

22

抢发车

23

非法阻挡合理超车

24

漠视旗语

或※

25

在赛道上或信号区故意停车

或※

26

在维修区、维修车间等禁烟区吸烟。

27

从维修区进入赛道的赛车，迫使赛道上正在

500 元
10 秒

三次P字未回维修区，罚款 500 元
通过维修区
或罚款或罚时

或 30
秒
60 秒

或※

罚款 500 元
或罚款 500 元
或罚款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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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的赛车改变行车方向或发生事故
28

在计时练习中故意制造事故

或※

29

在不计时练习中故意制造事故

或※

30

在正式比赛中故意制造事故

※

31

在编队圈中练习发车

32

两次冲过终点旗

33

车场

或罚款 1,000 元

※

35

不参加颁奖仪式

※

36

马力、车重违规

或※

道，穿越赛道边沿线或维修区边沿线者

停止当天所有练习资格罚款 300 元

或※

在出动安全车时超车或做出危险动作

在练习和正式比赛中，车手不按规定使用赛

并罚款 500 元

维修道发车

34

37

18

没有在比赛结束后按照裁判要求返回封闭停

停止计时练习和当天所有练习资格

通过维修区

或罚款 1000 元，进入相应组别
30 秒

或通过维修区

赛事延期或取消
大会有权对部分或全部赛事进行延期或取消。若赛事延期或取消是在赛事开始前决定的，已缴报名费将
会全部退予报名者；
如赛事延期或取消的决定是在相关时间表已经如期执行启动后才做出的，相关报名费将不会退予有关报
名者。报名者或赛员无权向大会或赛事推广机构索取任何奖金和有关其参赛的支出及其他可能涉及的一
切费用。

19

抗议与上诉
如参赛者对其他参赛者不满，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提出抗议，但抗议内容必须写成书面材料（填写抗议书）
并连同抗议费人民币 3,000 元整通过赛事秘书处交至仲裁委员会。如果抗议内容涉及到比赛成绩，则必
须在大会初步成绩公布后 30 分钟内将抗议书和抗议费通过赛事秘书处交至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裁
决为最终裁决。
大会不接受针对计时设备和裁判的投诉。

20

颁奖

20.1 每组获奖的前三名车手需在本组比赛结束后 30 分钟内在颁奖区集结，过时大会将有权取消其一切成绩
以及相应的奖杯和奖金。
20.2 所有参加颁奖的车手必须佩带大会所要求佩带的帽子参加颁奖。大会有权取消不符合大会要求的颁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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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一切成绩以及相应的奖杯和奖金。

21

其它

21.1 对以上所有内容上海天马赛车场保留修改的权利。
21.2 如对本规则有任何更改或新增的内容，大会将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公布。
21.3 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天马赛车场所有。
21.4 所未涉及到的赛事规则和处罚将参照中汽联颁发的 2014 年蓝皮书执行。

上海天马赛车场
二○一七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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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旗号指示

下列之旗号将会在整个赛事中使用，旗号及颜色之释义如下：
蓝旗（挥动） - 随后有套圈车辆欲超车，应让出行车路线。
黄旗上有红色直条 - 小心路面有油渍。
黄旗（静止） - 危险！小心！不准超车。
黄旗（挥动） - 非常危险，不准超车，且预备随时需要停车。
此旗号可能连同黄灯或其它灯号一同显示。
黑旗 - 连同车辆号码（白色）显示于黑板上表示该号码之赛车在此圈后须立即返回修理站。
黑白旗 - 连同赛车号码于黑板上(只见于起跑点)警告有关赛手危险驾驶。
黑旗 - 中间有橙色圆圈连同赛车号码于黑板上(只见于起跑点)表示赛车有故障，必须在此圈后立即进入修
理站。
白旗 – 非常小心！救护车、维修车或大会车辆正在赛道上。
绿旗 – 赛道已畅通无阻。
红旗 - (在控制点及在观察站出现)表示赛事立即停止，所有赛车应小心驾驶，减速返回修理站，随时预备
停车。红灯可能同时亮起。
黑旗白格仔旗 - 表示赛事或练习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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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抗

议

书

赛事名称：

日

期：

比赛名称：

参赛组别：

请以正楷填写以下内容：
姓 名 ___________ 赛 车 号 码 __________

执 照 号 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车 队 名 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诉内容：

附 抗 议 、 投 诉 费 _____________

车 队 经 理 签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时 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回

受理投诉官员姓名：
受理投诉时间：

执

受理投诉官员岗位：
受理投诉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