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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参赛条件摩托车 

 
1.1 1000cc公开A组和600cc CL1组之改装不受限制，但须符合FIM 现有的安全规则。

除600cc CL2组外，其他组可使用比赛专用的无纹轮胎。 
 

1000cc  
 
公开 A 组 1000 公开组；量产四冲程，由 751cc 至 1500cc。 
 
公开 B 组 量产四冲程，由 751cc至 1500cc；必须依据国际摩托车联会(FIM 

SUPER SPORT) 规例改装作赛。 
 
600cc 
 
CL1 组 四冲程不超过 750cc。 
             
 
 

 
 
CL2 组 超级原产运动型 600cc，必须符合国际摩联(FIM SUPER SPORT 

600CC) 的规则。 
 

1.2 练习及比赛时，必须确保参赛摩托车符合规则。 
 
2. 参赛摩托车数量的限制 

 
每一回合参赛摩托车不能多于48辆。 

 
3. 摩托车规格 

 
参赛摩托车必须符合国际摩联的安全要求及下列各项规定： 

 
3.1 制动器 

每个车轮须设有独立制动器，并且运作正常。 
3.2  轮毂及轮胎大小 

轮毂之直径不可少于400mm (16寸)，赛车专用无纹胎只能用于参加1000CC和

600CC CL1组别的赛车。 
3.3  离合器杆及制动器杆 

离合器杆及制动器杆尾端须为球轴，其直径不能少于19mm (3/4寸)，可以是连接

400cc~600cc 4 冲程 4 汽缸 

500cc~675cc 4 冲程 3 汽缸 

600cc~750cc 4 冲程 2 汽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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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杆的一部份，亦可以是固定装置。 
3.4  挡泥板 

挡泥板必须依据原厂设计安装，并须与轮胎保持距离。 非原装挡泥板必须获车检

主管的批准。 
3.5  排气管 

排气管所排出的废气不能扬起尘土，或影响随后的车手。任何排放废物或多余的

油或气体的规定都必须这样做，以免影响其他车手。也不允许任何液体落在轨道

表面上。禁止有车油漏出，弄污赛道，导致影响其它车手。 
3.6 增压器及涡轮增压器 

禁止使用任何增压器及涡轮增压器。摩托车是否有装置增压器或涡轮增压器，由

车检主管做出裁决。 
3.7 转向车把   

转向车把两端相距不能少于450mm。车把距离中轴点的扭动角度不能少于二十度。

不论车把在任何位置，前轮皆不能与车身外罩有任何接触。摩托车须装有轪顶，

令车把与油缸相距不少于30mm，防止摩托车在制动时导致车手的手指受损。禁

止使用两部份插入式转向车把。 
3.8 脚踏 

脚踏的位置不能比两轮的水平圆心点高出50mm（2寸），亦不能置于后轮圆心垂

直线后。脚踏的位置必须使赛员易于接触其它控制器/板。脚踏的尾端须成球形，

半径不少于8mm（3/8寸）。比赛时，车手须将双腿放置于脚踏上，否则将被取

消资格。 
3.9 车身号码 

所有组别的背景颜色和字体(数字)都是白底带深色数字或黑底带明亮数字。  
 
前方号码的大小为： 
最低高度   : 140 毫米 
最低宽度   : 80 毫米 
字体宽度   : 25 毫米 
号码之间的最低距离: 10 毫米 
 
所有旁边号码的大小为：  
最低高度    : 120 毫米 
最低宽度    : 70 毫米 
字体宽度    : 20 毫米 
号码之间的最低距离: 10 毫米 
 
号码必须以以下方式黏贴在摩托车上： 
在车头，整流罩的中间或者稍微偏向一侧；号码必须在中央。  
整流罩的两侧各一个，或者在整流罩下端的后方，号码必须在中央。 
 
如果号码的合法性出现争议，技术总监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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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摩托车须废除电动起动发动机之功能，脚踏起动亦须拆除。 
3.11 原厂生产街车组必须使用标准为”H”或以上的街胎。 
3.12 雨胎–当比赛被宣布为雨地比赛时，对使用的轮胎类型将没有限制。 
3.13 所有机油入油口及排油塞须设有钢丝锁。 
3.14 后视镜及后座位的脚踏必须拆除。 
3.15 大架及边脚架均须拆除。 
3.16 四冲程摩托车必须安装防止机油及水流到跑道上的装置。此装置形同下扰流器，

安装于发动机之底部。当发动机出现故障时此装置能容纳由摩托车发动机所排放

的机油及泠却用水。装置的容量应是摩托车内的机油及泠却用水总和的50%，或

最小不少于5公升。此装置的后方开口点应比装置的后方最低点高出最少50mm。 
3.17 后车尾灯 

所有摩托车必须车后部安装正常工作的红色车灯。在能见度差（即雨，雾和雾）

时，摩托车进入赛道上时仅必须打开。 当“LIGHTS ON”指示牌在开始或结束

线出示时，所有赛道上的车手必须打开车尾灯。所有灯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a) 照明方向必须与摩托车中心线（摩托车运行方向）平行，并且从摩托车中心

线左右两侧至少15度后方清晰可见。 
b) 后车尾灯必须安装在座椅/后车身末端附近，并且大约在摩托车中心线上，以

及安装在技术总监批准的位置。 如果对安装位置或可见性存在争议，技术总

监的决定将是最终决定。 
c) 输出功率/发光度约等于：10  -  15（白炽灯），0.6  -  1.8 W（LED）。 
d) 输出必须是连续的 – 在赛道上禁止使用闪烁的安全灯，当维修区限制器激活

时，在维修区内中允许闪烁。 
e) 电源可以与摩托车分开。 
f) 最小尺寸为4厘米×1厘米，最大尺寸为8厘米×6厘米。 
g) 技术总监有权拒绝任何不满足此安全规定的灯光系统。 

 
4. 生产组摩托车包括下列： 

本条文只适用于生产组车辆使用。 
所有未经批准或没有在本条文中列明的改装均列为不合法改装。  

 
4.1 生产组摩托车只可作若干改装: 

参赛摩托车必须在过往五年内可在香港、澳门及中国代理商购买的大量原厂生产

街车。赛会不接纳赛车型摩托车，如对参赛摩托车资格有任何争议，以车检主管

的裁决为准。 
4.1.1 参赛摩托车只能作以下列改装: 

发动机缸径与冲程必须符合原厂的规格，不能作任何更改。化油器的喷嘴大小可

以改动。 
4.1.2 机件装置及其护罩可以拆除。 

4.1.2.1 车头灯及其护罩可以拆除。 
4.1.2.2 车尾灯及车牌可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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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停车灯制必须拆除或将其线路截断。 
4.1.2.4 转向灯号可以拆除。 
4.1.2.5 转向车把可以改动，但新的转向车把必须装于原位，并须符合国际摩

联(F.I.M.)的规则。 
4.1.2.6 后悬挂避震器型号没有限制。 
4.1.2.7 车轮料可自选， 但大小须符合原件尺寸。 
4.1.2.8 二冲程发动机摩托车，可采用汽油及机油预先混合，油泵可拆除。 
4.1.2.9 可选用其它类别的传动齿轮。 
4.1.2.10 可以安装辅助转向调节器，但须符合安全准备。 
4.1.2.11 摩托车须废除电动起动发动机之功能，脚踏起动亦须拆除。 
4.1.2.12 灭声器的牌子及型号没有限制。 

4.1.3 制动 
4.1.3.1  制动皮可更换使用任何制造商的品牌。 
4.1.3.2  制动喉管所用之物料不受限制。 
4.1.3.3  制动器之总泵没有限制，可使用任何制造商的出品。 
4.1.3.4 制动碟只要是和原厂制造之直径一样，可使用任何制造商的出品。 

4.2 轮胎须用街车轮胎（无纹轮胎禁止使用），可选择任何的品牌。轮胎之大小和宽度

必须和原厂所提供之轮胎相同。可用扰流罩，但其必须为摩托车整体的一个部份，

而不是作为可选择的配件。是否拆除车头小灯的扰流器由车手自行决定。 
4.3 原厂入气风箱不得作任何改装或拆除，放油口可以封上。风隔可拆除，安装风隔的

所有附件可做出改装或拆除。一切有关的改装不能影响或改变化油器的任何部分。

车检生管的决定为最后决定，车手不得抗议。 
4.4 更改其它零件及配件(包括发动机、车架、前悬挂系统，摇动臂、车轮、制动器踏板

及拉杆传动装置，脚踏及坐位)必须保留原厂装置。 必须装有安全熄火设施。 
 
5. 车重： 

最低车重 
 

公开 A 组 751cc 至 1500cc 161 公斤 

公开 B 组 751cc 至 1500cc 161 公斤 

CL1 组 600cc 4 汽缸 161 公斤 

675cc 3 汽缸 161 公斤 

750cc 2 汽缸 161 公斤 

CL2 组 超级原厂运动 600cc 161 公斤 
 
重量为摩托车净重，不含汽油，车检称重前可将水箱加满。在比赛结束后车重不能低于车重最

低要求，赛后车检时车必须从赛道进入验车区，不得做出任何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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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噪音测试 
 
练习后、赛后及验车时，会对赛车进行噪音测试，以国际摩联(F.I.M.)的规则为依据做出测

试。 
车检和赛事主管可在不同时间要求进行噪音测试。不同组别摩托车须达到下述噪音测试要求。 
 

  赛前或计时练习后 110 分贝。 
 比赛后加 3 分贝，即 113 分贝。 
 

7. 轮胎 
 

参赛者必须在已经公布的官方轮胎供应商处以购买的方式获得参赛轮胎（干胎及雨胎）。每场

赛事自官方练习开始需使用轮胎供应商标记过的轮胎，使用数量不限制。预车检中，轮胎供应

商及车检裁判将给轮胎标记。 
 
所有官方练习、排位赛及比赛中不使用标记轮胎的赛车将不允许进入赛道并取消成绩。 
 
参赛者需要预留车身的指定部分作为指定品牌轮胎的官方广告位（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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