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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总则 

1. “苏沃洛夫突击”是国际军事竞赛的比赛之一（以下简称“比

赛”），是各国武装力量步兵战车乘务员之间一项应用比赛，涉及驾驶步

兵战车的技巧，装备时的行动和使用步兵战车标准武器和附加武器的射击

精度。比赛旨在确定步兵战车的最佳车队，参赛队伍和最佳专家。 

2. 比赛是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与表示愿意参加比赛的外国国

防部门负责人的决定，在国际陆军运动会的框架内举行的。 

3. 比赛可以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举行并可以在其他国家领土上举

行。为在另一个国家领土上举行比赛，该国家应具有特定的安装好的道路

和基础设施。比赛在外国领土上举行时，其组织，准备和进行的程序应在

规划会议上商定。如果申请在其领土上举行比赛的国家不执行本条例的要

求，参赛国家的委员会在检查准备就绪时，可以决定将竞赛场地转移到俄

罗斯联邦或其他国家领土，应该与国际军事竞赛组织委会协调。 

4. 比赛地点的决定由国际陆军运动会的组委会决定。竞赛所需的

教育，物质基础和基础设施的目标的直接准备交由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

联合战略司令部负责，竞赛资金将由该联合司令部主持。在另一州的领土

上举行比赛时-前往接收方的国防部。物件的准备工作必须在比赛开始前

至少两周完成。 

竞赛的官方语言为俄语，英语，如有必要，还提供竞赛所在国家的

语言。 如有必要，翻译由举办比赛的国家提供。 

5. 比赛的筹备和进行的一般管理交由俄罗斯联邦陆军总司令负责。 

6. 《比赛规则》是一份文件，其中定义了比赛及其裁判的程序，

条件，裁判委员会的结构和从属地位，裁判委员会成员的权利，其职责以

及与比赛期间裁判相关的其他问题。 《比赛条例》规定，所有被任命组

织，进行和参加比赛的官员必须严格遵守比赛规则。本法规及其中的变更

已获得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地面部队总司令的批准。 

 

7. 为控制准备目标的过程，建立筹备委员会。该筹备委员会应包

括国际比赛联合会的成员，至少有三名比赛组织者的代表，至少有三名俄

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联合战略司令部的代表。该比赛由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

联合战略司令部资助。 

俄罗斯联邦陆军总司令审议并批准关于筹备委员会的组成和任命筹

备委员会主席的建议。 

筹备委员会在准备目标时间内一直进行系统检测，检查目标是否符

合该规则并向筹备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工作结果。 

8. 为了解决比赛的全面支持和进行的问题，成立了比赛的组织委

员会。组委会的组成，成立和开始工作的条件，取决于举办当年国际军运



会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行政管理官员的职责。比赛由比赛组委会的

负责人和比赛的首席裁判共同决定。 

比赛组委会的首长和参谋长由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地面部队总司令

部任命，组委会的组成由俄罗斯武装部队联合战略司令部任命联邦。 

在指令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组委会负责人与组委会一起，从俄罗斯

武装部队联合战略司令部的负责官员那里接受了根据本条例举行比赛所必

需的物品。举办比赛的资金来源的联合会，并准备接受证书并向国际陆军

运动会组委会主席提交有关比赛设施准备情况的报告。 

如果设施在确定的日期之前尚未完全准备就绪或不符合本规章的要

求，则组委会将批准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地面部队总司令的建议，以完成

培训。 

签署比赛对象的接受证书后，按照本条例维护比赛以及为比赛提供

全面支持的一切责任均由比赛组委会承担。 

如果在外国领土上举行比赛，则由东道国任命组委会的组成，此外，

还任命了“比赛副组长”一职。俄罗斯联邦陆军总司令部的官员，在比赛

过程中有权控制本规定的所有要点，并向国际陆军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主席

提出抗议比赛参与者的全面提供方面的差异以及举行比赛程序中的其他不

一致之处。 

9. 参赛队组成。共 21 人，其中领队 1 人、裁判 1 人、教练 1 人、

队员 12 人（4 个车组，其中 3 个参赛车组、1 个备用车组、保障人员 6 人。 

为了获得比赛的技术支持，派遣方在参赛队伍总数之外分配了一个

技术支持小组（6 人）。为了确保队员在外国领土上的工作，还补充任命

两名翻译，一名心理学家和一名医务人员。 

如果参赛队到达的人数超过该规则规定的人数，则为附加的代表团

成员提供全面服务的全部费用由派遣方承担。 

参赛队在规则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到达东道国领土。如果参赛队在规

定的日期之前和未经接受方同意的情况下到达东道国领土，则到规定日期

前，代表团成员提供全面服务的全部费用由到达方承担。 

10. 举行比赛的国家不迟于莫斯科进行国际军事竞赛开幕式前 14

天，完成自己的队员在比赛主要场所（设施）上训练和准备工作。 

如果国家不满足这个条件，本国所有队员都会被惩罚一个圈， 训

练一天为一个罚圈，不算所有的参赛国家队根据比赛计划准备日期。 

11. 所有队员，包括举行比赛的国家队，在准备和举办比赛时间内

在一起住、吃饭、移动、训练、存放装备。不满足这个要求的国家将被视

为未参加比赛。 

禁止车队或个别成员每两年参加一次以上的比赛。 不遵守这个要

求的车队得一罚圈。为了证实军人遵守这个规则，队员在到达比赛场地后，



用比赛语言（俄语，英语，举行比赛国家的语言）交换人员的名单，并附

上军人的（9×12 毫米）照片。 

12. 各国参赛队应严格按照比赛日程安排准备比赛、参加活动。 

在最后规划会议上，接收方向参赛队交给比赛主要和备用路线上队

员训练的时间表，通知各国将战斗车武器带到正常战斗和装备保养的时间

和地点，显示人员和设备的位置。 

13. 比赛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 “单 车 赛”； 

第二个阶段为 “接 力 赛”。 

14. 优胜者（获奖者）： 

“单 车 赛”阶段：有通过赛道最短总时间的车组获胜; 

 “接 力 赛”阶段：有通过赛道最短时间的参赛队获胜; 

参赛队最终成绩为通过赛道用时加上罚时； 如果成绩相同，则罚

时（罚圈）少者排名靠前。 

 

II. 比赛的资助者，参加国和参加者 

15. 比赛主体为 

组织者： 

对比赛的筹备和举行进行总体管理； 

批准比赛的评审委员会； 

根据该规则和举行比赛的程序在裁判员之间分配职责。 

参加国： 

派出团队去参加该比赛。在派出团队时，各国任命参赛队伍负责人。

负责人的职责为：确保参赛队伍参加比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比赛的阶段，

颁奖仪式，体检以及在比赛举行的地方和生活区遵守纪律，对自己参赛队

伍的军事人员到达阶段的起点进行检查。 

参加者： 

参赛队伍的军事人员，裁判，教练，队伍的负责人（代表），医生

和其他被确认为比赛规则的参与者。 

16. 竞赛过程中产生的竞赛主题之间的关系受本规章的约束。 

17. 比赛的参赛者必须了解并遵守本规则，以表示对对手，裁判和

观众的尊重。 

III. 评判比赛 

18. 为了裁判，建立一个裁判组，一个仲裁员小组，一个技术委员

会，技术和辅助人员。 

裁判委员会是一群知识渊博的官员 

比赛的技巧和技能，确保比赛按照规则进行，为参赛者创造并监督

平等的条件，并对结果进行客观评估。 



评审委员会包括： 

首席法官； 

副首席大法官； 

负责实际行动的副首席法官； 

秘书处首席秘书； 

评委 

录像回放助理首席法官-技术法官； 

现场裁判； 

技术工人； 

技术委员会。 

裁判委员会在比赛中应遵循比赛规则。此外，可以根据裁判长的决

定任命所需数量的代表和助理进入裁判委员会，以确保首席裁判长可以决

定是否参加比赛。裁判长不参加裁判委员会的投票，也无权参加投票。 

19. 所有参赛队伍的裁判员到达比赛现场后，所有的裁判员参加裁

判委员会第一次（带原则的）会议。该回忆的时候，通过公开投票（通常

由东道国的多数票）选举总裁判员。 

比赛的总裁判员隶属于国际军事比赛的总裁判员，负责为确保比赛

的完全遵守本规则，比赛裁判委员会的工作，计算比赛结果的客观性和正

确性，接纳参加者的合法性。 

所有裁判委员会由比赛总裁判员主持。只有其参赛队伍参加比赛的

阶段或一场的裁判员才能考虑比赛的结果。 

总裁判员必须： 

领导竞赛裁判委员会的工作，按照竞赛规则管理竞赛的组织和进行； 

监督进行比赛的正确性，检查裁判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履行其职责； 

及时将比赛程序的所有变更通知裁判； 

考虑抗议并亲自做出决定，或将其提交竞赛裁判委员会讨论； 

批准比赛结果； 

在比赛准备过程中对比赛的官员进行监督； 

与比赛的裁判委员会一起举办课程和研讨会； 

监督抽签； 

举行裁判委员会会议； 

控制比赛各个阶段的报告准备，确保向比赛的组织委员会提交最终

文件； 

批准确定才赛队伍参加比赛的顺序并确定各个阶段的结果和最终结

果的协议和其他文件； 

不干扰裁判员走到目标，以便进一步控制火灾的结果； 

在比赛期间提供客观公正的判断。 

总裁判员有权： 



更改比赛时间表； 

如果参加者允许严重违反安全要求，身体检查过程中发现血液中含

有酒精或麻醉品（精神药物），是无礼的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准备不足，总

裁判员有权认为这样的参加者不合格。 

罢免不履行职责的裁判员； 

在一场或裁判员会议时，有权用视频再观看一场（阶段），以便对

有争议（复杂）的问题做出决定； 

  撤销任何裁判员的决定。 

在没有义务保障的情况下，总裁判员被禁止举行比赛。 

总裁判员与比赛的组织者共同签署一项法案，表明即将举行的比赛

的训练场，场地，库存，设备，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准备情况。 

在准备参加比赛的参赛队伍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在

举办之前解决。 

如果出现任何争议性问题，竞赛总裁判员将听取竞赛特定阶段的裁

判员报告和现场裁判员的报告。总裁判员将研究视频和摄影资料，录音资

料，然后确定实际情况。如果争议性问题仍未解决，总裁判员将组织一次

公开投票，由裁判委员会成员进行投票，而总裁判员和实际行动副裁判员

将不参加公开投票。在选票一样多情况下，有关问题的决定将由总裁判员

作出。 

20. 如果对比赛结果有争议，每个参加比赛的团队都有权提出上诉

（附录 6）。 

比赛结束后 4 个小时之内，申诉将在比赛当天提交给评委。小组组

长准备有适当证据的书面上诉。 

首席法官根据上诉要求，在法官小组内组织有关上诉主题的讨论，

并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检查所提供的证据，检查视频，照片和音频材料，

进行彻底的分析，聆听阶段仲裁员的报告，并根据所有事实做出决定。 

如果司法委员会无法做出一致决定，则比赛的首席法官应将上诉转

发给国际陆军运动会的首席法官。 

21. 从参赛队伍的裁判员中选出比赛的副裁判员。如果裁判员委员

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跟总裁判员国家参赛队伍有关或总裁判员有充分的理

由缺席，副裁判员主持会议。副裁判员担任比赛的总裁判员，以本规则中

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为指导。 

22. 从东道国任命一名负责实际行动的副首席法官，该大法官隶属

于比赛的首席法官，负责比赛的现场仲裁员的工作以及比赛对象的全面准

备工作。准备期间的比赛路线 

并举行比赛，比赛的副首席法官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了解比赛规则； 



组织比赛的现场仲裁员任命的人员及时到达，收集并派遣到永久部

署的地点； 

根据比赛规则，克服障碍的程序，参赛者执行消防任务以及根据参

赛队通过比赛路线要素的结果发出信号，与现场裁判一起上课； 

根据本规章的知识从实地仲裁员的工作中获得补偿； 

监督现场裁判的出现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设备； 

在每场比赛之后，按照规定组织比赛路线目标的对齐； 

在比赛每一天的第一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并在必要时派一辆安

全车检查赛道，完成赛道检查后，向比赛总裁判长报告赛道情况。准备比

赛开始。 

23. 为掌理裁判员委员会的文件任命秘书处和秘书长。 

秘书长必须： 

做好裁判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与总裁判员一起进行参赛队伍的抽签和阶段顺序的抽签，并记录抽

签的结果； 

拟定参加者的顺序； 

装璜比赛总裁判员的命令和决定； 

接受申请，进行注册并将其移交给比赛的总裁判员； 

记录裁判文件； 

管理秘书处的工作； 

通过比赛总裁判员的许可向媒体传播信息； 

准备比赛的报告文件。 

24. 法官由与会团队的一名代表任命，所有法官的票数均等，并享

有参加投票和作出决定的平等权利。一位在比赛领域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

被任命为法官。他向比赛首席法官汇报并回答 

为了判断的客观性和比赛结果计算的正确性。 

法官的组成在第一次和以后的计划会议上确定，并且必须由最终计

划会议最终确定，在此期间，主办方必须按照组织评审的顺序与法官进行

理论和实践课。这些规定。 

比赛的组织者应在比赛开始前的五天之内，由比赛的组织者向比赛

的组织者颁发确认其资格的法官证书，这是比赛的首席法官与法官一起举

行了最后一堂课，并根据所学知识获得学分的认可在计划制定的时限内制

定《竞争条例》。如果参加竞赛的申请迟到，并且团队无法参加最终的计

划会议，则在到达竞赛之后，将分别与此类团队的法官一起上一堂课。 

法官有义务： 

了解比赛规则； 

监督比赛的正确性和客观性，法官，现场裁判员的正确表现以及比

赛的行政管理以及比赛结果的计算； 



以合格和公正的方式进行裁判，排除可能导致比赛结果失真的错误，

以客观，及时的方式解决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在大赛首席法官的指导下参加大赛评审委员会的会议； 

考虑结果，进行抗议，并集体（委员会）做出决定，或将其提交至

大赛裁判委员会一般投票； 

戴上带有裁判标志的裁判袖标（臂章）； 

比赛各阶段（比赛）结果的签名声明和协议。 

法官有权： 

评判比赛； 

参加竞赛评审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讨论； 

与直属上司达成协议，让其他员工解决分配给他的任务； 

要求并从参加团队的负责人那里收到必要的信息和文件； 

参与有关履行职责的问题的讨论； 

比赛结束后作为裁判委员会的一部分检查目标； 

大赛管理层的要求，以协助执行公务。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裁判都必须以专业的态度行事。 

在比赛中，裁判被放置在指挥所之间，彼此之间有指定距离（允许

翻译）。禁止裁判与局外人讨论与裁判有关的问题。 

裁判绝不应该对裁判，组织者，教练，参与者等发表负面言论。 

他必须始终遵守道德规范。 

比赛开始之前，期间或之后，法官不得讨论自己的分数，得分原则

或观点。 

在评审过程中，所有联系都只能通过主裁判进行。所有有问题的问

题都应通过比赛的首席法官来机智解决。 

所有法官在工作期间均应遵循以下准则： 

禁止使用竞赛规则未规定的视频设备，音频设备和摄影设备； 

在考虑有争议的问题时，请使用竞赛组织者正式提供的材料。 

严格禁止： 

与竞争对手，教练和任何使用电子设备的人的任何联系； 

向比赛参与者发出任何信号； 

对参与者的偏爱的任何表现。 

在担任法官工作时对某人的不礼貌或粗鲁无礼的行为，将导致审判

委员会立即将其排除在外，而无权由另一人代替。 

25. 为了迅速解决跟杀伤目标和克服障碍有关的有争议的问题任命

技术裁判员，他为总裁判员的视频助理员。他负责应比赛总裁判员的要求，

提供照片和视频材料，使裁判员能够根据克服障碍顺序和杀伤目标造成的

结果客观地判断有争议的问题。观看视频材料（摄影材料）的命令由比赛

的总裁判员发出，观看结果的决定由总裁判员通过普通投票决定。 

https://bkrs.info/slovo.php?ch=%E5%85%8B%E6%9C%8D%E9%9A%9C%E7%A2%8D
https://bkrs.info/slovo.php?ch=%E5%85%8B%E6%9C%8D%E9%9A%9C%E7%A2%8D


技术裁判员必须： 

了解比赛规则并以此为指导； 

按照总裁判员的要求，观看有关阶段的视频材料或摄影材料，根据

比赛规则对其作出决定。 

应比赛总裁判员的要求，向他提供该阶段的视频重播（摄影材料），

以供观看并做出决定。 

26. 现场的裁判员（线，障碍物）是从官员中任命的。他服从竞赛

副主任大法官的实际行动，并负责竞赛参赛者准确满足安全要求，并按照

规定的条款遵守克服节（线，障碍）的既定程序竞赛规则，及时向竞赛项

目汇报竞赛参赛者克服赛段（线，障碍）的结果。 

现场裁判员必须： 

a）比赛开始前： 

研究程序和竞赛规则； 

检查比赛场地（线，障碍物）的准备情况， 

符合《规章》的要求； 

具有良好的工作状态无线电通信，标志信令，信令方式，并准备立

即使用。研究并了解比赛官员的呼号，通信手段的程序，在您的无线电网

络中组织通信； 

根据比赛规则，对参加比赛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射击和驾驶的顺序

进行观察； 

检查障碍物上是否存在用于放置杆，指针，桩的模板，是否存在备

用杆（指针）； 

向竞赛副主任报告有关准备阶段开始的实际行动； 

b）在比赛中： 

保持比赛参与者在自己的障碍下克服障碍的结果的记录； 

通过交流（或使用信号旗，信号手段）及时向指挥所报告比赛参与

者克服障碍的结果； 

填写比赛参赛者克服障碍的记录； 

及时恢复受损的障碍物，约束哨所，指示物（钉子）； 

如果竞赛参与者违反安全要求，则应将此事实报告给竞赛首席法官，

并按照收到的指示行事； 

c）比赛结束后（在战斗车辆越过障碍物之后）： 

向评审委员会报告比赛参赛者克服障碍的结果； 

在障碍物，其元素或比赛距离的一部分损坏的情况下，组织障碍物

的恢复（比赛轨迹）。 

任何时候，在执行特殊任务时，现场裁判员的着装和装备必须符合

《比赛规则》。 



27. 为了确定设备故障和故障的原因，以及专家解决与比赛期间使

用武器和军事装备有关的争议性问题，成立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包括

军事装备和武器制造商的专家（专家组），以及各个参赛队伍一名代表。

技术委员会的组成在裁判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得到批准。 

技术委员会在比赛总裁判员的指示下，检查参加比赛的武器和军事

装备是否符合比赛规则的要求。 

如果设备样品出现故障（拒绝，损坏，延迟），则技术委员会在获

得比赛总裁判员的许可下，前往故障发生地点，以确定故障原因（拒绝，

损坏，延迟）。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结果通过裁判委员会会议之前装潢为法案，由技

术委员会成员签署，并在裁判委员会下次会议上提交给竞赛总裁判员。该

法案由竞赛秘书处负责人连同裁判委员会会议记录一起提交给本案。 

裁判委员会考虑了技术委员会的法案后，决定乘务员是否参与故障

（拒绝，损坏，延误）的发生。 

28. 为解决车队在比赛中犯下的违规行为，任命了技术工人，负责

监测车队通过路线，保持路线通过结果的适当记录并保持适当的记录。及

时将其交付给竞赛秘书处。 

29. 进行比赛时在指挥所有： 

总裁判员； 

副裁判员； 

实际行动副裁判员； 

技术裁判员； 

裁判员； 

技术工人，人数为参加阶段队伍的人数 

翻译人员（如有必要）； 

广播制作人； 

视频运营商（由广播制作人与比赛的总裁判员达成协议)； 

比赛评论员； 

比赛组委会负责人； 

交流比赛负责人助理； 

导弹和炮兵竞赛负责人助理； 

维修和疏散小组负责人； 

技术委员会的代表； 

该靶场内的一组航空飞行管理； 

高级射击领导人； 

值班医生（军医士）； 

气象台负责人； 

警戒线的领导人； 



内政部和紧急情况部一名代表； 

其他人由首席裁判和竞赛行政主管决定。 

30. 采取未经授权的行动或忽略裁判委员会指示的参赛队将被剥夺

参加比赛的队伍的资格。 

 

IV. 举办比赛的条件和程序 

31. 比赛在步兵战车-2（步兵战车-3）或类似设备上进行。每个小

组最多只能使用四辆自己生产的步兵战车，其战术和技术特征与规则（附

录 1）相对应。 

如果提交比赛的军事装备样本的战术和技术特性与步兵战车-2（兵

战车-3）的特性有明显差异，则应应用相应的时间系数，这需要经过裁判

委员会的投票批准。 

应比赛的一支参赛队的要求，在其领土上举行比赛的国家应提供不

超过四辆自己生产的步兵战车，其战术和技术特性与规则相对应。 

32. 在举行 BMP-2 及其修改比赛（无 100 毫米火炮）时需要进行以

下澄清： 

在“个人比赛”阶段-未计划进行第四轮比赛，未涵盖从 100 毫米

枪支射击的目标，未显示尺寸； 

在“接力”阶段-计划从 100 毫米火炮射击的圈子是“高速比赛”，

在此期间，工作人员克服障碍，不进行射击。 100 毫米火炮射击的目标

没有覆盖，没有显示尺寸。 

33. 竞赛设备团队的技术支持部门将根据需要对设备进行保养，维

修（如有必要）和加油和润滑。允许行业代表及其维修机构参与。在收到

设备并制定了《技术条件法》之后，战斗车辆的技术条件应由接收该设备

的参赛队伍承担。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到达该设备，在参赛队伍的力

量下，战斗车辆必须盖上外套，密封并在保护下移交。未经制造商代表和

比赛总裁判的同意，禁止更改工厂设置，调整，设置，破坏密封件的完整

性以及进行建设性更改。识别出以上违规行为的战斗车辆不允许参加比赛，

工作人员将被取消参赛资格。为了检查技术状况，比赛的总裁判会进行定

期检查和突击检查。 设备的控制检查，设备的维护以及为明天的活动做

的准备都需要事先进行。 

赛道上的交通受俄罗斯联邦的交通规则或比赛总裁判的指挥。 

34.比赛的筹备阶段始于参加比赛的各队人员的到来。 

当其他参赛国家的团队到达比赛场地时，主办方将提供： 

住宿和团队人员的全方位支持； 

卸载设备（供到达的团队以自己的设备参加比赛），将其放置在战

斗车队中； 

车队人员的身体检查； 



接受团队负责人的申请以参加比赛 

团队注册； 

根据步兵战车的技术条件，将其转移到表示希望参加比赛所在国的

步兵战车参加比赛的队伍中； 

维修武器和军事装备； 

控制战斗车辆的运行（应团队要求）； 

举办有关安全要求的课程； 

在示范课程中，按照计划的顺序（每道至少显示一个小时的所有目

标），按路线顺序熟悉比赛的路线（包括障碍物）和目标环境（附录 3）； 

在没有主射门的情况下进行技术方面的实践训练-每个参赛队至少

两个小时，并且在训练跑道上-每个参赛队至少四个小时； 

训练课程，并在比赛的每个阶段之前在训练跑道上射击（至少三个

小时），并向参加东道国设备的参赛队发放弹药（一枚 100 毫米大炮至少

3 枚，至少 30 枚 30毫米大炮的零件，7.62 毫米机枪至少 70 零件）； 

在比赛的每个阶段之前，将参加比赛的战车的武器带到正常战斗中

（至少两个小时），并向参加东道国装备的战队发放弹药（100 件至少 3

件）毫米大炮，对于 30毫米大炮，至少要有 30 枚， 

7.62毫米机枪至少 70 件）; 

通过抽签确定起跑顺序，比赛编号，步兵战车的颜色以及“个人比

赛”阶段的目标。 

参加比赛的国家的代表有权作为观察员参加训练，并将战斗车辆的

武器未经任何同意带到任何团队的正常战斗中。 

比赛开始前七天，比赛总裁判长必须与其他州的法官举行研讨会，

以讨论根据本条例对船员的行为进行评估和评估程序。 

比赛的准备阶段以开幕式结束。 

 

第一个阶段“单 车 赛”； 

35. 每个参赛队的三个乘务员参加该阶段。 每个乘务员用一辆战

斗机。 

如果战斗车辆发生故障，则可以用备用车辆替换它，而故障的车辆

则成为备用车辆。有故障的战斗机被放到进行故障排除的现场。如果在比

赛期间无法消除备用车辆的故障和其他赛车的故障，则该车队将被取消比

赛资格。 

在总裁判员的指挥下，乘务员乘坐战斗车辆，启动发动机，并向首

席法官报告准备。在总裁判员的命令下，乘务员开始沿着指定的路线

（2.5 圈）运动。战斗机之间开始运动的间隔为一到两分钟。 

36. 第一圈： 



车组首先通过机动越障路段，在第一射击地段（颜色由抽签确定）

指定阵位停车。人员下车，关上舱盖，车后列队。组长举手向地段边裁示

意，表示准备情况。根据仲裁员信号（白色小旗子）车组开始装填 25 发

30 毫米曳光穿甲弹，而后占阵位并报告准备情况。之后，开始显示五个

目标（步兵战车）。 目标以 2 个目标（目标显示时间-40 秒）或 3 个目

标（目标显示时间-60 秒）的组提高。 

准备开火的车组自己开始对 1100 米至 1500 米距离显示的相应颜色

的目标射击。射击结束后报告完成射击和耗尽弹药的情况。 

如果弹药没有消耗完毕（没有发现目标、 拖延射击、在别的情况

下），根据裁判长车组必须开到耗尽弹药场所。 有两个办法：卸载弹药

带或在耗尽弹药的盾牌上进行射击来消耗弹药。 消耗时间计入通过赛道

的总时间。 

弹药耗尽后（卸下没有耗尽的弹药后） 根据裁判长口令继续沿赛

道行驶，通过 10 个障碍（涉水场、雷场通路、土岭、烟火路段、防坦克

壕、车辙桥、起伏路段、第一号侧倾坡、崖壁、第二号侧倾坡），进入第

二射击阵位，完成第一圈。 

37. 第二圈。 

当经过第二圈时，乘务员将汽车停在第二射击地线，并根据抽签确

定的颜色在射击地线内定位，并为 30 毫米自动加农炮加载 10 枚穿甲曳光

炮弹。在乘务员报告准备后，将显示一个目标（直升机）。 

在总裁判员的许可下，当发现目标时，乘务员会以相应颜色出现的

目标（直升机）独立开火，目标显示时间为 80 秒。在射击结束时，将报

告射击的完成和弹药的消耗。 

打击目标区域上指示的目标，直到消耗完弹药为止。如果由于某种

原因（未能检测到目标，发射延迟或在其他情况下）而乘员组没有用完所

有弹药，则应在比赛总裁判长的指挥下，乘员组移至卸货地点并卸货。通

过卸下带子的弹药或向盾牌射击将战斗车辆的武器放出。卸下弹药的时间

包括在路线的总行驶时间中。 

使用（卸下未使用的）弹药后，乘务员在总裁判员的指挥下继续沿

着路线前进，克服 10 个障碍：水障碍（浅滩 ），地雷爆炸障碍中的车辙，

古墓，笔直的有限通道，带通道的反坦克沟，车辙桥模型，梳子，1 号坡

度，陡峭，2 号坡度。然后乘务员进入第二射击线，从而完成第二圈。 

38. 第三圈： 

在第三射击阵位停车（颜色由抽签确定）。装填 30 发 7.62 毫米并

列机枪弹，其中 10发为曳光弹。 

车组一开始装载弹药，三个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目标就同时显示。报

告射击准备情况后，根据裁判长口，用并列机枪对 500 米至 800 米距离相

应颜色的 3 个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目标射击，目标显示时间为 120秒。 



射击后报告完成射击及弹药消耗情况。 

如果弹药没有消耗完毕（没有发现目标、 拖延射击、在别的情况

下），根据裁判长车组必须开到耗尽弹药场所。 有两个办法：卸载弹药

带或在耗尽弹药的盾牌上进行射击来消耗弹药。 消耗时间计入通过赛道

的总时间。 

弹药耗尽后（卸下没有耗尽的弹药后） 根据裁判长口令继续沿赛

道行驶，通过 10 个障碍（涉水场、雷场通路、土岭、烟火路段、防坦克

壕、车辙桥、起伏路段、第一号侧倾坡、崖壁、第二号侧倾坡），进入第

二射击阵位，完成第三圈。 

39. 第四圈: 

当经过第四个圈时，乘务员将汽车停在第一个射击地线，并根据抽

签确定的颜色在射击地线内定位，并为 100 毫米步兵战车-3 枪装上 3 枚

标准炮弹，并装有破片弹。在乘务员报告准备后，在总裁判员的许可下，

向炮兵武器和炮手班开火（三个腰形状）。 在射击结束时，将报告射击

的完成和弹药的消耗。 

打击目标区域上指示的目标，直到消耗完弹药为止。如果由于某种

原因（未能检测到目标，发射延迟或在其他情况下）而乘员组没有用完所

有弹药，则应在比赛总裁判长的指挥下，乘员组移至卸货地点并卸货。通

过卸下带子的弹药或向盾牌射击将战斗车辆的武器放出。卸下弹药的时间

包括在路线的总行驶时间中。 

使用（卸下未使用的）弹药后，乘务员在总裁判员的指挥下继续沿

着路线前进，克服五个障碍：水障碍（浅滩），地雷爆炸障碍中的车辙，

土堆，直的有限通道，带通道的反坦克沟并到达终点线，从而完成比赛。 

经过终点线后，将战斗车辆放在等候区，并在总裁判员的命令下出

发前往战车场。在“单 车 赛”阶段，如果由于故障而无法使用主赛车，

则必须通知总裁判员，并且在获得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备用赛车。使

用备用车的程序是按照比赛规则的要求进行的。 

如果战斗车辆的故障不是由于该乘务员的过错造成的，则不考虑故

障时间，车辆的更换以及在该路线的总时间内进行的修理（附件 7 号）。 

40. 在“个人比赛”阶段结束时，比赛的评审委员会将对结果进行

汇总，并确定获得第一名的获胜船员以及获得第二和第三名的获胜船员，

并为其颁发文凭和有价值的奖品。根据“个人比赛”阶段的结果，确定最

佳的机组指挥官，最佳的炮手操作员，最佳的驾驶员机械手，每个提名中

只有一个人。最佳的枪手操作者取决于对目标的最高击中次数，最佳的机

械手是在“单独比赛”中克服 100％障碍时表现出最佳赛道时间的驾驶员。 

 

“接力赛” 



41. 根据参赛队数量及单车赛结果，由排名靠前的 4 支参赛队参加

接力赛。 

比赛开始前，将步战车停于出发线，第一车组戴作训帽。车前面向

观礼台列队。根据信号登车，发动车辆，试通试联，并向裁判长报告准备

情况。裁判长下达比赛开始指令，1、3 赛道同时发车，2、4 赛道在 30 秒

后同时发车，计时从各自发车时开始。 

每支参赛队 3 个车组使用同 1 辆步战车参赛。参赛车组车辆出现故

障，允许备用车组车辆替换。 

主车辆（故障车辆）由值班抢修车负责拖走来排除故障。禁止第二

次备用车组车辆替换。如果无法派出这两辆步战车的故障， 

参赛队将被取消资格。 

42. 备用战车被放置在装备特殊的地点。第二和第三名机组人员在

“中继”阶段的区域中等待，过了传输线之后，他们就位了。同一条路径

上最多只能有四个 BMP。 

  

43. 接力传递办法 

结束比赛车组必须将步战车停在终止线限制区内，关闭发动机，离

开步战车，关舱盖，所有乘员脱工作帽，换上作训帽，跑步至距离交接区

100 米的下一车组，以手触碰下一车组对应乘员身体任何部位移交接力。

完成移交前，禁止下一车组离开原地完成移交后，人员登车，驾驶员发动

机，车长报告准备情况，按规定方案沿赛道行驶。 

已完成比赛的车组乘员沿规定路线离开赛道，前往指定区域。 

44. 通过继电器的距离的顺序是按照抽签确定的。 

第一种选择： 

在第一圈-用 100 毫米火炮（带有碎弹的 3 发标准枪）向火炮和火

炮人员射击； 

在第二圈-从 30 毫米自动大炮的侧面发射（对 30 个自动毫米炮的

15 枚穿甲示踪剂射击）向三个目标（步兵战车）发射； 

在第三圈-向两个目标发射 30 毫米自动大炮（第一个目标是直升机，

第二个目标是汽车上的无后坐力炮）（30 毫米自动大炮的 15 枚穿甲示踪

剂射击）； 

在第四圈-用同轴机枪射击 30 个目标（RPG）（30 枚 7.62 毫米弹，

其中 10 枚带有示踪子弹）。 

第二种选择： 

在第一圈-从 30 毫米自动加农炮侧面发射（对 30 毫米自动加农炮

进行 15 枚穿甲弹追踪），向三个目标（步兵战车）发射； 



在第二圈-向两个目标发射 30 毫米自动大炮（第一个目标是直升机，

第二个目标是汽车上的无后坐力炮）（30 毫米自动大炮的 15 枚穿甲示踪

剂射击）； 

在第三圈-用同轴机枪射击 30 个目标（RPG）（30 枚 7.62 毫米子

弹，其中 10枚带有示踪子弹）； 

在第四圈-用一门大炮和一挺火炮向一门 100 毫米火炮射击（三发

连发碎弹）。 

第三种选择： 

在第一个圆圈上-向两个目标射击 30 毫米自动大炮（第一个目标是

直升机，第二个目标是汽车上的无后坐力炮）（30 毫米自动大炮的 15 枚

穿甲示踪剂射击）； 

在第二圈-用同轴机枪向 30 个目标（RPG）射击（30 枚 7.62 毫米

子弹，其中 10 枚带有示踪子弹）； 

在第三圈-用一门 100 毫米火炮（带有碎弹的 3 发常规射击）向火

炮和一支炮兵射击； 

在第四圈-从 30 毫米自动大炮的侧面射击向三个目标（步兵战车）

发射 15 枚 30 毫米自动大炮的穿甲示踪枪。 

第四种选择： 

在第一圈-用同轴机枪向 30 个目标（RPG）射击（30 枚 7.62 毫米

子弹，其中 10 枚带有示踪子弹）； 

在第二圈-用 100 毫米火炮（带有碎弹的 3 枚标准枪）向火炮和炮

兵射击； 

在第三圈-从一门 30 毫米自动加农炮侧面发射（一门 30 毫米自动

加农炮射击 15 次穿甲示踪剂）在三个目标上（步兵战车）； 

在第四圈-向两个目标发射 30 毫米自动大炮（第一个目标是直升机，

第二个目标是汽车上的无后坐力炮）（30 毫米自动大炮的 15 枚穿甲示踪

剂射击）。 

45. 侧射时，只允许 1 辆步战车位于侧射区域。 

车组在指定阵位停车（指定射击阵地）。关上舱盖，人员下车，车

后列队。组长举手向地段边裁示意，表示准备情况。根据仲裁员信号（白

色小旗子）车组开始装填 15 发 30 毫米曳光穿甲弹，而后占阵位并通过电

台报告准备情况。根据裁判长指令开始行驶。 

通过黄色标示杆后，允许将炮口转向目标区。车辆通过黄色标示杆

后，第一个目标显示。 

只通过红色标示杆后，车组可以开始射击。 

目标显示，车组自主射击。完成对前一目标射击后，依次显示后续

目标，每个目标最长显示 20 秒。 

侧射的总时间为 2分钟。 



如果在侧射地段上车组的时间超过 1 分钟，并在射击延迟情况下，

根据裁判长决定，战斗车辆被带到卸载平台，在那里车组消除延迟的原因，

相应时间计入总时间。 

在第二和第三射击地段，目标同时显示。 

在第二射击地段（直升机）和（车上无后坐力火炮）目标显示时间

为 100 秒。 

在第三射击地段目标显示时间（三个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目标）为

120 秒。 

46. 如果弹药没有消耗完毕（没有发现目标、 拖延射击、在别的

情况下），根据裁判长车组必须开到耗尽弹药场所。 有两个办法：卸载

弹药带或在耗尽弹药的盾牌上进行射击来消耗弹药。 消耗时间计入通过

赛道的总时间。 

47. 弹药消耗（退弹）完毕后，根据裁判长指令继续行驶。如前一

车辆未完成侧向射击，下一车辆在补弹点前停车后向裁判长报告，计时停

表：待前一车辆完成侧向射击后，按裁判长命令恢复比赛后，继续计时。 

48. 在“接力”阶段结束时，比赛的评审委员会会总结结果并确定

参加比赛的获胜团队 

第一名，以及获得第二和第三名的获奖团队，分别获得奖杯，奖牌，

文凭和特别有价值的奖项。 

 

  

V。赛道和目标区 

  

49. 比赛在有限的地形区域举行，有自然和人为障碍，战斗路径，

场地和射击区域，总长 4300 米（附件 2）。 

50. 对于“个人竞赛”阶段，路线仅限于“开始”和“完成”，包

括 11个障碍： 

操纵部分，水障碍物，地雷爆炸障碍物的轨道通道，手推车，笔直

的有限通道，带通道的反坦克沟渠，轨道桥的模型，梳子，1 号坡度，陡

峭，2 号坡度（附录 3 号）; 

两个射击区； 

一个用于卸载战车武器的平台。 

在从现场射击的第一个射击场上，配备了以下装备： 

a）在开火线上，有四个射击位置（弹药供应点和射击线在同一地

点）； 

b）在目标区域上，四组目标具有五个目标（BMP），其范围从

1100 米到 1500 米，且沿前部的角度不超过 15 度，每行有一个目标，每



组目标都用以下一种颜色着色四种不同的颜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

（附录 4）； 

c）在靶场上，沿前部 10 米，深度 30 的总尺寸，有四个固定的

（固定装备的目标，不使用卷扬机）目标，一个火炮件和一个火炮组（三

个腰部人物）。 m，在 1300 至 1600 米的范围内，且沿前部的角度不超过

15°，每组目标都用四种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之一进行

了绘制（附录 4）。 

在从现场射击的第二射击场上，配备了以下武器： 

a）开火时的四个射击位置（弹药点） 

并且拍摄线在同一地点）； 

b）在目标字段上： 

四个目标（直升机）在 900 米的距离内且沿前方向不超过 15 度，

每个目标都用四种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之一进行着色； 

四组目标，三个目标（RPG）的范围为 600 到 800 米，每行一个目

标，并且沿前方向不超过 15 度，每个目标组都用四种不同颜色（红色，

蓝色，绿色）中的一种进行着色， 黄色的）。 

51. 接力赛”赛道设有“起点”和“终点”、10个障碍： 

车辙桥、起伏路段、第 1 号侧倾坡、崖壁、第 2 号侧倾坡、涉水场、

雷场通路、土岭、烟火路段、防坦克壕；  

2 个射击地段； 

退出弹药场所。 

第一射击地段： 

一、在开火线有 4个射击阵位（补弹点和射击线位于同一地点）； 

二、目标区： 

目标区设有 4 个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的直升机目

标，距离为 900米，前线不超过 15 度； 

目标区设有 4 个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的车上无后

坐力火炮目标，距离为 900米，前线不超过 15 度； 

目标区设有 4 种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的反坦克榴

弹发射器目标(一个组包括三个目标)，距离为 500 至 800 米，前线不超过

15 度，每个阵位上有一个目标。 

用于 100毫米大炮的静止射击中配备： 

一、在开火线有 4个射击阵位（补弹点和射击线位于同一地点）； 

二、目标区： 

四个固定（不使用升降机的固定式目标）组目标，一门火炮和一名

枪手（三个腰部身形），沿前部 10 m 的总尺寸和 30 m 的深度，范围为



1300 至 1600 米且沿前方不超过 15°，每个目标组都用四种不同颜色（红

色，蓝色，绿色，黄色）中的一种进行着色（附件 4）； 

用于从 30 毫米大炮发射的侧翼射击装备： 

出发线设有补弹点； 

在进行射击线上： 

火炮向靶区转向线 （黄柱）; 

射击开始线（红柱）; 

射击终止线 （蓝柱）; 

退弹区（由四个支柱标记的退弹区域设在侧射终止线向前 50 米左

右） 

在目标区： 

目标区设有 4 种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的步战车目

标(一个组包括三个目标)，距离为 1300 至 1500 米，前线不超过 15 度，

每个阵位上有一个目标； 

退弹射击靶标位置距退弹射击阵位 1100 米左右，射向与比赛射击

射向一致。 

52.训练跑道设在地形为 4300 米的单独区域，必须存在障碍物（带

有通道，悬崖的反坦克沟，轨道桥模型，矿井中的轨道通道） -爆炸障

碍）。 

训练跑道的目标区域必须配备最少数量的目标（已安装 1100、

1200、1300、1400、1500 米边界处的一个 BMP 目标，以及在 600、700、

800 米边界处安装的一个 RPG目标永久（不使用电梯）。 

为了对准瞄准装置并使步兵战车的装备在距火线 100 米的距离处进

行常规战斗，永久安装了尺寸为 1.0 米 x 1.5 米的四个护罩（由胶合板制

成）（不使用电梯） 。 

53. 目标区设有（附件 5）： 

侧防护区的标记 (设置在目标区域的左右边界，在第一射击地段距

离为 900米，在第二射击地段距离为 1500 米) ; 

基准射向的标记 (设置在基准射向，在第一射击地段距离为 900 米，

在第二射击地段距离为 1500 米) ; 

在升降机上安装了用于从停火线距离 1000-1500 米处发射 30 毫米

自动加农炮和 100 毫米加农炮的炮弹，该护栏在地形背景下清晰可见，尺

寸为 2.5 x 2.5 米，在上面倾斜的白色和黑色交替条纹，宽 45 厘米，倾

斜角度为 45-60°；在上面倾斜的白色和黑色交替条纹，宽 45 厘米，倾

斜角度为 45-60°； 



至少五个不同距离的地标（模型 ：房屋、磨房、输电线电杆、独

立的树、汽车），这些地标应该是从射击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可以在地

区显示的。 

54.目标垂直安装在地面上，以使射击者在开始显示（移动）之前

看不到它们；从目标开火的位置开始，目标的平面必须垂直于射击的平面

（方向）；禁止将目标设置在地标附近，并将射击者可见的任何物体放置

在目标附近。 

显示目标的选项是预先开发的，由评审委员会提交供验证，密封在

非人身信封中，加盖密封，并存放在比赛的首席法官中。存放在带密码锁

的特殊保险箱中。比赛开始前，首席法官将打开密封的信封，并向目标环

境助理主任展示目标。 

55. 各参赛队比赛赛道由裁判员在比赛开始前组织参赛队领队抽签

随机确定。 

56. 比赛所在区域的一面可以直观地显示机组人员通过路线，克服

障碍物并击中所有目标的情况，并且信息会反映在比赛中央控制中心的屏

幕上。 

新兴目标（目标）在被击中时必须掉落。新兴目标的显示时间从目

标完全抬起的那一刻起确定 

在秋天之前。为了可视化目标的破坏（汽车上的 BMP，BZO，RPG 和

直升机），它们还配备有烟雾元素，这些烟雾元素在击中目标或目标后会

被激活，它们由易碎的材料制成，可在射击时破裂（子弹，射弹）击中它。 

该目标被视为命中： 

在标明步兵战车，无后坐力的枪支，手持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和直升

飞机的目标上射击时-如果目标有直接刺穿目标的炮弹（子弹）击中并留

下明显特征痕迹。如果目标被破坏-在其其余部分可见的痕迹；如果没有

发现直接从弹丸（子弹）直接命中的痕迹，或者目标因弹跳而被摧毁，则

认为目标未受影响。如果弹丸（子弹）的身体接触到目标的边缘，则不视

为命中；否则，将其击中。 

在炮弹击中指定的信封时，向表示火炮和枪支人员的目标射击。 

57. 比赛路线上的障碍物，比赛参与者执行的目标和设备配备注视

技术手段（摄像机和其他技术手段），可以实时记录和摄影记录克服障碍

物，击中目标的结果，战斗车辆沿比赛路线的移动以及乘务员的行动。击

中目标的结果是使用指定的技术手段，通过对实地考察的目视和直接检查

来确定的。在有争议的命中目标结束之前，或者直到裁判委员会从实地检

查目标之后，返回裁判委员会之前，不允许更换目标。 

58.击中目标的结果，乘员通过路线圈的时间，比赛时间以及“个

人比赛”和“中继”阶段的总时间将实时显示在屏幕上。 

 



VI．通过障碍物的程序 

  

59. 机动越障路段: 

在通过障碍时，车组不得触碰支柱并停止发动机，必须进出限制门。 

涉水场: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停车、急转弯并滑到对岸 

（掉落） 

雷场通路: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停车、倒车、压或碰限制杆、压雷。 

土岭: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熄火、回滚。 

防坦克壕: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熄火、压或碰限制杆和侧板、回滚。 

烟火路段: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熄火、压或碰限制杆、倒车。 

车辙桥: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熄火、压或碰限制杆、掉落、回滚。步战车

履带不得离开车辙桥。经过车辙桥障碍物的速度不超过 25 千米/小时。 

起伏路段: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熄火、压或碰限制杆、倒车。 

侧倾坡: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熄火、压或碰限制杆、回滚、倒车。 

崖壁: 

在通过障碍时，不可能熄火、回滚、倒车。 

      VII. 判罚规定 

  

60 在比赛过程中，如果有违规行为被团队揭露，则现场裁判举起

红旗，向首席法官报告，并将违规行为纳入协议。首席法官按照 

允许的违规行为，增加惩罚时间或分配惩罚循环。 

 

61. 参赛车组没有按照要求通过障碍物将被罚时。其中，压杆、碰

杆每次罚 10 秒；通过机动越障路段时，压或碰进，出口杆罚 10 秒;进出

射击阵位时，每碰 1 杆罚 10 秒;罚时直接计入总时间。 

62.一个罚款循环分配给： 

在克服障碍时停止战斗车辆，停止发动机，滚动战斗车辆； 

克服障碍物“穿过地雷爆炸障碍物”时，击中“地雷”模型（每个

地雷一个圆圈）； 

从 100 毫米枪口射击时，导弹未达到指定尺寸（每次未命中 1 圈）； 



对于每个未受影响的目标； 

用于更换战斗车辆； 

违反了传递继电器的程序。 

授予两个惩罚循环： 

绕过障碍； 

对于每个未射击目标（如果未在其目标区域内进行射击或未向目标

射击目标，则该目标被视为未射击）。 

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未命中目标，并且尚未分配惩罚循环，则将

给定机组人员通过惩罚循环所花费的时间添加到路线的总时间中。如果在

通行过程中，该乘务组没有克服惩罚循环的距离，则通行的总时间将增加

1 分钟。 

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目标被击中，并且已经指定了惩罚循环，则

该乘员通过惩罚循环所花费的时间将从花费在路线上的总时间中排除。 

退出惩罚循环后，机组人员必须让位于直行的作战车辆。惩罚循环

的出口配有“放弃”标志。 

 

VIII. 故障清单及其评定方法  

63. 如果发现了故障，机组人员有 3 分钟做出决定（自己消除故障

并乘主车继续参加比赛或换车并乘备用车继续参加比赛）。 

64．如果主战车发生故障，可用备用车替换（备用人员在备用车上

待命）。替换是由参赛队的预备队在比赛总裁判长的指挥下进行的，该队

伍根据比赛的阶段依次越过所有障碍物并到达主要队员停止的位置。到达

主要作战车辆停靠的地方后，将替换作战车辆，并在替换了作战车辆后，

机组人员报告行动准备就绪。在首席裁判长的命令下，开始比赛的主要工

作人员继续执行比赛程序。维修和撤离小组的力量将有故障的战车撤离。 

如果战斗车辆的销毁不是由于该机组人员的过错造成的，则不考虑

故障发生时间，车辆的更换时间以及该路线的总维修时间（附录 7）。 

如果战斗车辆的损坏是由于该机组人员的过失造成的，则在该路线

的总时间中考虑了故障时间，更换战斗车辆的时间。 

裁判委员会根据现场专家评估得出有关故障的结论，首席裁判长应

参加小组的要求批准这些结论，并提供专家书面意见。 

65. 评估战车故障的程序。 

车辆故障提出换车申请后，记录时间，鉴别原因作相应处理。 

IX. 安全规定 

66. 为了防止比赛期间战车乘员违反安全要求，首席法官有权停止

比赛（或其阶段之一），直到违规被消除为止。 停止时间不包括在总路

线时间中。 在首席裁判员的命令下消除违规行为后，比赛将继续进行，

倒计时将继续进行。 



67. 违反安全规定的处罚办法 

一，违反安全规定判罚 1 圈的情况： 

舱盖打开状态下行驶， 

违反退弹规定。 

二，违反安全规定判罚 2 圈的情况， 

在弹药上膛或携带弹药（除非是补弹点到射击阵位前这一段区域）

的情况下， 

步战车在赛道上行进； 

在步战车驶入射击阵地前装填武器；  

舱盖打开状态下进行射击； 

向侧方防护区射击； 

在射击起（止）线外射击； 

车组人员未就位的情况下行驶； 

未执行主裁判、主裁判助理、边裁、技术人员指令； 

发动机未熄火状态下装弹。 

炮口或机枪转向观礼（众）台，以及擅自进入赛道（未经主裁判允

许）的车组，将被取消本阶段比赛资格并列为最后一名。 

赛道上坦克相撞，肇事方被取消本阶段比赛资格并列为最后一名。 

X. 比赛装备 

68. 对于已向竞赛所在国家/地区发送了设备使用申请的团队，组

织了有关设备维护和操作的培训。从收到设备的那一刻起，到设备在整个

使用期间，参加国的每个团队都独立为设备提供服务，比赛所在的国家/

地区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服务（提供燃料和润滑油，流体，技术服务和维修

期间的咨询（如有必要）。参加团队的设备由其自己的工作人员和技术小

组（如果有）进行维修。比赛所在国家/地区必须为战车的维修创造条件，

为战车的存放和维修做好准备并分配位置。 

69. 比赛期间，从 30 毫米自动火炮射击时使用曳光穿甲弹。 

所有参赛队使用的弹药在同一弹药存放点分库存放，由各参赛队自

行保管。比赛前 2-3 小时各参赛队自行将弹药至于比赛专用弹药箱内摆放

至相应补弹点，弹药可根据各国实弹射击训练操作规程全部放置在弹链上

或零散放置，并可自行确定教练弹数量，只要实弹符合规定数量即可。比

赛前 1 小时由裁判组带第三方监督裁判对弹药数量逐一进行检查。然后向

比总赛裁判员报告检查结果，总裁判员采取一切措施消除裁判组发现的缺

点。 

70.在抽签并确定了每个参与国的设备之后，将战斗车辆放入战斗

车辆车队进行储存。禁止未经授权的人员接近设备。禁止更改工厂设置，

调整组件和组件，破坏制造商在战车上使用的密封件的完整性，并且不得

与裁判委员会协调。如果发现上述违规行为，则不允许步兵战车参加比赛，



并且队员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为了检查技术状况，比赛的首席裁判会与

技术人员一起对军事装备的样品进行定期检查和突击检查。 

71. 在竞赛期间，每个参赛队伍每天都要检查战车，在竞赛的每个

阶段完成后，参赛队伍必须维修战车并为下一个阶段（装载，移动，转移）

做好准备。 

72.举办比赛的州有义务确保履行和遵守《比赛规则》的要求。 

73. 禁止补充和修改“比赛条例”，如果在国际组织委会会议上没

有审查这些改变而随后没有得到俄罗斯联邦陆军总司令的批准。 

附件 

1. 参赛装备基本战技术参数 

2. 比赛场地设置示意图 

3.障碍尺寸示意图 

4.目标尺寸示意图 

5.靶区上的标识和标志 

6. 申 诉 (表格) 

7.人为故障清单 

 

 

 

 

 

 

 

 

 

 

 

附件 1 

 

BMP-2 步兵战车基本战术技术性能 

 



序

号 
性能 数据 

1 战斗全重（吨） 13,6 

2 乘务员 3 

3 最大速度（千米/小时) 
65 (在高速公路上) 

/ 7,2 (在航行中) 

4 最大行程（千米） 460～510 

5 长短 （米） 6,74 

6 宽度（米） 2,97 

7 高度（米） 2,14 

8 油箱容积(升) 512 

9 爬坡度  30° 

10 倾斜度  25° 

11 克服墙的高度（米） 0,7 

12 克服沟渠的宽度（米） 2 

13 发动机马力 (千瓦) 293～298 

14 压缩比 15,8 

15 
变速箱 

 

5 个往前的, 1 个往

后的 

 

16 塔式传动类型 
电子的/手摇的 

 

17 主武器的口径 30 毫米自动炮 

18 主武利用的度 -6°～+57° 

19 主武器炮击部门 360 

附件  2  

 

比赛场地设置示意图 
 



单车赛场地设置示意图 
 

 

 

 

 

 

 

 

 

 

 

 

 

 

接力赛场地设置示意图 
 

 

 

接力赛场地设置示意图 
 

 

 

 

 

 

 

 

 

 

 

 

 

 

 

 

 

 

 



附件 3  

 

障碍尺寸示意图 

 

涉水场 

 

 

 

 

 

 

 

 

 

 

 

 

 

 

 

 

 

 

 

 

 

 

 

 

 

 

 

 

 

 

 

 

 

 

 

 

 



 

 

 

车辙桥 

 

 

 

 

 

 

 

 

 

 

 

 

 

 

 

 

 

 

机动越障路段 

 

 

 

 

 

 

 

 

 

 

 

 

 

 

 

 

 

 

 



 

 

 

 

 

土岭 

 

 

 

 

 

 

 

 

 

 

 

 

 

 

 

 

 

 

 

 

 

 

 

 

 

 

 

 

 

 

 

 

 

 

 



 

 

 

 

 

崖壁 

 

 

 

 

 

 

 

 

 

 

 

 

 

 

 

 

 

 

 

防坦克壕 

 

 

 

 

 

 

 

 

 

 

 

 

 

 

 



 

 

 

 

 

起伏路段 

 

 

 

 

 

 

 

 

 

 

 

 

 

 

 

 

 

 

 

 

 

 

 

 

 

 

 

 

 

 

 

 

 

 

 

 

 



 

 

 

 

 

 

雷场通路 

 

 

 

 

 

 

 

 

 

 

 

 

 

 

 

 

 

侧倾坡 

 

 

 

 

 

 

 

 

 

 

 

 

 

 



 

 

 

 

 

 

 

烟火路段 

 

 

 

 

 

 

 

 

 

 

 

 

 

 

 

 

 

 

 

 

 

 

 

 

 

 

 

 

 

 

 



 

 

 

 

 

 

 

附件  4 

目标尺寸示意图 

直升机目标尺寸图 

 

 

 
 

 

 

 

 

 

 

 

 



 

 

 

 

 

 

 

 

 

 

 

 
 

              

                        

 

步战车目标尺寸图 

车上无后坐力火炮目标尺寸图 



 
 

 

 

 

 

 

 

 
  

 
 

 
  

反坦克火炮目标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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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目标区的标志 

 

  

 

侧防护区的标志 

 

标志是红色的，边框是白色的。 在

标志红区的角安装红灯泡，从地面

到标志的下部至少 4 米。 

 

 

 

 

基准射向的标志 

 

方形是红色的，边长 1.5 米，边

框是黄色的，3厘米宽的 轮廓，

内部有黄色方形区域， 其边长

为 1.3 米。在黄区中心， 沿垂直

轴安装三个绿色灯泡。  从地面

到标志的下部至少 4 米。 

 



  

 

 

 
 

附件 6 

申诉裁决书（模板） 

参赛项目： 

异议提出者（领队）姓名：   

比赛阶段：                              

日期时间： 

 

申诉内容;申诉依据;申

报处理意见及理由。 

比赛结果审核 

审核人 处理意见;理由;签名 

   

   

   

 

已阅知裁判意见，“同意”或“不同意” 

（日期，时间，异议提出者签名） 

裁判组裁决意见： 

 

 

裁判长： 

裁判组成员： 

日期时间： 

已阅知裁判组裁决意见 

 

（签名，姓名，日期） 

 
 

 

 



 

附件 7 

 

人为故障清单 

1.诱导轮曲柄损坏或弯曲。 

2.平衡轴弯曲。 

3.车体底部弯曲。 

4.发动机倒爆。 

5.主离合器或行星转向器的闭锁离合器片起火或弯曲。 

6.制动带或制动器起火。 

7.炮塔固定机或炮塔制动器损坏。 

8.炮管弯曲。 

9.发动机进水 （水冲击）。 

10.步战车整体进水。 

11.发动机过热。（如果冷却液温度高于步战车使用手册（指南）

规定的瞬时高温，那么被认定为过热）。 

12. 掉松弛的履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