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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8(星期五) 

时间 项目 备注 

08:30-08:40 裁判上岗   

8:50 赛道封闭   

09:30-09:5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MINI 组 自由练习 1 

10:00-10:2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150CC(A+B)组 自由练习 1 

10:30-10:5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300CC 组 自由练习 1 

11:00-11:2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超级 A+B 组 自由练习 1 

11:30-11:5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A+B 组+公开组 自由练习 1 

12:00-12:2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C+D 组 自由练习 1 

12:20-13:00 午餐   

13:00-13:2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MINI 组 自由练习 2 

13:30-13:5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150CC(A+B)组 自由练习 2 

14:00-14:2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300CC 组 自由练习 2 

14:30-14:5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超级 A+B 组 自由练习 2 

15:00-15:2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A+B 组+公开组 自由练习 2 

15:30-15:5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C+D 组 自由练习 2 

16:00-17:00 TTAC 天马单圈测时赛 自由练习 

17:10 赛道解除封闭   

10:00-12:00 天马论驾  行政检验 会所 

10:00-13:30 房车、摩托车车检 3 号 P 房 

11:30-12:00 天马论驾摩托车车手会 新闻中心 

14:00-14:30 天马论驾房车车手会 新闻中心 

14:00-16:00 TTAC  行政检验/车手会 VIP-5 

备注：  各项练习及比赛的正式时间以当日赛事公布为准 , 敬请各参赛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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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9(星期六) 

时间 项目 备注 

8:20 裁判员上岗   

8:45 赛事高级官员检查圈   

8:50 赛道封闭   

09:00-09:2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MINI 组 排位赛 

09:25-09:45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150CC(A+B)组 排位赛 

09:50-10:1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300CC 组 排位赛 

10:15-10:35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超级 A+B 组 排位赛 

10:45-11:05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A+B 组+公开组 排位赛 

11:15-11:45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C+D 组 排位赛 

11:50-14:00 裁判午餐   

11:55-12:20 上海市精英赛季前赛第二场 自由练习 

12:25-12:55 AMG 活动   

13:00-14:00 TTAC 天马单圈测时赛 自由练习 

14:20-14:5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A+B 组+公开组 正赛-第一回合（15 圈） 

15:00-15:3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C+D 组 正赛-第一回合（15 圈） 

15:40-16:05 上海市精英赛常规赛第二场 排位赛 

16:20-18:00 TTAC 天马单圈测时赛 决赛 1 

18:10 赛道解除封闭   

16:1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第一回合 颁奖仪式 

9:30-10:30 上海市精英赛季前赛第二场 行政检验 

11:00-11:30  上海市精英赛季前赛第二场  车手会 

 

备注：  各项练习及比赛的正式时间以当日赛事公布为准 , 敬请各参赛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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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0(星期日) 

时 间 项目 备注 

8:00 裁判上岗   

8:15 赛事高级官员检查圈   

8:20 赛道封闭   

08:30-08:45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MINI 组 热身练习 

08:50-09:05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 

HONDA150CC(A+B)组  HONDA300CC 组 
热身练习 

09:10-09:25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超级 A+B 组 热身练习 

09:30-10:0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MINI 组 正赛（12 圈） 

10:10-10:4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150CC(A+B)组 正赛（12 圈） 

10:50-11:2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C+D 组 正赛-第二回合（15 圈） 

11:40-12:40 TTAC 天马单圈测时赛 决赛 2 

12:50-13:20 开幕式 F3 赛道 

13:30-14:0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300CC 组 正赛（15 圈） 

14:10-14:4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超级 A+B 组 正赛（18 圈） 

14:50-15:10 上海市精英赛季前赛第二场 正赛（12 圈） 

15:20-15:5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A+B 组+公开组 正赛-第二回合（15 圈） 

16:10-17:10 TTAC 天马单圈测时赛 决赛 3 

17:20 赛道解除封闭   

11:0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MINI 组 颁奖仪式 

11:2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HONDA150CC(A+B)组 颁奖仪式 

11:4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   -房车 C+D 组 颁奖仪式 

14:1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 HONDA300CC 组 颁奖仪式 

14:50 天马论驾摩托车公开赛- 超级 A+B 组 颁奖仪式 

15:20 上海市精英赛季前赛第二场 颁奖仪式 

16:00 天马论驾房车公开赛-房车 A+B+公开组 颁奖仪式 

17:20 TTAC 天马单圈测时赛 颁奖仪式 

备注：  各项练习及比赛的正式时间以当日赛事公布为准 , 敬请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