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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 road rules: driving license, principal violation, points, 
documents. 

  
 

 

 

 
代码的道路规则，驾驶证件，点，转换牌照， …  

代码的道路：主要规则，对于那些谁知道小英语。  

人民的安全，在道路，是一个主要目的，在社会和经济。 

运动的行人，车辆和动物，对道路，是由规则，按照国际法律。 

以迫使人们尊重规则的制裁，行政和刑事，和削减点，从驾驶执照，对于谁不遵守。 

点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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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每一个驾驶执照，已可用 20 。 

点牌照减少每一次的司机不符合其中一项的行为规则，而他们定。 

它正在复苏，如果获得通过以来，违反了两年没有其他承诺，除非它已达到零。 

为人民谁已经批出牌照后， 2003 年 10 月 1 日，如果犯下的罪行，首三年内，被删除的两

倍，许多共同点。 

如果你失去很多分，恢复 至少 6 （ 6 ） ，则必须参加补救课程，在驾驶学校。如果你想知

道多少分你通话 人数八四八七八二七八二。 848 782782. www.ilportaledellautomobilista.it  

它引入了一个奖励良好行为的司机谁连续两年不要失去点，这将是 2 的数据，您可以得到多

达 10 个。5天内付款，30％折扣 

*罚款的成本的增加，根据 195 条（第 2 条之二）公路 

代码，因为违反/侵承诺后下午 10 时（后经）上午 07 时前（事前经） 

重大侵犯您在其中失分： 
 

文章。 重大侵犯 

 

点 

 

欧元 

 

141 加快危险：曲线，十字架， descents ，经常出入的地点，在夜

间能见度低。 

-5     87,00 

141 火车站 Gare 速度与机动车辆（例如，与投注） 。撤销牌照及

检获该车辆。艺术。九 A和 B 9 

-10 刑事投诉。 

142(8) 超过的车速限制，超过 10 km / h 但低于 40 公里/小时。 -3   173,00* 

142(9) 超过的车速限制，超过 40 km / h 但低于 60 公里/小时。立即撤

出牌照：停牌 1 日至 3 个月。 

-6   543,00* 

142 
(9 bis) 

超过的车速限制，超过 60 公里/小时。立即撤回执照：暂停从

6 至 12 个月。 

-10   845,00* 

143 不采取里的权利，巷道，以 2 个或更多的通道方向。 -4     42,00 

143 流通 contromano 。朝着错误的方向。 -4   167,00 

143 流通 contromano 弯，能见度低，或在道路上单独的巷道或设

备。撤销执照：暂停从 1 到 3 个月;悬架为重复 2 至 6 个月。 

-10   327,00 

145 失败的优先停止（卡特尔停止） 。 -6   167,00* 

145 所有其他情况下，失败的前。 -5   167,00* 

146 不遵守的横向和纵向的迹象，除迹象，停车限制。 -2     42,00* 

146 加强与冲红灯或与警察谁通过其他交通流动（ 2 侵犯在二年停

牌 1 日至 3 个月） 。 

-6   167,00* 

147 违反承诺的水平通道。 -6     87,00 

148 超车 未经安全条件（空间，能见度） 。超车 的权利，电车或

巴士。 

-3     83,00 

148 方式，使该超车的余地。超车 的权利。 （ 2 行为在两年内停

牌 1 日至 3 个月） 。 

-5     83,00 

148 超车：有轨电车，行人过路处，在区的交汇点，转， “双超

车” ，铁路通道，没有障碍，没有灯，等。 （立即撤出牌照和

暂停从 1 到 3 个月。 patentati 不少于 3年，暂时吊销牌照 3 至

6 个月） 。 

-10  167,00 

148 超车 取得驾驶重型货车（卡车） ：立即撤销牌照及暂停 2 至

6 个月; patentati 少于三年，暂时吊销牌照 3 至 6 个月。 

-10   327,00 

149 不遵守安全距离。碰撞很轻微的损害。 -3    42,00* 

http://www.ilportaledellautomobilist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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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不遵守安全距离。撞机事件与严重损害的车辆。 （ 2 行为在 2

年内暂时吊销牌照，从 1 至 3 个月） 。 

-5    87,00* 

149 不遵守安全距离。撞机事件严重受伤的人。如果这样做严重损

害的车辆驾驶执照暂停 1 至 3 个月。 

-8    430,00* 

152 不使用照明灯（即使是在一个通宵停在路） 。义务使用低

束，远离人口稠密的市中心，甚至在白天进行。 

    42,00 

152 使用灯光照明，为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     42,00 

153 不使用灯光，而驾驶。 -1    42,00 

153 使用灯光刺眼（投影机深度）通道的其他车辆。 -3    87,00 

154 进行或改变车道，没有不规则或箭头。 -2    42,00* 

154 扭转了 3 月在函授曲线，颠簸或十字架。 -8    87,00* 

158 停止对空间的残疾人，车道预留作公共交通工具。取消车辆。 -2    87,00 

161 失败的暴露， “三角” ，在发生跌倒的材料对巷道。 -2    42,00 

161 秋天或蔓延，对行车的  泥泞的 物质，易燃或危险的。 -4    42,00 

162 失败的暴露， “三角” ，在发生车辆分项闩锁上了轨道，不能

穿夹克 屈光装置或轻。 

-2    42,00 

164 不平衡的装载（未设置，以及或限制的看法，该名司机） 。

投影 前方和后方的负荷。撤回文件。 

-3    87,00 

169 运输盈余 的人或货物的超载车。(额外的人) -2    42,00 

169 盈余 对其他车辆;障碍，迁徙自由在演习驾驶。 -1    87,00 

170 运输不规则的人，动物或物体对汽车的两个轮子。禁止拖车。 -1    83,00 

171 引导汽车的两个轮子，没有带头盔（寄宿车辆为 60 天） 。 -5    83,00 

172 没有使用安全带，或篡改，非使用儿童的议席为儿童（ 2 侵犯

在二年停牌，从 15 天到 2 个月） 。 

-5    83,00 

172 使用不规则使用安全带，改建的行动（例如使用剪辑 释放安

全带） 。 

-5    41,00 

173 没有使用镜片或其他文书明就牌照。 -5    83,00 

173 使用无线电或声音耳机，没有扬声器或耳机。 （ 2 行为在 2

年内被吊销驾驶执照 1 日至 3 个月） 。 

-5   167,00 

176 倒车齿轮公路。撤销牌照，并停止车辆 3 个月。付款，以有限

的程度上不容许。暂停牌照，由 6 至 24 个月。 

-10 * 

176 反向高速公路。 -10  430,00* 

176 运动对里 d '紧急状态。撤回停牌和 2 至 6 个月。 -10  430,00* 

177 失败的优先紧急车辆（警察，宪兵，救护车等）的设备与紧急

功能。 

-2    42,00 

186 
bis 

与血液中酒精含量高于零水平驱动（不大于 0.50 克/升的没有

经验的司机），司机不满 21 岁，职业司机。 

在事故情况下，罚款加倍。 

-5 168,00 

186 A 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高于 0.50 的水平，而不是更多的大于

0.80 克/升;撤出和暂停 3 至 6 个月的驾驶。在事故情况下，被

罚款一倍，为 180 天车辆的行政拘留。 

-10 543,00 

186 B 驾驶大于 0.8 克/升的血液酒精含量和不超过 1.5 克/升立即撤销

和被吊销驾驶执照。 

-10 刑事投诉。 

186 C 顾客醉酒状态。调查须在发生事故时。立即撤出牌照，停牌 -10 刑事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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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果司机也是车主，并超过 1.5 克/升（克/升）的数量，

酒精，适用没收。在发生事故时驾驶执照吊销。 

186 拒绝检测的状态醉酒。暂停牌照。 -10 刑事投诉。 

187 指南的影响下，毒品。调查须在发生事故时。立即撤出牌照，

停牌等。如果司机也是车主，申请没收。 

在发生事故时驾驶执照吊销。 

 刑事投诉。 

187 拒绝检测使用药物。暂停牌照。 -10 刑事投诉。 

189 intralcio 运动的意外，只有财产损毁，遗漏的信息，国防交通

的安全。妨碍 阻挠阻碍 

-2    87,00 

189 逃生在发生事故时只有轻微的财产损失。 -4  302,00 

189 逃生在发生事故时的损害，只有严重的事情。 （暂停牌照，

从 15 天到 2 个月） 。 

-10  302,00 

189 逃生通道，一旦发生意外与人身伤害。暂停牌照，从 1 到 3

年。没收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10 刑事投诉。 

189 失败的拯救人受伤。暂停牌照，从 18 个月到 5 年。  刑事投诉。 

191 失败的优先行人开始过的行人过路。 -5  167,00 

191 失败的优先行人横过在街上有没有行人过路处。 -2  167,00 

191 失败的优先无效或个人同类型的一个白色甘蔗，白色和红色

（聋人/盲）或指南狗。 

-5   167,00 

192 不停止 all'alt 所给予的警察，宪兵等，拒绝检查车辆。不遵守

秩序，不要继续 3 月。 

-3      

192 拒绝出示证件。付款不得。 -3       

192(7) 不要停下来块的职位。付款不得。 -10  
 

该 ciclomotori  

为驾驶轻便摩托车必须有与他们： 
 

证书运动（ libretto ） ，其中载有技术数

据。我们记得，当我们购买一辆电单车，后

4 （ 4 ）年必须检讨和其后每 2 （ 2 ）年。 

 

 
 

 

保险，是指底盘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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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每年流通税） 

 

 
 

（ patentino ）证书是否适合驾驶的未成年人多数都没有授权的发明专利驾驶。 
 

  

任何人都希望获得该证书的健身，以磁碟机（车）可参加有关课程，举办驾驶学校。学生可

以参加课程，举办学校。Dal 19/1/2013 occorre patente LM 

从 LM 2013 年 1 月 19 日必需的许可证 

其他机动车辆 

开车，摩托车，或其他汽车，您必须拥有与他们： 
 

 
 

注册证明书（ libretto ） ，其中载有技术数

据。我们记得，当我们购买一台新的车辆

后， 4 （ 4 ）年必须检讨和其后每 2 （ 2 ）

年。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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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执照，有效期为车辆类型是进行。 

 
 

未能拥有的文件，驾驶 

如果您忘记了文件列举上述指导在家里，您必须使它们的看法，在警察机构在 15 (Euro 

42,00)天内。除非你目前的计划是另一个罚款三百七十〇点○○欧元。430,00 Euro. 
 

 

流通与驾驶执照发出的外国国家。  
 

一名司机有驾驶执照，所发出的一个外国国家的额外的（非欧盟）可能驱动车辆在意大利为

双方在其牌照有效期为 1 （一）年从居住地。 

在 1 年内从居住地到他们的专利转化。  

     如果不是'可能转换牌照采取授权的发明专利意大利 andando 在 autoscuola 。 

如果发出的牌照是由外国的国家是不是在按照既定的模式，在国际公约，其中意大利已加

入，它必须附有正式翻译的英语。 

时，须持有证书的专业（ CAP ）的，驾驶某些车辆，持有人也必须有这些文件。 
 

一名司机有驾驶执照发出的一个外国国家必须尊重所有的行为准则和他们的罚则规定，牌照

持有人意大利。 

转换驾驶执照发出的外国国家和国家的欧洲社会。 
 

当持有有效的驾驶执照，所发出的成员之一，欧洲经济共同体，占用了居住在意大利，他的

规定，意大利的规则，有效期内的牌照，医疗检查，税的规定， ed'iscrizioni 就牌照。 
 

这也适用于该证书的专业（ CAP ）的。  

持有人发出的牌照，由非欧盟成员国，如果有国际协定的互惠原则，必须转换他们的牌照。 

签发的驾驶执照，更换牌照，对其他国家，这样做后，核查的要求，心理，身体和道德。 
 

国发牌兑换。 

阿尔及利亚 爱尔兰 大韩民国 

阿根廷 冰岛 罗马尼亚 

奥地利 黎巴嫩 圣马力诺 

比利时 列支敦士登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卢森堡 西班牙 

丹麦 马其顿 斯里兰卡 

菲律宾 马耳他 瑞典 

芬兰 摩洛哥 瑞士 

法国 挪威 台湾 

德国 荷兰 土耳其 

日本             UKRAINE 波兰           SRY LANKA 匈牙利 

伟大的英国 葡萄牙 突尼斯 

希腊        BRASIL pricipato 的摩纳哥 摩尔多瓦 

保加利亚   URUGUAY 塞浦路斯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SERBJA 立陶宛     EL  SALVADOR 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共和国  Albania, Uruguay,   阿尔巴尼亚，乌拉圭，萨尔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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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 

极端的是，必须改变 207 ，公路代码。 
 

1 。如果不是 trasgressore 打算作出的付款（例如，因为他要提出申请）必须支付，始终在手

中违反代理建立，通过担保方式，一笔相等于双重惩罚的最低限度的计划。 
 

2 。在没有付款的安全性和拘留的行政规定的车辆，只要是不支付的营业额，并在任何一

个时期不超过 60天.  
 

3. 持有人发出牌照，由一家外国国家在其中 vige 不是系统的牌照点，介绍了该中心的数据

处理（东区区议会）署运输部的土地，基础设施和运输的具体资料库。 
 

4 。这是逐步更新的数据，司机，犯下罪行，联营公司 为他们每个人的问题缩短，根据该

规则，根据该守则的街头。 
 

5 。那些谁已承诺在一年内侵犯，共有至少 20 点，是禁止驾驶机动车辆到意大利为两年。 
 

6 。如果总至少 20 点 nell'arco 是达到了两年，禁止以指导它不限于一年。 
 

7 。如果总数至少有 20 点是中达成的在一段时间内两者之间的三年，禁止以指导它不限于 6

个月。 
 

如果您收到书面报告与艺术。 126 清算，我们必须沟通的数据该车辆的司机删除项目从许

可。  

           如果您不是数据的驱动程序将有进一步的罚款二百五十〇点〇 〇欧元。  
 

艺术。二是 126 警察局时，不知道司机，例如，在案件的停车空间，对伤残人士

（ art.158 ） ，或者当它到达分钟为安全高速（第 142.8 ° ， 142.9 ° ） ，或记录的 T 红色

（ art.146 步骤红灯，等等） 。  

Euro 291,00.   请注意：  

所有制裁（所有记录）必须支付 60 （第六十一）天内通知（即后，警察左手纪录签署） ，

或当它到达回家的纪录，挂号信后。  

     如果分钟（点球）是没有支付后 60 天内，这个数字增加一倍，并在您不用纳税。 
 

Last Update: 3/01/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