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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为了加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努力践行国家和地方的战略、规

划：“一带一路”、“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蒙俄经济走廊” 

“中国制造 2025”、“多式联运”，“辽满欧”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发

展建设规划，同时满足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

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16）的要求，辽宁省交通厅

运输管理局 2016 年 11 月 3 日召开 “组建物流企业联盟及制定相关

标准规范工作启动会” 下达任务制定标准《商品车集装箱运输标

准》。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规范我国乘用车集装箱运输的发展，交通运

输部于 2017 年 6 月发布《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7 年交通运输标

准化计划的通知》（计划文号交科技函〔2017〕412 号），正式批准立

项制定行业标准《乘用车集装箱运输技术要求》（标准项目编号 JT 

2017-42），由辽宁省交通厅运输管理局主持承担该标准的制定工作。 

2、协作单位 

在本标准的修订过程中，多次组织行业专家进行了研讨，并开

展了广泛的调研工作和大量的试验验证工作，得到了相关单位的支

持、协助与配合，取得了大量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试验数据，

保证标准的编制质量。协作单位名单如下： 

（1）大连中集特种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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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连市航运和物流服务管理中心 

（3）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4）大连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5）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 

（6）大连市标准化研究院 

（7）长安大学 

3、主要工作过程 

（1）2016 年 11 月，辽宁省交通厅运输管理局牵头成立了标准

制定课题组。2016 年 11 月 3 日，按照辽宁省交通厅运输管理局“组

建物流企业联盟及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工作启动会”的要求，辽宁省

交通厅运输管理局组织大连中集特种物流装备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

了由科研、生产、用户等方面参加的标准制定课题组，标准起草单

位和参加单位选派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参加标准

制定课题组，后续又增加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充实标准制定课题组。 

（2）2016 年 11 月~12 月，标准制定课题组确定编写原则、开

展资料收集与调研、形成标准草案。标准制定课题组对国内外乘用

车集装箱运输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

和检索了国内外运输乘用车的集装箱及运输架的技术资料，并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研讨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出《乘

用车集装箱运输技术要求》标准草案初稿。2016 年 12 月 23 日，辽

宁省交通厅运输管理局“召开物流联盟章程制定及物流标准规范编

制工作研讨会”，对《乘用车集装箱运输技术要求》标准草案初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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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工作研讨和意见征求、反馈，其中 8 个单位提出了 22 条意见或

建议。通过对这些反馈意见进行分类、归纳、整理和分析，标准制

定课题组采纳 20 条，未采纳 2 条，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补充、修改。 

（3）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标准制定课题组在资料收集

整理、行业调研、课题组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完成了标准中期审查

稿。2017 年 12 月 12 日，完成了标准中期审查稿，提交行业标准中

期审查及验收会专家审查委员会，并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召开了

行业标准中期审查及验收会，审查委员会对该标准的编制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一致通过了该标准中期审查稿的审查，希望编制单位

按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尽快完成征求意见稿上报。标准制定课题组

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中期审查稿进行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乘

用车集装箱运输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初稿。 

（4）2018 年 1 月~2019 年 2 月：2018 年 1 月《乘用车集装箱

运输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初稿上报后，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组织召开了综合交通运输在研标准计划

项目督导会，主要内容包括标准的评审、进度说明、建议和设想等。

2018 年 9 月标准制定课题组完善后再次提交了征求意见稿。2018 年

10 月-2019 年 2 月，标委会秘书处对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

议。标准制定课题组根据专家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再次修改和完

善，最终形成了《乘用车集装箱运输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提

交标准委员会征求委员意见，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并撰写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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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德水、李晓峰、袁会武、郭松、万里新、

杨雪峰、张蔚芳、李志刚、王建伟、赵建有、王凯、朱荣涛、赵若

彤、贾佃精、王高青、代海岩、孙敬安、赵春晖、徐磊、隋军、杨

继敏、夏挺。 

上述同志承担的主要工作如下： 

——李晓峰任标准制定课题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对国

内外运输乘用车的集装箱及运输架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

行全面调研。 

——于德水、袁会武、郭松、张蔚芳、杨雪峰、王凯、朱荣涛、

赵若彤、贾佃精、王高清组织参与协调和调研、研讨工作。 

——万里新、李志刚、代海岩为本标准主要持笔人，负责本标

准的起草、编写。 

——孙敬安、赵春晖、徐磊、隋军、杨继敏、夏挺、王建伟、

赵建有负责广泛搜集和检索国内外运输乘用车的集装箱及运输架技

术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参与工作研讨等工作，为标准

制定提供大量的调研数据和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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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标准的制定适应了

乘用车集装箱运输发展的需要，满足了乘用车集装箱运输法规、标

准的要求。标准的实施规范乘用车集装箱运输的管理，为乘用车集

装箱运输装载的场地及环境、人员及着装、运输装备、装载和运输

要求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规范。对于提高乘用车集装箱运输的安

全、环保和节能将产生积极作用。 

（1）本标准是对乘用车集装箱运输的通用规范，尽可能考虑全

面，满足对乘用车集装箱运输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要求。 

（2）本标准规定的术语必须与相应行业、国家、国际相关标准

的规定相一致，不允许出现任何矛盾，避免实施过程中出现理解不

一致，影响推广的情况。 

（3）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必须与相应行业、国家、国际相关标准

兼容，不能引起不同标准出现冲突。 

（4）本标准编制充分考虑借鉴国际标准集装箱的成果，尽可能

兼容，便于标准之间的协调应用，充分利用现有集装箱运输系统，

尽量减少设备的改造成本。 

（5）本标准编制充分考虑多式联运发展需求，统筹考虑道路运

输车辆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以及铁路运输重量限值。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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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编写”》和 GB/T 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

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 

（1）关于标准名称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课题组与行业专家就标准名称进行了讨论，

建议名称定为：乘用车集装箱运输技术要求，以满足交通运输行业

标准的定位，满足乘用车集装箱运输的发展需求。 

（2）范围 

根据规范乘用车集装箱运输和多式联运的需求，规定了标准的

内容和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乘用车集装箱运输装载的场地及环

境、人员及着装、运输装备、装载和运输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采用

ISO 标准集装箱、乘用车运输专用集装箱，或集装箱与乘用车运输

架组合的乘用车多式联运。 

（3）术语和定义 

主要规定了乘用车运输专用集装箱、乘用车运输架等新术语，

其它术语与相应行业、国家、国际相关标准的规定相一致，便于对

标准的理解。避免实施过程中出现理解不一致，影响推广的情况。 

（4）内容要求 

根据 2016 年 7 月 26 日起发布实施的 GB1589-2016《汽车、挂

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等标准、法规要求，结

合近 2 年乘用车集装箱多式联运的实际运行、管理情况，按照人、

机、料、法、环五大要素，本标准对乘用车集装箱运输装载的场地

及环境、人员及着装、运输装备、装载和运输要求等内容提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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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规范。 

（5）技术要求 

运输装备包括集装箱、运输架、叉车和捆绑带，其技术指标、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依据设计计算、试验测试确定，

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的先进技术成果，以规范乘用车集装箱运

输市场，提升该细分行业技术装备专业化、标准化、集装化水平。

主要技术要求依据如下： 

规范了 “6.1.1 集装箱规格应为 ISO 40HC、45HC 或乘用车运

输专用集装箱”。基于《GB/T 1413  系列 1 集装箱 分类、尺寸和额

定质量》和《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

量限值》限制规定，以及对现有普通、普遍乘用车的集装箱配载模

拟空间利用考虑，提出上述要求。 

规范了“6.1.7 集装箱规格尺寸及公差要求”。乘用车运输专用

集装箱基于《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

量限值》限制规定，其长度不大于 13716 mm（即小于等于 ISO 45HC

集装箱长度），宽度不大于 2550 mm，高度不大于 3200 mm。 

规范了“6.2 叉车”相关要求。适合集装箱运输经济性的乘用车，

通常为中小型，重量一般小于 2 吨，所以操作乘用车运输架的叉车

额定叉运重量 3.5t～5t 为宜，所述吨位叉车外形较小，在集装箱内

方便进出，操作灵活。 

规范了“6.3.1  乘用车运输架技术要求”。适合集装箱运输经

济性的乘用车重量一般小于 2 吨，考虑到运输过程中的动载、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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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乘用车运输架设计最大额定载荷应不小于 20kN。 

规范了“7.11 乘用车运输架与集装箱配合使用要求”。根据乘

用车集装箱运输近两年的长期实践数据，在一般公、水、铁等运输

工况下，乘用车车身各方向的安全间隙不小于 60mm 为宜。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认证或预

期的经济效果 

为提高汽车运输架车型适用性、空间利用率、操作效率、运输

工况适用性、操作安全等核心技术，在开发及测试过程中历经技术

方案的多次研讨、样品试制与评审、质量管控与测试、产品结构验

证与运输测试。 

为了繁杂多样的车型适配，我们对国内国外 200 余种主流车型

进行适用性评估，收集各种车型参数，外部轮廓等影响装载的信息，

进行适用性模拟。为了操作效率我们与汽车物流单位进行联合试验、

测试，对比不同的产品结构及装载方式。为了车辆、操作人员的安

全性，我们进行了苛刻的产品破坏性试验，铁路溜放试验、道路与

船舶模拟试验，验证其稳定、安全和操作性能。      

 2017 年 3 月汽车运输架产品通过了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目

前，本标准中的系列产品已经生产实践和客户使用验证证明，本标

准基本可以满足市场需要。其中乘用车运输架应能满足所装乘用车

的安全间隙，乘用车之间、乘用车与集装箱内壁的各方向安全间隙

均不小于 60 mm，该安全间隙原为 75mm，经客户长久国际物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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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上经过接近 2 年的使用验证，客户建议调整为 60mm。 

随着新标准 GB 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 轴

荷及质量限值》发布和实施，及超限治理工作的深入，整车运输将

逐渐以公路为主转变为以水、铁干线运输为主+公路短驳的多式联运

模式，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于汽车物流

行业起到积极的作用。 

乘用车运输架能够实现将 3~4 辆乘用车装载至集装箱内，解决

公、水、铁各物流模式无拆卸联通问题。使用乘用车运输架的集装

箱运输方式，不需专用乘用车运输车辆（如中置轴轿运车等），仅额

外配备结构简单紧凑、成本较低的乘用车运输架即可完成集装箱运

输，大大减少了对专用运输车辆的需求；乘用车运输架可以多套折

叠堆码装入集装箱运输，可以有效解决物流返空问题；集装箱运输

车辆更安全、快捷，灵活，能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满足客户个性

化服务要求。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推荐性标准与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在编制目的、

技术内容、文本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因此本标准没有采用相

应的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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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

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特

别是与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

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不存在标准兼容与冲突的问题。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鉴于本标准为首次编制，

目前暂不具备强制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鉴于乘用车集装箱

运输具备技术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可用来

指导乘用车运输发展方向，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第一次制定并与现行标准无冲突，建议颁布后即实施。 

建议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宣贯实施。充分发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业协会的组织作用，创

新标准宣贯方式，采取多种形式，为标准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普及标准知识，增强标准责任意识，主动采取先进适用的运输乘用

车的集装箱及运输架实施经营活动。加强人才队伍工作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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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职能和专家作用，提高行业标准工作水平，为乘用车运输经营

活动提供安全技术保障和政策依据。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