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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号 实施日期 

1  JT/T 1178.1—2018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载货汽车 

JT/T 1178的本部分规定了载货汽车的整车、制动系

统、安全防护、载荷布置标识与系固点、报警与提示等安

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 N1 类、N2 类和 N3 类的载货汽车，不

适用于牵引货车和半挂牵引车。 

 2018-05-01 

2  JT/T 1179—2018 
交通一卡通二维码支付技术规

范 

本标准规定了交通一卡通二维码支付的应用场景、支

付体系框架和流程、二维码数据结构、信息接口、安全要

求、受理终端要求以及客户端软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交通运输行业公共交通一卡通二维码

支付的相关系统、受理终端、智能终端客户端软件等的设

计、研发与应用。  

 2018-05-01 

3  JT/T 1180.1—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1 部分：总

体要求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通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交通运输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务和评价工

作。 

 2018-05-01 

4  JT/T 1180.6—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6 部分：机

动车维修企业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机动车维修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通用要求，以及资质和安全管理

制度、安全投入、设备设施、科技创新与信息化、教育培

训、生产过程管理、消防管理、职业健康、安全文化、应

急管理、事故报告调查处理等专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务和评价

工作。 

 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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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号 实施日期 

5  JT/T 1180.14—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14 部分：城

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基本要求、通用要求，以及设备设施和

作业安全等专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开展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

务和评价工作。 

 2018-05-01 

6  JT/T 1180.15—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15 部分：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通用要求，以及设施设备，

列车驾驶员、行车调度员及行车值班员教育培训，作业安

全，应急管理，运营突发事件和重大故障管理等专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务

和评价工作。 

 2018-05-01 

7  JT/T 1180.16—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16 部分：交

通运输建筑施工企业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交通运输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通用要求，以及管理机构

和人员、安全责任体系、资质、法律法规和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投入、安全技术管理、职业健康、安全文化、应急管

理、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等专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交通运输建筑施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务

和评价工作。 

 2018-05-01 

8  JT/T 1180.17—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17 部分：公

路水运工程施工项目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公路水运工程施工项目安

全生产标准化的基本要求、通用要求，以及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技术管理、安全管理档案、安全

专项活动、施工现场布设、安全防护、施工作业、桥梁工

程、隧道工程、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施工船舶及临时电

缆、码头工程或通航建筑物、航道工程、船舶调遣与避风

等专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公路水运工程施工项目开展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务

和评价工作。 

 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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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T/T 1180.18—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18 部分：高

速公路运营企业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通用要求，以及安全目标、资

质和安全管理制度、设备设施、科技创新与信息化、运营

管理和职业健康等专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务和评

价工作。 

 2018-05-01 

10  JT/T 1180.19—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19 部分：公

路隧道运营企业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公路隧道运营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通用要求，以及安全投入、设

备设施、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和运营管理等专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公路隧道运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务和评

价工作。 

 2018-05-01 

11  JT/T 1180.21—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基本规范  第 21 部分：公

路养护企业 

JT/T 1180的本部分规定了公路养护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通用要求，以及安全目标、安全管

理制度、设备设施、安全技术管理和作业管理等专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公路养护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工作以及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服务和评价工

作。 

 2018-05-01 

12  JT/T 1181—2018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等级管

理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等级管理的要

求，包括基本规定、试验检测分类及代码、公路水运工程

试验检测机构等级标准和等级评定及换证复核工作程序

的应用说明，以及检测机构运行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建设与管

理、等级评定、换证复核、检查评价等工作，其他有关检

验检测工作可参考使用。 

 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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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号 实施日期 

13  JT/T 1182.1—2018 

基于手机信令的路网运行状态

监测数据采集及交换服务  第

1 部分：数据元 

JT/T 1182的本部分规定了基于手机信令的公路路网

运行状态监测数据采集及交换服务的数据元分类、编号规

则和表示规则，并给出了数据元集、数据元值域与值域代

码。 

本部分适用于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路网运行状态监

测相关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2018-05-01 

14  JT/T 1182.2—2018 

基于手机信令的路网运行状态

监测数据采集及交换服务  第

2 部分：数据采集 

JT/T 1182的本部分规定了在基于手机信令的公路路

网运行状态监测数据采集及交换服务中数据采集、数据安

全及数据传输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路网运行状态监

测相关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2018-05-01 

15  JT/T 1183—2018 出租汽车 ETC 支付接口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出租汽车应用 ETC 系统时出租汽车计

价器与电子标签间的硬件接口、操作流程、通信协议。 

本标准适用于出租汽车 ETC支付应用。 

 2018-05-01 

16  JT/T 1184—2018 
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运营成本

测算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公共汽电车财政补贴预算及核定

过程中对公共汽电车企业直接运营成本、期间费用和税金

及附加的测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汽油、柴油、天然气车辆和无轨电车的

运营成本测算。 

本标准不适用新能源车辆（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运营成本测算。 

 2018-05-01 

17  JT/T 1185—2018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规则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的基本要求，以

及设备设施、正常和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检修施工

组织、信号显示、行车作业标准和用语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独立路权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

营线路的行车组织工作。有轨电车可参照使用。 

 2018-05-01 

18  JT/T 1186—2018 
港口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技术要

求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一般要求、功

能要求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码头、堆场和辅助区域的智能照明

控制系统。 

 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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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号 实施日期 

19  JT/T 1187—2018 
进出境集装箱船舶理箱业务规

程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集装箱船舶理箱业务的一般要

求，以及准备、实施和后续工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航行国际航线船舶载运的集装箱理箱

业务，航行国内航线船舶载运的集装箱理箱业务可参照使

用。 

 2018-05-01 

20  JT/T 1188—2018 进出境集装箱船舶理箱单证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集装箱船舶理箱单证的基本要

求、单证分类和单证数据项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航行国际航线船舶载运的集装箱理箱

业务所用单证的设计、印制和使用，航行国内航线船舶载

运的集装箱理箱业务所用单证可参照使用。 

 2018-05-01 

21  JT/T 1189—2018 船员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船员服务机构的通用服务质量要求，以

及船舶配员、船员信息咨询、船员证书申领、代理船员申

请考试、代理船员申请培训、船员外籍证书办理、船员跟

踪管理和保障船员权益等方面的服务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船员服务机构的

船员服务活动。 

 2018-05-01 

22  JT/T 1190—2018 
水上溢油的稳定碳同位素指纹

鉴别规程 

本标准规定了水上溢油的稳定碳同位素指纹鉴别的

样品采集、样品前处理及制备、样品分析、样品鉴别及质

量控制措施等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水上溢油，包括原油、燃油及其他石油

产品的鉴别。 

 2018-05-01 

23  JT/T 1191—2018 溢油驱集剂 

本标准规定了溢油驱集剂的性能指标、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产品说明书，以及储存、运输和过

期产品处置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内使用的

溢油驱集剂生产、检验和使用。 

 2018-05-01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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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T/T 1192—2018 通航尺度核定测量技术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沿海通航水域通航尺度核定测量的基

本要求，以及控制测量、水深测量、陆地要素测量、其他

要素测量、制图、质量控制和测量成果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沿海通航水域通航尺度核定、通航水域

监测和海图数据核实。 

 2018-05-01 

25  JT/T 1193—2018 
自动识别系统（AIS）航标应

用导则 

本标准规定了自动识别系统（AIS）航标的分类、电

文、参数配置、甚高频数据链路（VDL）接入方式、显示

符号，以及布设 AIS航标的考虑因素。 

本标准适用于 AIS航标的设计、研制、布设和管理，

航海人员和相关组织机构使用 AIS 航标助航服务时可参

考使用。 

 2018-05-01 

26  JT/T 620—2018 零担货物道路运输服务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零担货物道路运输的基本要求、服务流

程和服务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零担货物的道路运输服务。  

JT/T 620—2005 2018-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