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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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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滚船码头安全技术及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客滚船码头安全管理的一般要求、码头作业安全要求、待渡停车场安全要求、车辆安

全检查要求、应急与疏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资质的客滚船码头作业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5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5部分：限制速度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JT/T 1293 客运码头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JTJ 212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

JTS 165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JTS 169 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客滚船 ro-ro passenger ship
具有乘客定额证书且核定乘客定额（包括车辆驾驶员）12人以上，具有滚装装车处所，且车辆能自

行进出的船舶。

3.2

客滚船码头 ro-ro passenger ship terminal
为客滚船提供水路运输服务，供旅客、滚装车辆上下船的码头作业平台和陆域待渡停车场、客运站

等配套建筑、设施。

3.3

接岸设施 shore ramp
码头与船舶连接、用于滚装装卸作业的码头设施，分为固定岸坡道和可调节岸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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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待渡停车场 operation vehicle parking lot
客滚船码头内，停放等待登船机动车辆的场地。

3.5

码头控制区 terminal control area
客运船码头内根据实际运营安全和安全检查需要划定的，限制无关车辆、人员进出的区域。

注：改写JT/T 1293—2019，定义3.2。

3.6

危险物品 dangerous goods
禁止车辆载运或者限制数量载运的，可能危害客滚船舶及码头安全，对生命财产造成损害的物品，

包括但不限于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有毒物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和传染病病原体及枪支

弹药、管制器具等。

4 一般要求

4.1 客滚船码头的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依据法律、法规，结合港口客

运服务流程、滚装车辆港口作业安全特点以及客滚船舶船型编制。

4.2 客滚船码头应建立滚装车辆安全检查制度，制定滚装车辆安全检查操作规程。为保证客滚船航行

安全，客滚船码头应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船公司的安全要求，列出禁止、限制载运物品目录。

4.3 客滚船码头及客滚船应拒绝载有禁止载运物品和超限载运物品的车辆登船。

4.4 客滚船码头作业区、待渡停车场应设置车辆限速标志，合理划定车行路线，避免车辆交叉行驶。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和限速标志应符合 GB 5768.1、GB 5768.2、GB 5768.3、GB 5768.5 的有关规定。

4.5 滚装车辆作业道路和停车场应坚实、平坦，不应有妨碍车辆安全通行的异物和障碍物。

4.6 客滚船码头应为夜间现场作业人员配备反光警示工作服等个人防护用品。

4.7 为载货车辆提供登船服务的客滚船码头应设置地中衡等测定重量、尺寸的装置。超载、超限车辆

不得登船。

4.8 码头作业区、待渡停车场等客滚船码头控制区应实施封闭管理。车辆进入码头作业区、待渡停车

场等客滚船码头控制区前应经过安全检查。

4.9 码头作业区、待渡停车场和道路夜间作业照度值应符合 JTS 165 的有关规定。

4.10 客滚船码头涉及旅客、客运站的安全管理应符合 JT/T 1293 的有关规定。

4.11 进入客滚船码头的车辆、驾驶员及旅客应遵守客滚船码头的安全管理要求。

4.12 客滚船码头应建立登船车辆信用记录信息库，如实记录登船车辆和驾驶员涉及客滚运输安全的违

法行为信息。

4.13 客滚船码头宜与下列单位实现登船车辆信用记录信息共享，对列入黑名单的滚装车辆实施联合惩

戒，在解除黑名单前拒绝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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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本客滚船码头的客滚船舶；

——所经营客滚航线的始发港、中转港、目的港；

——所在区域的其他客滚船码头；

——相关管理部门。

5 码头作业安全要求

5.1 车辆滚装作业

5.1.1 车辆驶上或者驶离船舶前，客滚船码头应会同客滚船检查码头与船舶的连接安全情况，安全检

查的具体内容包括：

——船跳板、接岸设施等船岸连接设施稳固、平坦；

——船跳板、接岸设施等船岸连接设施的坡度、宽度满足车辆通行要求；

——接岸设施与船舶车辆舱跳板匹配；

——可调节接岸设施的升降桥跳板根据潮汐变化调节至合适位置。

5.1.2 滚装车辆作业期间，客滚船码头和客滚船应配备工作人员指挥、疏导车辆按顺序、保持安全距

离上下船舶。

5.1.3 码头作业区内应设置车辆调头区和未登船车辆离港通道。

5.2 车辆、旅客分流

5.2.1 车辆和旅客的登船设施应分开设置。

5.2.2 车辆和旅客的登船设施无法分开设置的，应采取车辆和旅客分时作业上下船方式。

5.3 接岸设施

5.3.1 接岸设施应与到港作业的客滚船相匹配，工作状态坡度应符合 JTS 165、JTJ 212 的有关规定。

5.3.2 接岸设施车辆通道两侧应设置安全护栏或护轮坎。安全护栏、护轮坎的设置应符合 JTS 169 中

的有关规定。

5.3.3 有旅客通行的滚装桥等可调节接岸设施应采取防坠落安全防护措施。

5.3.4 接岸设施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最大安全负荷标志和车辆的限速行驶标志。车辆通过接岸设施的速

度应不大于 5km/h。

5.3.5 接岸设施应设置警示标志和警示灯。夜间警示灯应开启。

5.3.6 停止作业的接岸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车辆通行标志，采取防止车辆发生坠海事故的防护

措施。

5.3.7 接岸设施表面应采取防冻、防滑措施。

5.3.8 滚装桥等可调节接岸设施应实现无级调节（或无级调节、有级定位），操作方便，升降平稳，

并设置安全锁定装置。

5.3.9 客滚船码头应安排专人负责滚装桥等可调节接岸设施的使用和管理。

5.3.10 客滚船码头应定期对滚装桥等可调节接岸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使其处于良好的技术状

态。

6 待渡停车场安全要求

6.1 客滚船码头应设待渡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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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待渡停车场应合理设置进出通道，根据航线或车辆种类等情况分类设置待渡停车区域。

6.3 待渡停车场的停车位数量应不小于同时发船所载的车辆数。

6.4 待渡停车场四周应设隔离设施，进口、出口应分别设置。

6.5 待渡停车场的防火间距、停放车辆间距、消防车道和疏散出口布置、消防设施配备等应符合 GB

50067 的要求。

6.6 待渡停车场应设有分道线和停车位标志。

6.7 车辆及旅客的通道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引导标志。

6.8 待渡停车场应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巡查。发现车辆异常状况的，工作人员应及时处置，必要时

应要求车辆离开。

6.9 待渡停车场应安排工作人员疏导场内交通，引导车辆有序进出、停放。

6.10 车辆的停放不得堵塞进出口、疏散出口和消防车道，不得妨碍消防设施使用。

6.11 待渡停车场内车辆停车后应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

6.12 待渡停车场内禁止吸烟，不得进行车辆装卸作业，不得堆放物品。

6.13 待渡停车场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

7 车辆安全检查要求

7.1 信息填报和实名制

7.1.1 客滚船码头应根据客滚船的委托，建立登船滚装车辆和载运货物信息填报制度。滚装车辆应提

供载明车载货物详细信息的货物运单，非营业性滚装车辆应按照附录 A 填报车载货物信息。车辆驾驶员

在购票或进入待渡停车场前应填报车载货物信息，车载货物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车辆牌号、车辆行驶证信息；

——驾驶员身份证、驾驶证信息和联系方式；

——车载人员数量；

——车载货物信息，包括货物名称、性质、重量和体积等；

——装车站点（配货站点）信息和联系方式；

——发货人及收货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7.1.2 滚装车辆和车载货物信息应留存至少 180 日。

7.1.3 客滚船码头应通过网站、手机 APP 等方式提供电子表格，方便旅客提前下载填报信息。现场可

配备复印、摄像等设备，以便快速获取货物运单等相关信息。

7.1.4 客滚船码头宜建立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载运货物信息网上填报，对驾驶员身份、车辆和载运货

物信息、安全检查情况等数据进行存储、管理。客滚船码头应推进网上信息填报，与道路运输电子运单、

客运联网售票等信息化技术结合，提升客滚船码头信息化管理水平。

7.1.5 实行实名制管理的客滚船码头应对驾驶员的身份证件、车辆信息进行查验、核对。驾驶员有效

乘船身份证件与驾驶员本人及乘船凭证信息核对不一致的，不应登船。

7.2 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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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客滚船码头应实行安全查验制度，对搭乘客滚船的车辆及车内货物、行李、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或按规定开封验视，并按照有关规定协助客滚船舶，如实填写车辆安全检查情况。滚装车辆应配合安全

检查人员进行危险物品安全检查，对拒绝安全检查的车辆，客滚船码头不应允许登船。

7.2.2 客滚船码头车辆安全检查设备配置要求如下：

——为渤海湾、琼州海峡省际航线提供服务的客滚船滚装码头，为长江三峡省际航线提供服务的载

货汽车滚装码头应配备货运车辆安全检查设备；

——为省际航线、海上运输距离 50 海里以上和内河运输距离 100 公里以上的客滚航线提供服务的

客滚船码头宜配备货运车辆安全检查设备；

——其他客滚船码头在具备安装条件的情况下，宜配备车辆安全检查设备。

7.2.3 采用货运车辆安全检查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的，安全检查人员应对可疑部

位、物品进行查验：

——发现车内载有危险物品或疑似危险物品的；

——安全检查设备显示的图像或数据可疑、无法判断安全性的；

——安全检查设备识别不清晰、图像无法判读的。

7.2.4 未采用车辆安全检查设备的客滚船码头应采用直观检查方式对车辆进行检查。

7.2.5 安全检查人员采用直观检查方式的，应对车辆的外观、驾驶舱、货舱（行李舱）等部位进行检

查。

7.2.6 对于集装箱、邮政（快递）等无法开箱检查的箱式车辆，安全检查人员采用直观检查方式的，

安全检查的具体内容包括：

——集装箱箱封、邮政（快递）车辆专用标志是否损坏、缺失；

——箱体外部结构是否损坏；

——箱体是否出现撒漏、渗漏现象。

7.2.7 客滚船码头宜与邮政（快递）企业、承运人、客滚船舶签订安全协议，明确各方安全责任。对

于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执行紧急任务的机动车辆，客滚船码头在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后，可依

法优先放行。

7.2.8 客滚船码头的车辆安全检查地点应设置车辆引导标志和安全标志标识。

7.2.9 客滚船码头应分别设置旅客、车辆安检通道，避免人、车交叉安检。

7.2.10 车辆安全检查场所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应至少保留 30 日；

依法列为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90 日。

7.2.11 车辆已检区域与未检区域之间应设置有效的物理隔离，确保已经安全检查的车辆与未经安全检

查的车辆不相混或接触。

7.2.12 发现车辆载运货物与填报信息明显不符的，不得允许进入待渡停车场或登船。涉嫌夹带禁止载

运的危险物品的，应及时向公安、港政、海事等有关部门报告。

7.2.13 客滚船码头应记录安全检查中发现的禁止载运的危险物品，并将载运危险物品的车辆记入滚装

车辆不良信用记录信息库，实施黑名单管理。

7.2.14 对于限制载运危险物品的超量部分，应由车辆驾驶员自行处理。

7.2.15 客滚船码头应对车辆安检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保障设备正常运行。不得使用未经验收合格的安

检设备。

7.2.16 对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具有或者可能具有危害的车辆安检设备，应在适当位置设置

安全警示标识。

7.2.17 客滚船码头应配备专职车辆安全检查人员，并对安全检查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定期安全检查

业务培训和考核评估，建立安全检查人员培训、考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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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与疏散要求

8.1 客滚船码头的应急预案应根据车辆滚装作业事故风险，编制现场处置方案。现场处置方案应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待渡停车场火灾应急处置措施；

——车辆碰撞应急处置措施；

——车辆应急疏散程序。

车辆应急疏散程序应与旅客应急疏散程序相衔接。

8.2 客滚船码头应合理划定车辆应急疏散路线，设置车辆疏散专用通道。

8.3 码头作业区、待渡停车场应设置应急疏散路线图和疏散指示标志标识。

8.4 车辆应急疏散路线应连续、畅通、安全，不应交叉。车辆疏散通道与人员疏散通道应分别设置，

不应交叉。

8.5 客滚船码头应对在港旅客、车辆流量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制定高峰时段限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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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车载货物填报信息

车载货物填报信息的项目和内容见表A.1。

表A.1 车载货物信息填报表

乘船名称： 港口签字： 填表时间：

车辆信息 车辆牌照号： 车辆类型： 行驶证编号：

核定载质量： 实际车载人员数量：

驾驶员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驾驶证编号： 联系方式：

货物信息 货物名称： 性质： 重量:

体积： 包装： 货运单号:

应急措施：

装车（配货）站点信息 站点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发货人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收货人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兹声明：

上述内容已经按要求准确填写，车载货物中无经营人公告不予承运的货物，未装载危险货物或

夹带危险物品，以上申报准确无误。

申报人：

年 月 日

注1：货物种类较多或填写内容时，可另附表格。

注2：货物运单未载明货物详细信息的，应详细填写此表。

注3：申报人应提前下载并填写此表，原件由港口安检员签字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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