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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2 集装箱吊具的尺寸和起重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集装箱运输存在两种模式，即 ISO 标准

集装箱运输与内陆集装箱运输发展模式。从地域特点来看，我国的内

陆集装箱运输与欧洲和北美内陆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欧洲和北美内陆

独特的区域集装箱标准体系值得我们充分的加以研究。从发展的角度

看，伴随着我国区域性经济发展逐步趋于平衡，我国的公路运输和铁

路运输将是未来发展内陆集装箱运输的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为适应我

国物流产业调整和振兴的发展要求，客观要求建立符合我国铁路、公

路、水路以及货场基础设施条件的内陆集装箱新箱型技术标准。因此，

研究开发一种或一系列适合我国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的内陆集装箱

新箱型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我国内陆集装箱运输成为行业发展的迫切

需求。制定我们内陆集装箱标准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规范我国内陆集装箱的发展，交通运输部于

2017 年在交科技函〔2017〕412 号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中将内陆集装

箱 10 项标准列入制定项目。本项目名称为“内陆集装箱 技术要求和

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货物集装箱”（计划编号 JT2017-27），由交

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主持承担该标准的制定工作。 



2、协作单位 

在本标准制定的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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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验证工作，得到了相关单位的支持、协

助与配合，取得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建议和实验数据，保证标准的

编制质量。协作单位名称如下：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南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注：以上为标准起草阶段的主要协作单位，后续开展标准征求意见和标准验证、修改完

善等工作，根据需要进一步增加协作单位。 

3、主要工作过程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接到标准修订计划任务后，立即着手

进行标准制定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17 年 1 月~2017 年 3 月，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牵头成立

了标准制定课题组，标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课题组广泛收集了与内

陆集装箱相关的政策法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在资料的收集、整

理、外文转化和分析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

提出了标准制定的原则、主要依据、基本内容及采用的编制方法。2017

年 3 月 5，课题组成员参加 ISO/TC104 法国年会，在法国年会上，中

国提出了“集装箱角件”国际标准提案，同时提出了“集装箱多元化

应用”计划报告，积极与 ISO 专家交流探讨我国开展内陆集装箱标准

编制的可行性，并了解国外发展内陆集装箱的成功经验。2017 年 3



月 25，课题组成员参加“亚洲多式联运展”，邀请国际集装箱局 BIC

等专家在上海进行会议交流，介绍中国开展内陆集装箱标准编制关于

集装箱技术条件和编码等方面的计划，征求国内外专家意见。 

2017 年 4 月~201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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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标准证征求意见稿。在标

准起草过程中，课题组先后到深圳中集、上海港、青岛物流协会、上

海振华港机厂、苏州吉海实业公司、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等关联单位

开展调研工作。2017 年 4 月，在收集资料和实地调研基础上，起草

完成标准草案。2017 年 5 月，课题组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并组织

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2017 年 6 月，标准草案

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2017

年 6 月底，标准制定课题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全国集装箱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建议将征求意见稿面向全体委员和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

见。鉴于该标准的重要性，为保障征求意见的广泛性，同时建议全国

集装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与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协商，该标准草案同时

由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继春、李爱华、车德慧、陆松、赵洁婷、

王婧等。上述人员承担的主要工作如下： 

李继春，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协调，负责标准的编写工作。 

李爱华、赵洁婷、王婧，组织参与调研工作、负责标准的编写工

作。 



车德慧、陆松，组织参与调研工作、参与标准的编写工作，为标

准编制提供大量的调研数据和建议。 

注：以上为标准起草阶段的主要参与人员，后续开展标准征求意见和标准验证、修改完

善等工作，根据需要进一步增加起草人，并明确任务分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按下列原则和要求进行： 

1）尽可能考虑全面，满足集装箱生产和运输以及其他相关领域

的需求。 

2）规定的术语必须与相应行业、国家、国际标准的规定相一致，

不容许出现任何矛盾，避免内陆箱推广过程中出现理解不一致，影响

推广的情况； 

3）标准技术内容必须与行业、国家、国际相关标准兼容，不能

引起不同标准出现冲突。 

4）内陆箱标准编制充分考虑借鉴国际标准集装箱的成果，二者

之间尽可能兼容。考虑与集装箱材料和配件标准的通用性，便于标准

之间的协调应用。 

5）内陆集装箱标准要充分考虑多式联运发展需求，统筹考虑道

路运输车辆外部尺寸限值、铁路运输重量限值方面新突破。 

2、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以上原则，本标准制定的内容，充分考虑了系列 2 集装箱的



外部尺寸和部分内部尺寸的限值、额定质量限值，箱体强度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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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名称调整为：系列 2 集装箱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

用货物集装箱。一方面呼应了现有的 ISO 系列 1 集装箱标准序列，也

为将来发展系列 3 型集装箱预留了发展空间。通过顶层设计，有利于

形成 ISO 标准系列 1 集装箱为主体，内陆宽体运输系列 2 集装箱和

内陆城市配送系列 3 集装箱为辅助的多层次发展格局，满足运输的多

元化发展需求。 

2）本标准的主要结构 

根据以上原则，本标准制定的内容，充分考虑了系列 2 集装箱的

外部尺寸和部分内部尺寸的限值、额定质量限值，箱体强度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标准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范围，主要规定了标准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列举了标准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国际标准等标准信息，并对相关标准的引用关系进行了必要的

备注和说明。 

第三章术语和定义，主要规定了内陆集装箱等术语，便于对标准

的理解。 

第四章尺寸和额定值，主要规定了系列 2 集装箱的外部尺寸、内

部尺寸和额定质量等。 



第五章技术要求，主要规定集装箱整箱和部件的技术要求，主要

是角件、底部结构、端部结构、侧壁、顶板、门框开口、叉槽、固货

系统等技术要求。 

第六章实验方法，主要规定了角件、底部结构、端部结构、侧壁、

顶板、门框开口、叉槽、固货系统的试验条件、实验方法、判定规则

等内容。 

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对重要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和示例，便于标准的使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我国内陆集装箱运输是伴随着外贸集装箱运输发展起来的，目前

几乎全部采用的是国际标准集装箱。因而在运输环节中存在一些突

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集装箱内部尺寸与国际标准物流托盘装载模数冲突。如集装

箱内部尺寸 2330mm，国际标准托盘尺寸为 1200mm*800mm 和

1200mm*1000mm，这就导致集装箱装运货物既不能满载，也不利于机

械化作业，不能有效降低物流效率和物流成本。 

2）集装箱外部尺寸与铁路等运输工具冲突。如我国的铁路车皮

货载限宽 3000mm，公路运输车辆的限宽是 2500mm，而国际标准集装

箱的宽度是 2438mm，铁路和公路运输存在着运能浪费的现象，特别

是在当运力紧张的情况下，浪费运能被广泛诟病。 

ISO 标准集装箱与我国现阶段交通运输设备不匹配的问题，客观



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制定新的内陆集装箱。为适应我国物流产

业调整和振兴的发展要求，客观要求建立符合我国铁路、公路、水

路以及货场基础设施条件的内贸集装箱新箱型技术标准和托盘标准。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我国的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和长度达到基本

满足需求的时候，铁路路网的建设以及伴随航空运输的发展，目前

能力大部分被客运所占据的我国铁路运输运能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铁路将成为我国区域间内陆货物运输的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之一，公

路则主要是完成大型区域性的物流配送中心周边中短距离的货物配

送任务。目前我国内河集装箱船绝大多数是开敞式集装箱船，无大

型专业化集装箱船的隔栅结构，因此，有别于国际标准集装箱的内

贸集装箱新箱型，仍然可以无障碍的在内河集装箱船舶上使用。因

此，研究开发一种或一系列适合我国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的内贸

集装箱新箱型以及即适合国际标准集装箱又适合内贸集装箱新箱型

的托盘，用来完成我国内贸集装箱物流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非常必

要的。内陆集装箱以我国内贸集装箱运输为依托，具有广阔的市场

应用前景。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起草的过程中，主要参照了 ISO668、ISO1496、ISO1161、

ISO3874 等标准。 

本标准充分考虑了国际标准的发展情况，考虑了与国际标准的兼

容性问题。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系列 2 集装箱相关技术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标准之间没

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加强行业部门组织实施，特别是集装箱运输管理部门的推动，

有利于标准的实施。 

2、加强标准的宣贯和培训，让行业从业人员更多了解标准、学

习使用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