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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 GB 13851《内河交通安全标志》自 1992 年颁布实施以来，在规范

内河交通行为、减少内河交通事故、保障船舶航行安全以及促进全国内河水运交

通设施发展、推进内河交通安全管理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已成为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随着我国内河水运交通的发展和标志技术的进步，GB 13851-2008《内河交

通安全标志》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标准实施过程中已发现部分内河交通

安全标志急需修改和补充。为此，《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15 年第一批国家标

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2015]30 号，2015 年 4 月 30 日）将本标准

列为国家标准修订计划项目（计划编号：20150433-Q-348）。本标准由交通运输

部航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修订工作由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市

地方海事局共同承担。 

1.2 协作单位 

在本标准修订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多次组织行业专家进行研讨并开展了广

泛的调研，得到了相关单位的支持与协助，取得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保

证了标准修订的质量。协作单位有：上海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浙江省地

方海事局、江苏省地方海事局以及江苏省航道管理局。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15 年 5 月，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究中心牵头成立了标准修订工作组，制

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各成员的工作职能和任务。 

2015 年 6~7 月，标准修订工作组广泛收集了与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相关的政

策法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对国内外内河交通安全标志设置及应用情况进行

了分析，提出了标准修订的原则、主要依据及标准修订的方法。 

2015 年 8~9 月，标准修订工作组采用发函方式，向全国各地内河通航管理

单位及专家征求对原标准（GB 13851-2008）的修订意见和建议。共计发函 40 份，

收到 32 家单位回复，其中 5 家单位提出意见、建议共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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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12 月，标准修订工作组根据回函意见，经会议讨论，对原标准

的结构、内容进行了调整，起草形成标准草稿。 

2016 年 1~12 月，先后组织标准修订工作组成员赴上海各区、江苏及浙江等

地考察、调研，并收集相关信息；标准修订工作组召开多次内部会议，根据调研

成果研讨标准修订内容。 

2017 年 1~7 月，标准修订工作组进一步讨论、修改、完善标准内容，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1.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究中心的程海峰、袁顺才、刘杰、

吴华林；上海市地方海事局的陆东飞、袁志杰，上海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的周树高等。各主要起草人所做工作详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工作情况 

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工作 

上海河口海岸科

学研究中心 

程海峰 

工作组组长。 

全面负责标准修订工作，承担考察调研、标准

发函征求意见、标准起草和编制说明编写工作。 

袁顺才 
负责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的收集，参与

修订方案确定、标准起草和编制说明编写工作。 

刘杰 
参与考察调研、修订方案确定和标准起草编写

工作。 

吴华林 参与标准征求意见、标准起草编写工作。 

上海市地方海事

局 

陆东飞 
组织和协调，参与考察调研、修订方案确定、

标准征求意见和标准起草工作。 

袁志杰 参与修订方案确定、标准起草编写工作。 

上海中交水运设

计研究有限公司 
周树高 参与标准征求意见、标准起草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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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2.1 修订原则 

（1）标准应能适应现阶段我国内河航道通航的实际情况，满足内河交通安

全管理的要求，为保障内河船舶安全通航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依据。 

（2）标准应充分考虑标志制作技术和方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进而促

进内河交通安全管理现代化。 

（3）标准应更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在规范内河交通行为、减

少内河交通事故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2.2 修订主要内容和依据 

（1） 在范围中，增加了夜间亮化原则、国际通航河流的表述（第 1 节）。 

根据内河航道夜间通航的要求，补充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和岸线的亮化（第

16 节）相关内容，因此在标准规定的内容中增加了“夜间亮化原则”；根据标准

适用的河流种类，在标准适用范围中增加了“国际通航河流”。 

（2） 修改了主标志的形状和尺寸中的航道等级分类（表 1）。 

根据调研及回函意见反映的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尺寸应适当扩大的实际需求

提出，将 A 型主标志对应航道等级由“III 级”改为“IV 级”，B 型主标志对应

航道等级由“IV、V 级”改为“V、VI 级”，C 型主标志对应航道等级由“VI

级及以下”改为“VII 级及以下”。 

（3） 修改了注意危险标志的表述内容（第 7.2.12 节）。 

因增加了航道施工标志（见下条），删除了注意危险标志中的“施工区域”。 

（4） 增加了航道施工标志和作业限高标志（第 7.2.13 和 7.2.14 节）。 

根据内河通航水域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以及作业限高区较多的实际情况提

出。 

（5） 修改了禁止会船标志、禁止停泊标志、禁止明火标志的表述内容（第

8.2.6、8.2.11 和 8.2.16 节）。 

根据最新的内河通航规则，禁止会船并不是指实行单行交通，严格意义上来

说应是指实行交替通行，因此删除了禁止会船标志中的“实行单行交通”，并增

加了“航行船舶根据通信信号或现场管理等实行交替通行”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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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通航船舶的实际使用需求，禁止停泊标志应标明所禁止的岸线区域为

宜，因此增加了“一般应加设附加标志，标示禁止区域的范围（长度）或方向”

的表述。 

禁止明火标志是指以标志为中心，50m 为半径范围内，禁止使用明火。但考

虑到危险品码头、油库码头或燃气管道等需禁止明火区域可能超过 50m 为半径

范围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也可加设附加标志，说明禁止明火的距离、方向。”

的表述。 

（6） 修改了限制宽度标志的名称和内容（第 8.2.24 节）。 

由于实际应用时限制宽度标志存在指代不清、不易理解的问题，将“限制宽

度标志”改为“限制船舶通航宽度标志”，明确标志规定的是船舶宽度要求。 

（7） 增加了警示标（第 9.2.3）。 

根据内河通航水域航行船舶与桥梁承台、施工区域防撞设施等经常发生碰擦

事故的实际情况提出。通过在一些特殊的构建物或设施上设置红白横纹相间的

“警示标”可以为船舶航行起到警示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警示标志的表现形式。 

（8） 删除了地名标志中的名胜古迹标志（第 11.2.8 节）。 

根据名胜古迹标志实际罕有使用且与内河交通安全关系不甚密切等情况予

以删除。 

（9） 增加了水文站标志（第 11.2.10 节）。 

水文站等单位场所有其官方规范的标志符号，可以借鉴到内河交通安全标志

中。因此增加了一种带场所官方标志的场所距离标志，从而规范地显示场所属性。 

（10） 主标志附加辅助标志示例中，删除了的施工、挂机船标志示例，增

加了围堰、顶推船、油库码头等标志示例（第 12.7 节）； 

因增加了航道施工标志（第 7.2.13 节），删除了“注意危险”附加“施工”

标志，换成“注意危险”附加“围堰”标志。 

根据“禁止通行”附加“挂机船”标志罕有使用的实际情况予以删除，换成

“禁止通行”附加“顶推船”标志。 

考虑到禁止明火标志（第 8.2.16 节）中增加了“也可加设附加标志，说明禁

止明火的距离、方向。”的表述，在主标志附加辅助标志示例中增加了“禁止明

火”附加“油库码头”和“禁止通行”附加“1000m”标志。 

（11） 增加了可变信息标志的应用（第 1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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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河航道通航安全的实际需求提出。可变信息标志是通过变化显示各类

气象、交通等信息实现控制船舶通航、有效管理交通的目的，它能够在干线航道、

干支流交汇水域和通航密集区、交通管制航段以及船闸、港区等特殊水域发挥重

要作用。 

（12） 增加了可变信息标志的显示与设置方式（第 13.2 节）。 

根据内河航道通航安全的实际需求提出，并参照主标志形式予以规定。 

（13） 修改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设置原则及相关内容（第 14 节）； 

根据调研收集的意见信息所反映的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在设置和管理方面的

实际问题及需求修改。 

（14） 增加了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和岸线的亮化（第 16 节）； 

根据近年来内河航道夜间通航的要求，同时结合标志制作手段的丰富（LED

显示屏的广泛引用）而提出。 

（15） 修改了附录 F、附录 H 的属性，改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F、附录 H）。 

为保证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实际应用设置的规范性，将附录 F、附录 H 的属性

由资料性附录修改成规范性附录。 

三、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博采国内道路交通标志和国外（欧洲莱茵河水上交通安全标志）之长。

在本次修订过程中补充了几个标志图案，图案选用原则是尽可能采用我国已流通

的标志图形、行业中已颁布的图形以及简单易懂的标志图形等。目前，国外没有

与本标准相类似的成套标准，我国在水上交通安全标志方面可以说已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四、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内河交通安全标志和内河助航标志都是为水运服务的交通设施。前者从交通

管理的角度，用图形符号、颜色和文字，标示交通管理内容，传递与交通有关的

信息，以管理交通和为船舶服务。后者标示航道的方向、界限与碍航物，揭示有

关航道信息，为船舶航行指出安全、经济的航道。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

补充、缺一不可。尤其是在水网地区，多为限制性航道，除少数湖、荡以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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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浮标反而是碍航的情况下，内河交通安全标志的作用尤为显著，而且是不可替

代的。 

本标准符合国家《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 GB/T 1.1-2009

规定进行修订，总体与其它相关标准（GB 5863-1993《内河助航标志》、GB 

50139-2014《内河通航标准》、GB/T 23827-2009《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及 GB 576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等）相协

调。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 

六、强制的理由，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本标准属于航运安全、应急类的标准，与内河船舶通航安全密切相关，因此

建议继续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本标准的目的在于通过设置一整套专用、醒目、实用的内河交通安全标志来

保证内河通航水域航行船舶的安全，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对内河航道通航安全起

到进一步促进和保障作用，进而规范内河交通行为、促进内河交通安全管理现代

化和减少内河交通事故，预期将实现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贯彻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本标准经征求各相关方意见，已形成共识，无需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标准

自发布实施之日起，各相关方将遵照执行。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第二次修订，发布实施后废止现行国家标准 GB 13851-2008。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