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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近年来随着我国路况的不断改善，高速公路网的形成，汽车列车

已成为高效的运输方式之一。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的气制动管连接器作

为连接牵引车和挂车制动系统的最主要的零部件之一，其规格尺寸直

接影响牵引车和挂车的连接匹配和互换性，其性能直接影响汽车列车

的行车安全。 

国家标准 GB/T 13881-92《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

主要转化国际标准 ISO 1728：1980《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

制动管连接器 互换性》，规定了连接器的结构尺寸和安装位置，已使

用 20 余年。而 ISO 1728：1980 已于 2006 年进行了修订，形成了 ISO 

1728：2006，其只保留互换性部分，安装位置要求由标准 ISO 4009：

2000《商用道路车辆-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电器和气动连接的位置》规

定，我国也对 ISO 4009：2000 进行了转化，形成了国标 GB/T 

32861-2016 《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的电器和气动连接位置》。 

为了与国内标准保持一致性和协调性、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规

范和提高连接器的性能，为货运挂车标准化提供标准支持；对国标

GB/T 13881-92《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进行修订十分

必要。 

因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3 年下达了国家标准的修订

计划，计划编号：20131547-T-339，计划名称：《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

挂车之间气制动连接器 互换性》。 



2、协作单位 

本次 GB/T 13881-92《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修订，

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行业内相关企业共同完成。

参加该标准修订的单位主要有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北京福田戴

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威伯科汽车控制系统（中国）有限公司、瑞立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华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主要工作过程 

2013 年 8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标准 GB/T 13881-92《牵

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的修订计划，计划编号

20131547-T-339，计划名称：《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连

接器 互换性》。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牵头对标准进行修订。

同年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联合国内相关企业组成标准修订起

草组，搜集国内外标准资料并进行翻译，梳理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研究确定标准修订原则，其中确定由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

限公司具体执笔起草编制工作。 

2014 年至 2017 年项目组对国内市场主流的气制动管路连接器

进行调研，并走访了大量的用户，掌握了气制动管连接器产品生产、

质量的现状以及市场的需求；同时项目组对欧洲及美国气制动管连接

器标准及相关的资料进行收集、翻译分析，获得了大量数据资料。在

此基础上，通过参加国际商用汽车展览会和现场调研进口商用车气连

接器使用情况，掌握了国际上常用的气连接器的外观质量、互换性和

使用性能。  



2017 年 5 月项目组在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召开会议，根

据市场调研及数据收集情况确定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了逐

项、逐条研讨，形成了标准草案。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项目组先后在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北京华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威伯科汽车控制系统（中

国）有限公司对气制动管连接器的性能进行相关试验，进一步验证了

标准草案的技术内容。 

2017 年 8 月 20 日，项目组召集行业内相关专家在交通运输部公

路科学研究院召开标准草案研讨会，结合之前的调研和试验情况，补

充完善了相关技术要求条款，经过项目组对标准的进一步梳理和研

究，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初稿。 

2017 年 9 月 14 日，项目组再次召集行业内相关专家，在北京福

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初稿的研讨会，与会专家

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逐项、逐条研讨，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项目组修改后，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在行业内征求意见；并制

定了进一步的验证计划：借助瑞立集团实验室对国内主流品牌的气制

动管连接器按征求意见稿的性能要求进行试验，借此对国内气制动管

连接器性能及工艺水平进行摸底，确定标准参数的合理性。 

4、标准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该标准的修订工作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牵头，参加单位

有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威伯科汽车控制系统（中国）有限

公司、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牵头单位负责标准修订



的前期研究并形成初步框架，组织行业内研讨并征求意见，北京福田

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负责标准草案的具体执笔编写和项目组内部意

见收集并修改，其他单位负责对草案的意见补充、验证等工作。主要

起草人张红卫、张红松负责标准总体框架提出、协调开展试验验证并

参与相关方法、指标确定。张学礼、郭俊婷负责资料收集、梳理和分

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协助执笔人确定标准的具体条款，参与调研和

实验验证工作，董金松、门育鹏负责具体起草工作、编制说明编写，

参加实验验证工作，张国龙、丁乔负责翻译国外标准资料，参加试验

验证，研究确定试验方法。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

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

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标准的修订原则 

为了与国内标准保持一致性和协调性、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规

范和提高气制动管连接器的性能，确定本标准的修订原则：一是遵循

原有标准技术内容，即使标准要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二是要

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也就是起草该标准时应结合我国近几年制修订

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技术内容，不能产生交叉和矛盾；三是要和国

际标准接轨，提高我国产品与国际产品的互换性、使用性；四是结合

我国行业产品设计、生产、试验检测和使用实际，使标准具有适用性

和可操作性。 

项目组在遵循以上原则基础上，开展标准修订研究工作。标准规



定了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的互换性、功性能

和试验方法。 

2、标准的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1）、关于标准名称 

本次修订项目的名称为《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

连接器 互换性》，主要是参考 ISO 1728；但本次标准修订在转化 ISO 

1728-2006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拓展，增加了功性能和试验方法的要

求，不局限于互换性。同时 GB/T 13881-92《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

动管连接器》，名称中也没互换性。 

所以本次修订后的标准名称基本仍沿用原标准名称，仅在 GB/T 

13881-92 的名称的基础上明确使用范围“道路车辆”，具体为《道路

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 

（2）、取消了连接位置的要求 

GB/T 13881-92《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主要转化

国际标准 ISO 1728：1980《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

接器互换性》，规定了气制动管路连接器的结构尺寸和安装位置。而

ISO 1728：1980 已于 2006 年进行了修订，形成了 ISO 1728：2006；

其只保留互换性部分，安装位置要求由标准 ISO 4009：2000《商用道

路车辆-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电器和气动连接的位置》规定，我国也对

ISO 4009：2000 进行了转化，形成了国标 GB/T 32861-2016 《道路

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的电器和气动连接位置》。 

所以本次修订取消了 GB/T 13881-92《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



管连接器》中的安装位置要求，安装位置要求由 GB/T 32861-2016 《道

路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的电器和气动连接位置》规定，使标准具

有一定的协调性。 

（3）、增加连接断开力矩和密封性的要求 

气制动管路连接器的连接、断开的力矩由产品的结构和制造精度

决定，力矩过大影响操作方便性；力矩过小容易脱开，影响行车安全；

是评判连接器的重要标准。密封性是制动系统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影响整个制动系统的使用效果；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增加了连接断开力

矩和密封性的要求。 

（4）增加了防腐试验的要求 

金属的腐蚀对零部件的性能有较大影响，参考美国标准SAE J318

《汽车气压制动线路耦合器》，国标GB/T 10125《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及通过对连接器进行盐雾试验，确定了防腐性能的标准。 

标准没有对盐雾试验后连接器的外观做要求，只要求盐雾试验后

仍满足连接断开力矩和密封性的要求。 

（6）、增加了耐久试验的要求 

随着物流行业的发展，甩挂运输越来越多，连接器的连接断开次

数大幅提高，这就对连接器的耐久性能提出了要求，通过对连接器进

行耐久测试，同时参考美国标准 SAE J318《汽车气压制动线路耦合

器》要求，本次标准修订增加了对连接器耐久性能的要求：连接断开

2500 次，满足连接断开力矩的密封性的要求。 

（7）、增加了破坏试验的要求 



连接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管路的运动，会对连接器产生拉力，

为了保证连接器的正常使用，必须对连接器的抗拉脱能力进行必要的

规定；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增加了拉脱试验的要求：将一对新的连接器

正确连接，同时连接供气软管并加压至 850 kPa±30 kPa，然后在连

接器上施加沿着软管轴线方向的拉力，拉力从 0 逐渐增大直到连接器

脱开，共拉脱 10 次。 

将连接器脱开时的拉力值命名为拉脱力，拉脱力大小和连接器的

结构有关（图 1 中位置 A），A 处变形量越小则拉脱力越大，但是连

接断开力矩也越大；为了同时保证连接器的抗拉脱性能和连接断开力

矩要求，需要对拉脱力的大小进行规定，不能小也不能过大；通过对

国内主要品牌连接器进行测试，并参美国标准 SAE J318《汽车气压

制动线路耦合器》，本标准将拉脱力定义为 220N 至 1334N 之间。  

 

           图 1 连接器一端示意图 

（8）、增加了跌落试验的要求 

连接器连接位置，特别是半挂牵引车的连接位置较高，在操作过

程中不能避免跌落情况发生，所以连接器应满足跌落试验的要求：将

一对新的连接器从至少 1.8 m 高度处跌落到混凝土表面上之后仍能



满足连接断开力矩及密封性的要求。其中高度值参考美国标准 SAE 

J318《汽车气压制动线路耦合器》和手持连接器的高度。 

（9）、增加了高低温试验的要求 

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季节温差较大，需要气制动管路连接器适应

不同的温度；同时制动系统其余零部件，主要是阀类零件也都有高低

温性能的要求，所以本次修订对连接器增加了高低温性能的要求：-40

℃，满足连接断开力矩要求，密封性满足，80℃时满足连接断开力矩

要求，密封性满足： 

（10）、调整了颜色标识的要求 

GB/T 13881-92《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要求供能

管路为红色，控制管路为黄色；但是根据调研，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

黑色管路的性能要优于彩色管路，同时欧洲市场也都是采用黑色管

路，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取消了对管路本体颜色的要求，只要求增加对

应的颜色标识：供能管路连接器为红色、控制管路连接器为黄色，亦

可在连接器上靠近固定端某处涂以相应的颜色点表示。 

3. 与 GB/T 13881-1992 标准水平的对比 

新修订 GB/T 13881 与 GB/T 13881-1992 对比：互换性方面，比

GB/T 13881-1992 更接近国际标准 ISO 1728，具有更强的互换性，标

准水平略有提高。功性能方面，GB/T 13881-1992 无功性能要求，新

修订 GB/T 13881 大幅增加了功性能和试验方法的要求，对规范连接

器的性能提供了重要的标准支持，标准水平大幅提高。 

综上，新修订 GB/T 13881 与 GB/T 13881-1992 相比，标准水平



大幅提高，将为连接器及货运挂车的标准化提供重要的标准支持。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经过试验分析，目前国内市场上连接器结构及工艺水平参差不

齐，不同品牌间的互换性较差；性能方面差别也较大，特别是密封性

和耐久性能方面；其中大品牌的连接器都有自己的检测标准，性能较

好，普通品牌的连接器缺少相关标准，性能较差。 

GB/T 13881-1992《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已经应

用 20 多年，这段时间汽车列车发展迅速，气制动管路连接器并没有

跟上汽车列车的发展。 

本次标准 GB/T 13881 的修订，一是更新了互换性的要求，二是

增加了功性能和试验方法的要求；标准发布后可以更好的解决市场上

经常出现的互换性差的问题，保证连接器更好的匹配；同时保证连接

器的性能。修订后的 GB/T 13881 将会更好的促进和规范连接器的发

展，为货运挂车标准化提供标准支持，大幅提高汽车列车特别是甩挂

列车的运输效率和行车安全，对交通运输行业健康发展具有很好的社

会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情况 

本次标准修订，互换性方面主要转化国际标准 ISO 17208-2006；

性能方面主要参考美国标准 SAE J318，同时考虑与美国连接器的结



构差异和国内的实际工况，制定了适用于国内连接器的功性能和试验

方法的要求。  

所以本标准修订后，互换性方面和国际水平一致，可以保证我国

的气制动管连接器在互换性方面和国际产品接轨；同时比国际标准

ISO 17208-2006 增加功性能和试验方法的要求，为规范连接器的性能

提供了标准支持，比国际标准更加先进。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遵循了标准的协调性原则，修订后的标准技

术内容与行业内相关现行标准相互协调和支撑，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

规和其它强制性标准能够协调一致，不存在交叉和矛盾。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全国汽车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网站和邮寄资料等方式广泛征求汽车挂车行业的意见和建

议，都能够解释、采纳或说明，不存在重大分歧，不存在与其它标委

会和行业的交叉、矛盾。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原为推荐性标准，修订后仍建议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挂车分技术委

员会负责组织宣贯和实施监督，建议在实施新产品准入管理时，国家

相关部委将严格执行本标准要求。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修订发布实施后，废止 GB/T 13881-92《牵引车与挂车之

间气制动管连接器》国家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