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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国内唯一一家物流领域的综合性社团组织，从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物流标准化工作。2003 年 9 月，

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将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标准工作部，多年来在国家标准委的

直接领导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物流标准化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部门也高度重视标准

化工作，习总书记在 2013 年视察临沂物流基地、2014 年新疆考察时对物流标准化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汪洋副总理在 2013 年 10 月召

开的全国部分城市物流工作座谈会上，将“物流标准化”列为六大任务之首，明确要求“推进物流标准化建设，完善物流标准体系，

加大标准应用和推广力度”。标准的应用和推广首先要让标准的使用方了解标准，为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标准工作部、全国物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连续三年完成《物流标准目录手册》的编制和更新工作。《手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客观地反映物流标准化的

现状，有效地发挥现有标准在行业中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让标准的使用方更好地了解物流标准，使用时能可知、可查、可用。 

本年度更新后的《手册》收集了我国已颁布的现行物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目录共计 835 项。按其内容分为基础性标

准、公用类标准、专业类标准和标准化指导性文件四大部分，在每部分中又按基础性标准、物流装备、物流技术、物流服务及管理、

物流信息进行分类，以便使用者进行查询。《目录手册》可供物流标准化工作者、物流专业研究人员、物流企业管理者、物流从业人员

参考、学习、使用。 

《手册》中收集的标准目录为 2015 年 6 月以前发布的标准。由于标准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本《手册》所选取的标准可能会修订、

废止，在购买相关标准时请注意采用标准现行有效文本。因时间仓促，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标准工作部（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10-58566588-158，010-58566588-126，010-58566570 

传    真：010-58566588-126 

Email: bzb1311@163.com 

标准咨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馆（国内外标准查询） 

电话：010-58811332 

Email:  libo@cnis.gov.cn 

标准购买：中国质检出版社（标准购买） 

购书电话：010-68523946 

Email: shop@sp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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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类标准 

（一）术语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GB/T 1992-2006 集装箱术语 2006-12-14 2007-5-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的术语和定义。本标准适用于 GB/T 1413 所列各类型的集装箱。 

GB/T 3716-2000 托盘术语 2000-1-3 2000-8-1 
本标准规定了托盘、滑板及其结构的术语。本标准适用于货物储运、仓储部门和与其有关的科

研、教学、设计、生产等单位。 

GB/T 3730.1-20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2001-7-3 2002-3-1 
本标准对汽车、挂车和汽车列车的类型给出术语和定义。本标准适用于为在道路上运行而设计

的汽车、挂车和汽车列车。 

GB/T 3730.3-1992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车辆尺寸 
1992-8-15 1993-4-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和挂车有关尺寸的术语及其定义。本标准不规定测量方法、计量单位、精度

和尺寸的数量级。 

GB/T 4122.1-2008 包装术语 第 1 部分：基础 2008-5-27 2009-1-1 
GB/T 4122 的本部分规定了包装通用术语及机械、防护、材料与容器、检验与试验、印刷、

包装与环境等基础术语及定义。本部分适用于包装及与包装相关的领域。 

GB/T 4122.3-2010 包装术语 第 3 部分：防护 2010-9-26 2011-3-1 
GB/T4122 的本部分规定了防护包装技术术语和定义。本部分适用于防护包装及防护包装的相

关领域。 

GB/T 4122.4-2010 
包装术语 第 4 部分：材料与容

器 
2010-9-26 2011-3-1 

GB/T 4122 的本部分规定了包装机械的通用术语及其定义。本部分适用于包装机械的设计、

生产、流通、使用及监督。 

GB/T 4122.5-2010 
包装术语 第 5 部分: 检验与试

验 
2010-9-26 2011-3-1 

GB/T 4122 的本部分规定了产品运输包装领域检验与试验方面的术语及其定义。本部分适用

于产品运输包装领域检验与试验。 

GB/T 4122.6-2010 包装术语 第 6 部分：印刷 2010-9-26 2011-3-1 GB/T 4122 的本部分规定了包装印刷术语及定义。本部分适用于包装印刷行业及相关领域。 

GB/T 5620-2002 
道路车辆 汽车和挂车 制动名

词术语及其定义 
2002-8-29 2003-1-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和挂车的制动及制动装备的主要名词术语，并给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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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104-2005 机动工业车辆  术语 2005-10-24 2006-5-1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工业车辆分类的术语和定义，也规定了主要部件及其所属附件的术语和定

义。 

GB/T 7179-1997 铁路货运术语 2007-7-2 2008-2-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货物运输的常用术语。本标准适用于铁路运输组织与管理。 

GB/T 8226-2008 道路运输术语 2008-10-27 2009-5-1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运输生产和行业管理中涉及的常用或专用名词术语及其定义或说明。本标准

适用于道路运输宏观与微观管理及相关业务。 

GB/T 8487-2010 港口装卸术语 2010-11-10 2011-2-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装卸用术语及其定义和说明。本标准适用于港口装卸作业和管理。 

GB/T 8568-2013 铁路行车组织词汇 2013-9-27 2014-5-1 
 

GB/T 20839-2007 智能运输系统 通用术语 2007-4-25 2007-5-1 

该标准规定了智能运输系统领域中的通用术语，包括:基本术语、交通管理、客运管理、货运

管理、交通信息服务、智能公路与辅助驾驶、紧急事件与安全、电子收费、专用通信等；适用

于智能运输系统及其相关领域的信息服务、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GB/T 23156-2010 包装 包装与环境 术语 2010-8-9 2011-1-1 
本标准规定了与环境有关的包装和包装废弃物的术语及其定义。本标准适用于包装和包装废弃

物的处理和利用。 

GB/T 23418-2009 航空货运及地面设备 术语 2009-3-23 2009-11-1 本标准定义了航空货运及其相关地面设备的术语。 

GB/T 25159-2010 
包装术语 非危险货物用中型散

装容器 
2010-9-26 2011-3-1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非危险货物运输的各类中型散装容器的术语和定义。本标准适用于一种或多

种运输方式使用的中型散装容器。 

GB/T 29108-2012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术语 2012-12-31 2013-7-1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信息服务领域所涉及的术语,包括基本术语、交通信息与服务术语、交

通信息采集术语、交通信息处理术语、交通信息传输与发布术语。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信息

服务以及相关应用领域。 

GB/T 29193-2012 国际贸易术语字母代码 2012-12-31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贸易术语字母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的电子数据交换和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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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744-2013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道路编码规

则 
2013-9-18 2014-3-1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信息服务中所涉及的道路选取规则、道路分割原则、路段编码结构、参

考点编码方法及路段编码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信息采集、处理、发布及应用服务。 

JB/T 10823-2008 自动化立体仓库  术语 2008-2-1 2008-7-1 

标准规定了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型式、平面布局、储存方式、参数、堆垛机、货架以及运行操作

中的常用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由钢结构货架、巷道堆垛起重机（以下简称堆垛机）等设备组

成的、货物存储作业以使用单元化集装器具（托盘）集装（以下称单元货物）为主的自动化作

业的立体仓库。 

JT/T 392-2013 港口装卸工属具术语 1999-6-21 1999-10-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装卸工属具术语和定义。准适用于港口装卸工属具的名称及其技术文件。 

SB/T 10722-2012 生产资料流通术语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确定了生产资料流通活动中的基本术语、作业术语、装备术语的范畴及其定义。本标准

适用于生产资料流通领域。 

TB/T 1938-1987 铁路装卸名词术语 1987-12-31 1988-7-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车站装卸、搬运管理、工艺、设备工具等常用名词术语的含义。本标准适用

于铁路装卸部门的管理、科研和各项生产活动。 

TB/T 2689.1-1996 铁路货物集装化运输 词汇 1996-5-10 1996-11-10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货物集装化运输常用术语及定义。本标准适用于与铁路货物集装化运输有关

的生产、运输、科教等部门。 

WB/T 1042-2012 货架术语 2012-3-24 2012-7-1 
标准确定了货架的基本名词术语、基本类型以及货架主要构件、货架辅助构件、货架承载能力

及装载质量的术语。适用于各类仓储业（不包括自动化立体仓库）使用的组装式钢结构货架。 

 

 

（二）导则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

方法 
2002-7-18 2002-12-1 本标准规定了信息分类编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适用于各类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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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011-2013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2013-12-17 2014-4-1 

本标准提供了管理体系审核的指南，包括审核原则、审核方案的管理和管理体系审核的实施，

也对参与管理体系审核过程的人员的能力提供了评价指南，这些人员包括审核方案管理人

员、审核员和审核组长。本标准适用于需要实施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外部审核或需要管理审

核方案的所有组织。只要对所需要的特定能力给予特殊考虑，本标准有可能应用于其他类型

的审核。 

GB/Z 19579-2012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 2012-3-9 2012-8-1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给出了理解和应用 GB/T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指南。本指

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追求卓越的各类组织,旨在指导组织提高其整体绩效和能力,并为组织

自我评价和质量奖评价提供实施指南。 

GB/T22263.1-2008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应用开发指

南 第 1 部分：基础术语 
2008-7-28 2009-1-1 

GB/T 22263的本部分规定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应用开发相关的基本概念术语、物流业务术语、

物流平台技术术语及其定义。本部分适用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应用开发及其相关领域的信息

处理和信息交换。 

GB/T22263.2-2008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应用开发指

南 第 2 部分：体系架构 
2008-7-28 2009-1-1 

GB/T 22263 的本部分给出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体系架构、设计要求和体系安全。本部分适用

于行业、区域类型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开发。 

GB/T 23830-2009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开发指

南 
2009-5-6 2009-11-1 

本标准给出了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原则、功能、技术架构、系统集成和开发方法。本标

准适用于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开发和应用，可供各种类型的物流企业和信息系统供应

商参考使用。 

GB/T 28532-2012 承运人标识符编码规则 2012-6-29 2012-10-1 
本标准规定了承运人标识符的代码结构和编写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承运人与业务关联方间

的信息交换、身份识别，亦可用于相关机构对承运人的管理。 

JT/T 648-2006 汽车运输货物条码编码规则 2006-2-20 2006-5-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运输货物条码的码制选择、编码规则、条码信息字段的定义及使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运输货物的信息标识，其他运输方式的货物信息标识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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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形符号与标志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GB 190-20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2009-6-21 2010-5-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包装图示标志(以下简称标志)的分类图形、尺寸、颜色及使用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的运输包装。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008-4-1 2008-10-1 

本标准规定了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的名称、图形符号、尺寸、颜色及应用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各种货物的运输包装。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包装 储运图示

标志》。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０《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388-1986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1986-5-13 1987-4-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公路、水路和空运的货物外包装上的分类标志及其他标志和文字说明的

事项及其排列的格式。 

GB/T10001.3-200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3

部分:客运与货运 
2004-5-13 2004-12-1 

GB/T 10001 的本部分规定了客运服务与货运服务的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以下简称图形

符号）。本部分适用于客运服务与货运服务的相关设施及公共场所，也适用于出版物及其他

信息载体。 

GB/T 13385-2008 包装图样要求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包装图样的基本要求、一般规定和画法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包装图样的绘制。 

GB 13392-2005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2005-4-22 2005-8-1 本部分适用于技术文件上使用的图形符号。 

GB 13690-200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2009-6-1 2010-5-1 
本标准规定了有关 GHS的化学品分类及其危险公示。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分类及其危险公示。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生产场所和消费品的标志。 

GB/T 18131-2010 国际贸易用标准运输标志 2010-12-1 2011-5-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贸易中包装物和相关单证上标准化运输标志和制作方法。本标准适用于国

际贸易中的各种运输方式,也适用于各种相关单证的缮制及电子数据交换。 

GB/T 18455-2010 包装回收标志 2010-8-9 2011-1-1 
本标准规定了可回收利用的包装容器和包装组分的材料识别标志及其标示要求。本标准适用

于可回收利用的纸、塑料、铝和铁等包装容器或包装组分。 

GB/T 28791-2012 铁道车辆标志 2012-11-5 2013-4-1 
本标准规定了铁道车辆车外和车内的标志内容、形式、数量、安置位置、图形、字体、尺寸

和制作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铁道车辆所需标志的设置； ——动车组及客车的旅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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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标志、工作标志和管理标志； ——货车的工作标志和管理标志。 本标准不适用于铁道车

辆所用设备的原理图、线路图、使用说明标牌。 

GB/T 30332-2013 仓单要素与格式规范 2013-12-31 2014-7-1 
标准规定了仓单类型、要素、印制与填写要求，适用于仓储活动中使用的普通仓单，质押融

资业务、期货交易中的可流转仓单等。 

GB/T 30699-2014 道路交通标志编码 2014-12-31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标志编码的分类、编码原则与结构以及各种类道路交通标志的代码等

内容。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标志编码信息的采集、处理和交换。 

MH/T 0027-2006 
航空货运设备集装器操作系统

图形符号 
2006-1-20 2006-4-1 

本标准规定了航空器内集装箱操作系统的图形符号。本标准适用于所有航空器主货舱与下货

舱集装箱操作系统。本标准中的符号可用于标示整个集装箱操作系统的输运设备、引导装置、

限动装置、动力驱动装置和自动化程度 

MH/T 1016-2005 货物航空运输标记的标识 2005-1-20 2005-5-1 
本标准规定了货物航空运输中货物标志、标签在货物外包装上的书写及贴挂方法。本标准适

用于货物国内航空运输，以及由中国始发的货物国际航空运输。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69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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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类标准 

（一）综合类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综合 

 

 

 

 

 

 

 

 

 

GB/T 6512-2012 运输方式代码 管理 2012-12-31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标识运输方式的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单证、报文中使用

的运输方式代码,也适用于行政、运输、商业等领域中有关运输方式的标识。 

GB/T 18769-2003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 管理 2003-7-8 2003-7-8 

本标准规定了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的参与方要求和电子交易的业务程序。本

标准适用于现货领域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活动，尤其是现货批发市场开展电子

交易活动，不适用于期货交易。 

GB/T 19680-2013 
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

标 
管理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企业的分类原则、物流企业类型与评估指标。本标准适用于

物流企业的界定、分类与评估，也适用于物流企业的规范与管理 

GB/T 19580-2012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管理 2012-3-9 2012-8-1 
本标准规定了组织卓越绩效的评价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追求卓越的各类组织,为

组织提供了自我评价的准则,也可作为质量奖的评价依据。 

GB/T 20523-2006 
企业物流成本构成与计

算 
管理 2006-9-28 2007-5-1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物流成本的术语和定义、构成、企业物流成本计算和企业物

流成本表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业。 

GB/T 21072-2007 通用仓库等级 管理 2007-9-15 2008-3-1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仓库等级的划分条件及设施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具有仓储服

务营业资质的通用仓库。 

GB/T 21334-2008 
物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要

求 
管理 2008-1-9 2008-8-1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物流园区的分类类型与基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政府主管部

门对物流园区的界定，也可作为物流园区进行规划与建设的依据。 

GB/T 22126-2008 物流中心作业通用规范 管理 2008-7-1 2008-12-1 

本标准规定了建立物流中心作业规范体系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方针、作业流程与

规范、作业规范的实施保证，以及对作业规范体系的评审与改进等内容。本标

准适用于规范物流中心的作业活动，也可供配送中心和企业物流中心参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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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GB/T 24358-2009 
物流中心分类与基本要

求 
管理 2009-9-30 2009-12-1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物流中心的分类类型，规定了物流中心规划的基本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政府主管部门对我国各类物流中心的界定，可为物流中心的立项与

审批提供参考，也可作为企业规划物流中心的依据。 

GB/T 24359-2009 
第三方物流服务质量要

求 
管理 2009-9-30 2009-12-1 

标准规定了第三方物流服务质量的基本要求，以及方案设计、信息服务、作业

服务、风险与应急管理、投诉处理的质量要求，并给出了第三方物流的重要服

务质量指标。 适用于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企业，也可作为客户对第三方物流

服务企业进行选择和评价的依据。 

GB/T 24361-2009 社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管理 2009-9-30 2009-12-1 
本标准规定了社会物流统计的指标体系。适用于各类物流经济活动的统计和管

理。 

GB/Z 26337.1-2010 
供应链管理 第 1 部分：

综述与基本原理 
管理 2011-1-14 2011-6-1 

本标准给出了供应链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标准体系结构，适用于供应链管理的研

究、产品开发及应用，与供应链管理有关的其他领域亦可参照采用。 

GB/T 26337.2-2011 

供应链管理 第 2 部分：

SCM 术语 
基础 2011-12-30 2012-2-1 

GB/T26337 的本部分界定了供应链管理(SCM)的术语及其定义。适用于供应链

管理的研究、产品开发及应用,与供应链管理有关的其他领域亦可参照采用。 

GB/T 27923-2011 

物流作业货物分类和代

码 
基础 2011-12-30 2012-5-1 

标准规定了物流作业货物分类原则、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分类与代码。适用

于规划和设计物流设施、选择物流装备、制定物流方案、进行费用清算和信息

化管理及相关分析,也可用于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行业管理、信息处理、信息交换

和统计分析。 

GB/T 28531-2012 

运输通道物流绩效评估

与监控规范 
管理 2012-6-29 2012-10-1 

标准规定了运输通道物流绩效评估与监控的范围、功能、评估指标和方法。适

用于与贸易物流相关的单位对运输通道物流绩效的评估与监控，以及物流企业

对运输通道的最优化选择。 

GB/T 29184-2012 物流单证分类与编码 管理 2012-12-31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单证分类与编码的原则和方法、代码结构，给出了分类代码

表。 本标准适用于对流通领域的物流单证进行分类、检索、编码标识等。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337.2-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7923-2011'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53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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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GB/T 29187-2012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

要求 
管理 2012-12-10 2013-3-1 

本标准规定了品牌价值的测算程序和方法的要求。本标准规定了品牌评价的框

架,包括目的、评价基础、评价途径、评价方法和合格数据源以及假设。同时规

定了评价结果的报告方法。 

GB/T 29590-2013 企业现场管理准则 管理 2013-6-9 2013-12-1 

本标准提出了现场管理的基本理念，规定了现场管理的基本要求。本标准适用

于各类组织的现场管理，为组织提供开展现场管理工作的准则。本标准附录 A

为现场管理准则制造业、附录 B 为现场管理准则服务业、附录 C 为现场管理准

则建筑业实施指南。 

GB/T 30331-2013 仓储绩效指标体系 管理 2013-12-31 2014-7-1 

标准规定了仓储活动绩效管理中仓储绩效指标体系设立的基本原则、仓储绩效

指标体系、可测量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以及绩效评价方式，适用于仓储经营

活动的绩效评价。 

GB/T 30333-2013 物流服务合同准则 管理 2013-12-31 2014-7-1 

规定了物流服务合同的基本要求、条文编排和主要内容，规定了物流服务合同

的基本构成要素、物流服务内容的条款设计、物品验收内容、费用与结算表述、

违约条款设计、不可抗力处理及保险（放心保）的约定等物流服务合同的各主

要方面和关键事项，适用于企业编写包括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

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及方案设计和规划等主要的物流服务的合同文件。 

GB/T 30334-2013 
物流园区服务规范及评

估指标 
管理 2013-12-31 2014-7-1 

标准主要规定了物流园区的基本要求、服务保障要求和服务提供要求，给出了

物流园区的评估指标，此标准与《物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要求》（GB/T 

21334-2008）、《物流园区统计指标体系》（GB/T 30337-2013）两项国家标

准形成物流园区的系列标准，适用于对物流园区的服务与管理。 

GB/T 30336-2013 
物流景气指数统计指标

体系 
管理 2013-12-31 2014-7-1 

标准规定了物流景气指数统计指标体系的概念、基本原则及体系框架，给出了

物流景气指数统计指标的内涵及指数计算方法，适用于全国、区域、行业的物

流运行统计监测和预警。 

GB/T 30337-2013 物流园区统计指标体系 管理 2013-12-31 2014-7-1 

标准规定了物流园区统计指标体系设计基本原则与体系框架，以及物流园区运

营基础类指标和运营状况类指标的构成，适用于各类物流园区经济活动的统计

和管理。 



 

 10  

 

 

 

 

 

 

 

 

 

综合 

 

 

 

 

 

 

GB/T 30674-2014 

企业应急物流能力评估

规范 
管理 2014-12-31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应急物流能力分类与分级方法和企业应急物流能力评估指

标。本标准适用于为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及社会安全事件

等突发事件应急物资保障时，企业应急物流能力的建设与评估。 

GB/T 30676-2014 

应急物资投送包装及标

识 
管理 2014-12-31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应急物资投送包装及包装标识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储存到应急

物资储备仓库中的或由各级应急物资保障机构筹措的应急物资投送前的包装及

标识。应急采购物资或社会捐赠物资投送前的包装及标识可参照执行。 

SB/T 10961-2013 
流通企业食品安全预警

体系 
管理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流通企业食品安全预警体系的术语和定义、预警管理过程和实施

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流通领域中以批发、零售、批零兼营为主要经营的业态。 

SJ/T 10466.12-1993   
搬运、贮存、包装、交付

质量控制指南 
管理 1993-12-17 1994-6-1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产品的搬运、贮存、包装、交付的质量要求。适用于产品研

制、生产和使用的全过程中搬运、贮存、包装、交付的质量管理 

WB/T 1039-2008 物流定量预测 管理 2008-6-16 2008-12-1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定量预测的内容、工作程序、技术路线、结果检验和预测报

告的内容等。适用于各级物流管理部门、物流规划部门、物流企业，以及制造

企业、商业企业中的物流职能部门。 

WB/T 1040-2012 
物流企业客户满意度评

估规范 
管理 2012-3-24 2012-7-1 

本规范规定了物流企业进行客户满意度评估时评估指标的设定原则与内容、评

估指标的量化处理与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评估数据的调查方法及具体的

评估步骤，并给出了物流企业客户满意度的等级划分标准。适用于《物流企业

分类与评估指标》中所规定的各类型物流企业，也适用于专业从事物流各环节

作业的企业及与物流相关的服务企业，各生产企业仓库及物流相关部门等亦可

参照执行。 

 

（二）物流设施设备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674-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67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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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架 

 

 

 

 

 

 

 

 

 

 

 

 

 

GB/T 27924-2011 
工业货架规格尺寸与额定

荷载 
技术 2011-12-30 2012-5-1 

标准规定了工业货架的尺寸系列以及额定荷载。适用于以托盘为装载单元、单元荷载

不超过 2t 的组装式工业货架，包括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窄巷道托盘货架、普通托

盘货架、驶入式货架、移动式货架、重力式货架、压入式货架等。 

GB/T 28576-2012 工业货架设计计算 技术 2012-6-29 2012-10-1 

标准规定了组装式工业货架的基本结构、计算模型、计算工况与荷载组合以及强度、

刚度与稳定性校核方法。适用于组装式工业货架中的自动化立体仓 库货架、窄巷道

托盘货架、普通托盘货架的设计计算。 

GB/T 30675-2014 阁楼式货架 产品 2014-12-31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阁楼式货架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标记、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用型钢制成的，由立柱、支撑梁、楼

面板、楼梯、护栏、货架等组成的，楼层不低于二层（含二层）的阁楼式货架（以下

简称货架）。 

SB/T 10846-2012 物流仓库货架储位编码 管理 2012-12-20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仓库货架储位编码原则、物流仓库货架储位编码、人工识别标识标

识和自动识别标识。本标准适用于物流仓储企业仓库货架的储位编码。其他使用货架

的仓储管理与运营模式可参照适用。亦适用于物流供应链等公共应用环境下电子数据

交换与数据采集。 

SB/T 10166-1993 金属轻型组合货架 技术 1993-3-23 1993-10-1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轻型组合货架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金属为主要材料的轻型组合货架。 

WB/T 1043-2012 货架分类及代码 基础 2012-3-24 2012-7-1 

标准对仓储货架(不包括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按结构和功能加以分类，并根据功能的

分类规定其代号。适用于以冷弯型钢或热轧型钢制作的各类仓储使用的组装式钢结构

货架。 

WB/T 1044-2012 托盘式货架 技术 2012-3-24 2012-07-01 

本标准规定了托盘式货架形式、等级及载荷，货架的材料，结构和尺寸，以及货架的

性能要求，喷涂要求和检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叉车为主保管托盘单元货品的、

装配式货架。但不适用于有轨堆垛起重机为主保管托盘单元货品的自动化仓库用货

架。 

WB/T 1045-2012 驶入式货架 技术 2012-3-24 2012-7-1 

标准规定了驶入式货架的术语，额定载荷和最大载荷，材料，结构，尺寸，强度，刚

度，稳定性要求，喷涂质量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等。适用于叉车驶入驶出货架

内、以托盘单元货品进行存储作业的、组装式的驶入式货架。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67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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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 

 

 

 

 

 

 

 

 

 

GB/T 28581-2012 

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

参数 
技术 2012-6-29 2012-10-01 

标准给出了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中基于现代物流运作需要的基本要求与参数。适

用于单层通用仓库及库区的新建、改建或扩建。 

GB/T 30673-2014 

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安装与

维护规范 
产品 2014-12-31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自动化立体仓库(以下简称立体仓库)的安装与维护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采用巷道堆垛机，对货物单元进行自动存储作业的立体仓库的安装与维护。本标准不

适用于低温、防爆等特殊要求的立体仓库。 

HG/T 20568-1994 
化工固体物流堆场及仓库

设计规定 
技术 1994-11-28 1995-3-1 

本规定适用于大、中型化工企业固体物料堆场及仓库贮运系统的新建或扩建工程设

计。小型化工企业及其它行业建设工程的固体物料堆场及仓库设计也可参照使用。 

JB/T 9018-2011 
有轨巷道式高层货架仓库  

设计规范 
技术 2011-12-20 2012-4-1 

本标准规定了自动化立体仓库单元货物、货架、巷道堆垛起重机、仓库建筑、货格和

入出库能力设计的基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由钢结构货架、堆垛机和搬运设备构成的

具有存（取）单元货物并能自动化作业的立体仓库。 

JB/T 5323-1991 
立体仓库焊接式钢结构货

架技术条件 
技术 1991-7-3 1992-7-1 

本标准规定了有轨巷道式高层货架仓库焊接式钢结构货架制造、安装、验收的基本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单元货位载重量不超过 2t，货架片为焊接式的风结构货架。 

JB/T 10822-2008 
自动化立体仓库  设计通

则 
技术 2008-2-1 2008-7-1 

本标准规定了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分类、单元化集装器具（托盘）、货物形状、载荷、

系统尺寸和安全等的设计规则。本标准适用于由钢结构货架、巷道堆垛垆起重机等设

备组成的、货物存储作业以使用托盘集装为主的自动化作业的立体仓库。 

SBJ 01-1988 商业仓库设计规范 技术 1989-1-1 1989-1-1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的普通商业仓库。不包括粮库、冷库和危险品仓库。 

WB/T 1028-2006 
库区、库房防火防爆管理

要求  
管理 2006-11-3 2007-4-1 

本标准规定了仓库库区、库房防火防爆的基本原则、要求与组织管理，及此区域内的

建筑、设施、物品和火源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常规物资仓库，货场。诸如

储存火药、炸药、火工品和军工物资的专用仓库也可适当参考使用本标准。 

货运

场站 

GB/T 12419-2005   
集装箱公路中转站级别划

分、设备配备及建设要求   
管理 2005-10-7 2006-4-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公路中转站（以下简称中转站）的站址选择原则、级别划分、设

备配备及建设要求等。本标准适用于中转站的规划和建设，并作为核定中转站级别的

依据。 

JT/T 402-1999 
汽车货运站（场）级别划

分和建设要求  
管理 1999-9-3 1999-12-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货运站（场）的站址选择、站内布局原则、站级划分、各主要组成

部分和建设要求、设备配备等。本标准适用于汽车货运站的规划建设和级别核定。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581-2012'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673-2014'


 

 13  

 

 

 

 

 

 

 

 

 

 

 

托盘 

 

 

 

 

 

 

 

 

 

 

 

GB/T 2934-2007 
联运通用平托盘主要尺寸

及公差  
技术 1982-3-16 2008-3-1 

本标准规定了联运通用平托盘的平面尺寸及其公差、其他主要尺寸及公差。本标准适

用于公路、铁路和水路的联运通用平托盘。 

GB/T 4995-2014 

联运通用平托盘 性能要

求和试验选择 
技术 2014-09-03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联运通用平托盘的性能要求和试验选择原则。本标准适用于公路、铁路

和水路的联运通用平托盘的设计、生产、检验及使用。 

GB/T 4996-2014 

联运通用平托盘 试验方

法 
技术 2014-10-10  2015-06-01 

本标准规定了评价联运通用平托盘性能的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公路、铁路和水路

的联运通用平托盘的设计、生产、检验及使用。 

GB/T 10486-1989 铁路货运钢制平托盘  技术 1989-3-22 1989-10-1 
本标准规定了钢制平托盘（以下简称钢托盘）的规格、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

准适用于铁路内部及铁路与货主间使用的钢托盘，也适用于联运钢托盘。 

GB/T 15234-1994 塑料平托盘  技术 1994-9-28 1995-5-1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平托盘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运输、

贮存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高密度聚乙烯、聚丙烯等为主要原料，能两向或

四向进叉载荷 P 为 100kg 的单面、双面使用的塑料平托盘（以下简称托盘）。 

GB/T 18832-2002 箱式、立柱式托盘  技术 2002-9-11 2003-3-1 
本标准规定了箱式、立柱式托盘的形式及代号、主要尺寸及额定载重量、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和标志、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可重复使用的箱式、立柱式托盘。 

GB/T 19450-2004 纸基平托盘  技术 2003-12-3 2003-12-8 
本标准规定了纸基平托盘的定义、型式、要求、检验、标志、运输和储存等。本标准

适用于纸基平托盘的生产、检验、流通和使用。 

GB/T 20077-2006 一次性托盘  技术 2006-1-18 2006-7-1 
本标准规定了一次性托盘（以下简称托盘）的尺寸和额定载荷、材质、要求及试验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一次性托盘的生产、使用、管理和检测。 

GB/T 21943-2008 钢纸砂盘支撑托盘  技术 2008-6-3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钢纸砂盘安装和夹紧的支撑托盘的型式和尺寸。 

GB/T 23898-2009 木质平托盘用人造板   技术 2009-5-12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木质平托盘用人造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室内或室外条件下使用的木质平托盘。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4995-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499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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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915-2011 组合式塑料托盘  技术 2011-12-30 2012-2-1 

标准规定了组合式塑料托盘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结构和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聚丙烯(PP)等塑料为原料制成

的组合式塑料托盘。 

 GB/T 30672-2014  模压平托盘 植物纤维类 产品 2014-12-31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模压平托盘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植物纤维类模压平托盘，其他材料模压平托盘可参照执行。 

GB/T 31081-2014  塑料箱式托盘 产品 2014-12-22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箱式托盘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运输和储存。本标准适用于以高密度聚乙烯、共聚聚丙烯等塑料为主要原料的塑料箱

式托盘。本标准不适用于筒、罐式托盘。 

GB/T 31148-2014 
联运通用平托盘 木质平

托盘 
产品 2014-9-3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木质平托盘的术语和定义、样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

包装、运输与贮存。本标准适用于联运通用木质平托盘，也适用于托盘共用系统中反

复使用的木质平托盘，一次性托盘也可参照使用。 

BB/T 0020-2001 组合型塑木平托盘  技术 2001-10-15 2001-11-1 
本标准规定了组合型塑木平托盘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运输、贮存等。界定了组合型塑木平托盘组件的术语。 

JB/T 4036-2014 
滚动轴承 运输用托盘和

木箱 
技术  2014-05-12  2014-10-01 

本标准规定了滚动轴承运输用托盘和木箱的结构型式、尺寸、技术要求、检测方法、

检验规则等。本标准适用于外径不大于 440mm、采用缠绕包裹或纸箱包装的滚动轴承

运输用托盘和木箱。对于尺寸超过本标准规定范围的滚动轴承,可参照使用。 

JB/T 9017-1999 气垫托盘   技术 1999-6-28 2000-1-1 本标准规定了气垫托盘的型号、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装和储存。 

SN/T 0806-1999 
出口商品运输包装 蜂窝

纸板托盘包装检验规程  
技术 1999-12-1 2000-5-1 

 本标准适用于由 ND 系列囊型气垫盘组成的气垫托盘。本标准规定了出口商品运输包

装蜂窝纸板托盘的定义、要求、抽样、检验及不合格的处置。本标准适用于出口商品

运输包装蜂窝纸板托盘的检验。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7915-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672-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81-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4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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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 

GB/T 5184-2008 
叉车 挂钩型货叉和货叉

架 安装尺寸  
技术 2008-7-9 2009-2-1 

本标准规定了叉车挂钩型货叉和货叉架的安装尺寸和附加要求,这些尺寸和要求与叉

车的额定起重量(不大于 10999kg)和货叉的型式有关。 

GB/T 17910-1999  
工业车辆 叉车货叉在使

用中的检查和修复  
技术 1999-1-1 2000-6-1 本标准规定了在各种型式的叉车上使用的实心截面货叉的检查和修复方法。 

JB/T 2391-2007 
500kg～10000kg 平衡重式

叉车  技术条件  
技术 2007-8-1 2008-1-1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起重量为 500kg～10000kg 平衡重式叉车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与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保证期等。本标准适用于额定起重量为 500kg～

10000kg 平衡重式叉车和 500kg～5000kg 蓄电池平衡重式叉车。 

JB/T 3244-2005 蓄电池前移式叉车  技术 2005-5-24 2005-11-1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起重量为 500kg~5000kg 蓄电池前移式叉车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贮存和质量保证期。 

JB/T 3299-2012 手动插腿式液压叉车   技术 2012-5-24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手动插腿式液压叉车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JB/T 3340-2005 插腿式叉车  技术 2005-5-24 2005-11-1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起重量为 500kg~3000kg 的蓄电池插腿式叉车的基本参数、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贮存和质量保证期。 

JB/T 9012-2011 侧面式叉车  技术 2011-8-15 2011-11-1 
本标准规定了侧面式叉车的型号、基本参数、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额定起重量为 10 t 以下(包括 10 t)的侧面式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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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13-2008 
系列 1 集装箱分类、尺寸

和额定质量  
技术 2008-8-4 2008-10-1 

本标准根据集装箱外部尺寸确定了系列 1 集装箱的分类，并规定了相应的额定质量，

同时确定了部分型号集装箱的最小内部尺寸和门框开口尺寸。 本标准所列的集装箱

适用于国际联运。 本标准扼要地规定了系列 1 集装箱的外部尺寸和部分内部尺寸。

每种型号集装箱的具体尺寸已列入 ISO 1496 的相应的标准中。 

GB/T 3220-1982 
集装箱吊具的尺寸和起重

量系列 
技术 1982-10-11 1983-10-1 

本标准适用于 GB1413-78《货物集装箱外部尺寸和重量的系列》所列各型集装箱的

吊具。凡新设计和制造的该等吊具，均应符合本标准。 

GB/T 10454-2000 集装袋  技术 2000-7-17 2000-12-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袋的分类结构、技术要求及检验要求等。 

GB/T 15846-2006 集装箱门框密封条  技术 2006-12-14 2007-5-1 

本标准规定了以三元乙丙(EPDM)或等效的特种橡胶为基材的集装箱门框密封条的

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 本

标准适用于普通货物通用集装箱和保温集装箱门框风雨密和气密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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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770-1999   

集装箱 空/陆/水(联运)通

用集装箱技术要求和试验

方法   

技术 1999-6-11 2000-4-1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间贸易、公路、铁路、水上运输和由大容量固定翼的运输机运输，

以及这些运输方式之间的联运。 

GB/T 17274-1998 
系列 1 无压干散货集装箱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技术 1998-3-20 1998-10-1 

本标准规定了系列于无压于散货集装箱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

铁路和水路运输该型集装箱以及这些运输方式这间的联运。  

GB/T 17382-2008 系列 1 集装箱 装卸和栓固  技术 2008-8-4 2008-10-1 

本标准规定了按 GB/T 5338、GB/T 7392、GB/T 16563、GB/T 17274 和 GB/T 16564

制造和试验的系列 1 集装箱的装卸和栓固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水陆运输中集装箱

重箱和空箱的安全操作。 

GB/T 23679-2009 集装箱 机械箱封  技术 2009-5-11 2009-12-20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机械式箱封的类型、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箱封的识别和标记。

它提供一个在国际贸易中保护集装箱的信息源。 

GB/T 29752-2013 
集装箱安全智能锁通用技

术规范 
技术 2013-8-2 2014-4-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安全智能锁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应用环境要求、操作指令与

参数、安全授权管理等技术要求,部分内容涉及锁与阅读器之间的系统。本标准适用

于各类符合 GB/T1413 规定的标准集装箱,其他集装箱和各类箱式运输装备可参照使

用。 

TB/T 2689.3-1996  
铁路货物集装化运输 一

次性集装袋  
技术 1996-5-10 1996-11-10 

本标准规定了一次性使用集装袋的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和检验规则。本标准适用于铁

路运输过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内装粉状、粒状、块状和小包装货的集装袋。 

TB/T 3178-2007   
集装箱在铁路上的装卸和

拴固   
技术 2007-8-20 2007-8-20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在铁路上的装卸和拴固的基本原则、方法以及集装箱的安全作业

及其支承和堆码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家 GB 1413 中所规定的各类集装箱在铁路

上的装卸和拴固。非国家标准的集装箱可参照使用。 

装卸

搬运

设备 

 

GB 6067.1-2010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 部

分：总则 
管理 2010-9-26 2011-6-1 

GB6067 的本部分规定了起重机械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使用、报废、

检查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 

GB 11341-2008  悬挂输送机安全规程   管理 1989-6-23 2009-10-1 
本标准规定了悬挂输送机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护和管理等方面的安全技术

要求。 



 

 17  

 

 

 

 

 

 

 

 

 

 

 

 

 

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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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3561.1-2009 

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

程 第 1 部分：散粮筒仓系

统  

管理 2009-6-4 2010-1-1 

GB 13561 的本部分规定了港口散粮筒仓系统的布置与结构、工艺设计及装卸设备、

电气及监控系统、静电防护、通风除尘、消防设施、熏蒸和安全管理的防火防爆等基

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港口散粮筒仓系统的防火防爆设计、安全设施的配置和安全

管理，其他散粮筒仓系统也可参照使用。 

GB 14784-2013 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  管理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带式输送机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护等方面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输送各种块状、粒状等松散物料以及成件物品的输送机。 

GB/T 3220-2011  集装箱吊具  技术 2011-9-2 2012-03-01 

标准规定了集装箱吊具分类、型号、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与

运输。适用于固定式和伸缩式单箱集装箱吊具,其他类型集装箱吊具(以下简称吊具)

可参照使用。 

GB/T 13561.3-2009 

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

程第 3 部分：带式输送机、

埋刮板输送机和斗式提升

机   

管理 2009-3-31 2009-11-1 
GB/T13561 的本部分规定了港口带式输送机、埋刮板输送机和斗式提升机在设计、

制造、使用、保养和维修及报废等方面的安全要求。 

GB/T 13561.6-2006 

港口连续装卸设备安全规

程 第 6 部分：连续装卸机

械  

管理 2006-1-10 2006-6-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连续装卸机械（以下简称连续装卸机）在设计、制造、安装与试验、

使用与保养、维修与检验等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港口轮连续卸船机、

斗轮堆取料机、链斗式卸船机、散货装船机。其他同类的机械亦可参照使用。 

GB/T 14734-2008 港口浮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技术 2008-5-27 2008-12-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浮式起重机（以下简称浮式起重机）在设计、制造、检验、使用与

管理、维护、报废等方面最基本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港湾水域作业的

各种浮式起重机，其他类型的浮式起重机也可以参照使用。 

GB/T 14735-2009 
港口装卸用吊钩使用技术

条件  
技术 2009-9-30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装卸用吊钩等级、额定起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及贮存、

使用、检查及报废等使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装卸工索具组合件上各种型

式的吊钩。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2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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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736-2009 
港口装卸用吊环使用技术

条件  
技术 2009-9-30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装卸用吊环的结构型式、强度等级、载荷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标志及贮存、使用要求、检查及报废等使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装卸

用索具组合部件截面为圆形的焊接吊环，也适用于圆形截面热模锻吊环，不适用于非

圆形截面的吊环和铸造吊环。 

GB/T 14737-2009 
港口装卸用吊索使用技术

条件  
技术 2009-9-30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装卸用吊索的分类及吊用模式、极限工作载荷、技术要求、检验、

贮存及保养、使用、检查和报废的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装卸机械与货物连

接的链式吊索、钢丝绳吊索和纤维绳吊索。 

GB/T 16562-1996 
港口高塔柱式轨道起重机

技术条件  
技术 1996-10-9 1997-6-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高塔柱式轨道起重机（以下简称起重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检验、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的条件和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吊装集装箱和重大件作业

的起重机。 

GB/T 19912-2005 
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安全规程  
技术 2005-9-14 2006-4-1 

本标准规定了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以下简称起重机）在设计、制造、安装试验、

使用保养、维修与检验等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装卸 GB/T 1413 规定

的 1AA、1A、1CC、1C 型国际集装箱的起重机。 

GB/T 22416.1-2008 
起重机 维护 第 1 部分：

总则  
管理 2008-10-7 2009-4-1 本部分规定了起重机业主或用户对起重机需进行的实际维护。 

GB/T 23723.1-2009 
起重机安全使用第 1 部分：

总则  
管理 2009-4-24 2010-1-1 

GB/T23723 的本部分提出了起重机安全使用方面的要求,包括起重机的安全工作制

度、管理、计划、选型、安装和拆卸,起重机的操作和维护以及司机、吊装工和指挥

人员的选派。 

GB/T 26945-2011 集装箱空箱堆高机  技术 2011-9-29 40940 
标准规定了集装箱空箱堆高机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与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适用于装卸 GB/T1413 规定的集装箱的空箱堆高机。  

GB/T 26947-2011 手动托盘搬运车  技术 2011-9-29  2012-02-01 

标准规定了手动托盘搬运车的结构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额定载荷不大于 3000kg,货叉上表面最大离地高度不大于

300mm 的手动托盘搬运车。 

GB/T 27543-2011 手推升降平台搬运车  技术 2011-11-21 41030 

标准规定了手推升降平台搬运车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额定载荷不大于 1500kg,最大起升高度不大于 1700mm 的

手推升降平台搬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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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T 3056-2006 输送带 贮存和搬运通则  技术 2006-7-26 2007-3-1 
本标准提出了关于输送带贮存和搬运的最适宜条件的指导性原则。它不适应于由欧洲

标准 EN 873 规定的轻型输送带。 

JB/T 5320-2000 剪叉式升降台  安全规程  管理 2000-4-24 2000-10-1 

本标准规定了剪叉式升降台的设计、制造、检验、使用与保费等方面的安全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升降部分的结构为监察室的各种升降台，即固定式升降台、移动式升降台、

自行式升降台（直流电动机驱动、交流电动机驱动）、升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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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9774-2010 水泥包装袋  技术 2010-9-26 2011-7-1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包装袋的分类、制袋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以及使用。 

GB 18191-2008 
包装容器 危险品包装用

塑料桶  
技术 2008-9-18 2009-9-1 

本标准规定了盛装危险品用塑料桶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盛装危险品,以高密度聚乙烯为主要原料且最大容积不大

于 450L、净含量不大于 450kg 的塑料桶。 

GB 19160-2008 
包装容器 危险品包装用

塑料罐  
技术 2008-9-18 2009-9-1 

本标准规定了盛装危险品用塑料罐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盛装危险品，以聚乙烯或聚丙烯为主要原料且最大容积不

大于 60L 的塑料罐。 

GB/T 325.1-2008 
包装容器 钢桶 第 1 部分：

通用技术要求  
技术 2008-7-18 2009-1-1 

GB/T325 的本部分规定了钢桶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本部分适用于钢桶的制造、流通、使用和监督检验。 

GB/T 4768-2008 防霉包装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防霉包装的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本标准适用于产品

在流通过程中防止霉菌侵袭的包装。本标准不适用于食品、医药等产品在流通过程中

防止霉菌侵袭的包装。 

GB/T 4879-1999 防锈包装 技术 1999-9-7 2000-2-1 
本标准规定了包装的防锈等级、要求、包装方法、试验方法和标志。本标准适用于产

品的金属表面在流通过程中为防止锈蚀而进行的包装。 

GB/T 5048-1999 防潮包装  技术 1999-9-7 2000-2-1 
本标准规定了包装的防潮等级、要求、包装方法、试验方法和标志。本标准适用于机

械、电子等工业产品，其他产品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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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543-2008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

双瓦楞纸箱  
技术 2008-4-1 2008-10-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以下简称瓦楞纸箱）的分类、结

构形式、要求、试验与检验方法等。本标准适用于瓦楞纸箱的设计、生产制造与检验，

其他类型的瓦楞纸箱可参照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GB/T 7284-1998 框架木箱 技术 1998-1-1 1999-9-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包装用框架木箱的类型、设计要求及防护方法等。适用于内装质量

为 500~20000kg，最大内尺寸为 8000mm×3500mm×3500mm 运输包装用框架木箱。 

GB/T 7350-1999 防水包装  技术 1999-9-7 2000-2-1 
本标准规定了包装的防水等级、要求、包装方法、试验方法和标志。本标准适用于机

械、电子等工业产品，其他产品也可参照使用。 

GB/T 10440-2008 圆柱形复合罐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圆柱形复合罐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主要采用纸板和纸、塑、铝等组成的复合材料制成的罐身，且一

端已有端盖密封的圆柱形小型包装容器。 

GB/T 10819-2005 木制底盘  技术 2005-5-25 2005-11-1 
本标准规定了内装物质量为 500 kg～40000kg 的运输包装用木制底盘的结构型式、构

件尺寸、试验方法等。本标准适用于木制底盘的设计、生产制造。 

GB/T 12339-2008 防护用内包装材料  技术 2008-5-27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防护包装用内包装材料的分类、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内容。 本标准

适用于防潮、防锈、防霉等防护用内包装材料。 

GB/T 13144-2008 包装容器 竹胶合板箱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竹胶合板箱的类型与分级、要求、防护方法与试验方法等内容。本标准

适用于运输包装用竹胶合板包装箱。  

GB/T 13252-2008 包装容器 钢提桶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运输和贮存液态和固态的危险品及非危险品的容量为 17L~24L 钢

提桶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以

薄钢板为主要材料制成的钢提桶。 

GB/T 14187-2008 包装容器 纸桶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纸桶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运输包装用纸桶的设计、生产、检验语试验。本标准不适用于直接接触

食品、药品的包装用纸桶。  

GB/T 16717-2013 包装容器 重型瓦楞纸箱  技术 2013-12-31 2014-10-1 
本标准规定了重型瓦楞纸箱的定义、结构、分类及分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包装、运输、贮存等。本标准适用于重型瓦楞纸箱的生产、流通、使用和监督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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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343-1998 包装容器 方桶  技术 1998-5-4 1999-1-1 
本标准规定了容积小于或等于 18L 的长方体钢桶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方桶的制造、使用、流通和监督检验。 

GB/T 18926-2008 包装容器 木构件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包装容器及托盘用木构件的等级、一般要求、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运输包装容器及托盘的木构件，不

适用于人造板材所制成的构件。  

GB/T 19434.3-2004 

危险货物木质中型散装容

器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

验  

技术 2004-1-16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木质中型散装容器的定义、要求、试验和检验规则。本标准适

用于危险货物木质中型散装容器的性能检验。 

GB/T 19784-2005 收缩包装  技术 2005-5-25 2005-11-1 
本标准规定了收缩薄膜包装分类与形式、要求、包装方法和标志。本标准适用于采用

收缩包装的各类产品的销售包装和运输包装。 

GB/T 19785-2005 拉伸缠绕包装  技术 2005-5-25 2005-11-1 

本标准规定了拉伸缠绕包装的分类、要求、包装方法和标志。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拉伸

缠绕的方式将单件、散件或组合好的产品缠绕裹包或固定在托盘上形成搬运单整体的

货物包装。 

GB/T 31269-2014 蜂窝纸板箱 产品 2014-12-5  2015-05-01 
本标准规定了蜂窝纸板箱的分类、尺寸、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蜂窝纸板 0 箱的设计、生产制造与检验。 

WB/T 1041-2012  自动分拣设备管理要求  管理 2012-3-24 2012-7-1 

标准规定了自动分拣设备（以下简称设备）的基础管理、前期管理、使用管理、维护

修理管理、改造与更新、人员的培训，奖励与惩罚、档案管理等管理要求。适用于各

种类型自动分拣设备的管理要求。 

 

 

运输

设备 

 

 

GB 1589-2004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

及质量限值 
技术 2004-4-1 2004-10-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 本标准适用

于在道路上使用的汽车(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 26 000 k9 的汽车起重机除外)、挂车及

汽车列车。不适用于军队装备的专用车辆。 

GB 7258-2004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技术 2004-7-12 2004-10-1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的整车及主要总成、安全防护装置等有关运行安全的基本技术要

求及检验方法。还规定了机动车的环保要求及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和警车的

附加要求。 适用于在我国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26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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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0300-2006 
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

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技术 2006-7-19 2006-11-1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标志和随车文

件。 本标准适用于在道路上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的汽车和挂车（以下简称车辆）。 

GB 22127-2008 散装水泥车罐体安全质量  技术 2008-7-1 2008-12-1 
本标准规定了散装水泥车罐体安全质量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罐体要求、试验方法及检

验规则。本标准适用于公路运输的散装水泥车罐体的安全质量评定。 

GB/T 17275-1998 货运全挂车通用技术条件  技术 1998-3-20 1998-10-1 
本标准规定了货运全挂车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公路

及城市道路上行驶的货运全挂车。 

GB/T 18565-2001 
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

检验方法  
技术 2001-1-2 2002-8-1 

本标准规定了营运车辆的动力性、燃料经济性、制动性、转向操纵性、照明和信号装

置及其他电气设备、排放与噪声控制、密封性、整车准备的基本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营运车辆，非营运车辆可参照执行。 

GB/T 18433-2001 
航空货运保温集装箱 热

性能要求  
技术 2001-9-3 2002-4-1 

 本标准规定了保证标准航空货运保温集装箱内的易腐货物，在一个最长为 36h 的地

面作业与空中运输周期内保持初始状态的热性能最低使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

规格与类型的航空货运保温集装箱。它不规定制冷和加热集装箱以及用于获得所要求

热效应的方法与设备的具体内容，诸如气态或液态制冷剂，或机械压缩机/加热器。 

GB/T 23914.2-2009 

道路车辆装载物固定装置 

安全性第 2 部分：合成纤

维栓紧带总成  

技术 2009-6-4 2010-1-1 

GB/T 23914 的本部分规定了合成纤维栓紧带总成（以下简称为栓紧带）的风险提示、

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试验报告、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部分规定

的最大操作力为 500N 的手动拉紧装置，适用于装载物的栓紧、捆绑及安全固定。 本

部分不适用于吊装用合成纤维栓紧带。 

GB/T 26774-2011 车辆运输车通用技术条件  技术 2011-7-20 2012-1-1 

标准规定了车辆运输车的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随车文件、

运输、贮存等。适用于在道路上行驶的专门为运输汽车设计的货车、挂车及列车，运

载其他类车辆的专用车可参照执行。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774-2011'&X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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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设备 

 

 

 

 

GB/T 29912-2013 
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

术要求 
技术 2013-9-3 2014-4-1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物流配送汽车的类型、主要技术参数以及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最大允许总质量 1500 kg(含)以上的城市物流配送汽车(含快递用汽车),不适用于城

市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JT/T 827－2012 
营运船舶 CO2 排放限值及

验证方法 
技术 2012-7-2 2012-9-1 

本标准规定了营运船舶 CO2 排放限值的确定方法，CO2 排放指数的计算公式以及

CO2 排放指数的验证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拟投入营运市场、国内航行、以柴油机作

为主推进动力、400 总吨及以上的干散货船、集装箱船和油船，包括新建船舶、从国

际市场购置的二手船舶、以光船租赁条件租赁的外国籍船舶，以及国内市场其他用途

转为营运的船舶。集装箱和干散货两用船参照干散货船执行。 

JT/T 886.1—2014 
道路甩挂运输车辆技术要

求 第 1 部分：半挂牵引车 
技术 2014-04-15 2014-09-01 

 

JT/T 886.2—2014 
 道路甩挂运输车辆技术要

求 第 2 部分：半挂车 
技术 2014-04-15 2014-09-01 

 

 

（三）物流技术、作业与管理标准 

 

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仓储 

 

 

GB/T 21070-2007 仓储从业人员职业资质  管理 2007-9-15 2008-3-1 
本标准规定了仓储管理员、仓储经理等仓储从业人员的职业资质条件。本标准适用于

专业仓储、物流企业。生产与流通企业的仓储部门参照使用。 

GB/T 21071-2007 仓储服务质量要求  管理 2007-9-15 2008-3-1 
本标准规定了仓储服务的基本质量要求及其评价指标。本标准适用于专业仓储、物流

企业。生产与销售企业的内部仓储服务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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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 

 

 

 

 

GA 1131-2014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

则 
管理 2014-01-27  2014-03-01 

本标准规定了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的一般要求、消防安全职责、消防安全检查、储

存管理、装卸安全管理、用电安全管理、用火安全管理、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管理、

氨制冷储存场所管理、石油库管理、棉花储存场所管理、粮食储存场所管理等。本标

准适用于既有仓储场所,不适用于炸药仓库、花炮仓库。 

SB/T 10384-2013 
 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基地

场资质条件 
基础 2014-04-06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基地场的建设、防疫、饲养管理、饲料和活畜品质

评价及资信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基地场的确立、管理和

公检。 

SB/T 10977-2013 仓储作业规范 管理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仓储作业的基本要求、管理方针、基本流程、基本规范、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通用仓库仓储作业。冷冻冷藏物品与危险品仓储作业不适用本标准。 

SB/T 10750-2012 
主食加工配送中心产品质

量检测室技术规范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主食加工配送中心产品质量检测室的管理要求与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

于主食加工配送中心产品质量检测室,其他食品企业检测室也可参照使用。 

WB/T 1026-2006 仓储拣选设备管理要求  管理 2006-11-3 2007-4-1 

本标准规定了仓储拣选设备的购置、使用、维护保养、封存报废、事故管理等具体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代仓储企业和物流配送中心（以下简称企业）。其他类似企业

可参照执行。 

WB/T 1027-2006 仓储劳动安全管理要求  管理 2006-11-3 2007-4-1 

本标准规定了现代仓储企业劳动安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组织机构设置和

责任、安全教育管理、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安全检查、伤亡事故管理。本标准适用于

现代仓储企业。 

 

 

 

装卸

搬运 

 

 

GB 5082-1985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作业 1985-4-17 1986-3-1 为确保起重吊运安全，防止发生事故，适应科学管理的需要，特制订本标准。 

GB 11602-2007  
集装箱港口装卸作业安全

规程   
作业 2007-5-15 2007-12-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港口装卸作业的一般要求，以及集装箱在船舶装卸、吊运、货场

堆码、拖运和拆装箱作业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集装箱专用码头的装卸作业，

非专用码头和集装箱中转站亦可参照使用。 

GB/T 27875-2011 
港口重大件装卸作业技术

要求  
作业 2011-12-30 2012-6-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重大件装卸作业的基本要求、装卸工属具的选择和使用要求，以及

装卸技术要求和操作方法。本标准适用于进出港口码头的笨重、长大散件货物和各种

机器、成套设备和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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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

搬运 

 

 

 

 

 

 

 

 

 

 

 

JT 330-1997 
港口件杂货物装卸作业安

全技术要求  
作业 1997-9-29 1998-1-1 

本标准规定了件杂货物在港口装卸作业过程中的一般安全要求以及装卸船、装卸车、

吊运、水平运输、堆拆垛过程中的安全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桶装、袋装、箱装(非

集装箱)、捆状、托盘成组、锭类等件杂货物的装卸作业。本标准不适用于钢材、散

货集装袋、重大件、细长形捆扎货物以及纸品、危险货物等的装卸作业。 

JT/T 706－2007 港口货物堆垛要求  作业 2007-12-29 2008-4-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货物堆垛的安全距离要求，以及不同货物的堆垛形式及要求。本标

准适用于沿海港口装卸货物堆垛作业，同类包装货物堆垛形式可参照执行，内河港口

可参照使用。本标准不适用于危险货物的港口堆垛作业。 

TB/T 1936.1-1987   
铁路装卸作业标准 作业

程序   
作业 1987-12-31 1988-7-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装卸作业的准备作业。实施作业和整理作业的程序及准备作业、整

理作业的项目、内容和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铁路货场内的装卸搬运作业。 

TB/T 1936.2-1987  
铁路装卸作业标准 桥式、

龙门式起重机作业  
作业 1987-12-31 1988-7-1  

TB/T 1936.3-1987  
铁路装卸作业标准 回转

式起重机作业  
作业 1987-12-31 1988-7-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各种回转式起重机进行装卸、搬运实施作业的必要程序，规定了司

机和起重工在各作业程序中的统一动作及有关说明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铁路各种回

转起重机的装卸，搬运作业。 

TB 1936.4-1987  
铁路装卸作业标准 装载

机作业  
作业 1987-12-31 1988-7-1 

本标准规定了轮胎式单斗装载机一次作业程序标准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

轮胎式单斗装载机在铁路货场内装载散堆货物作业和转堆作业。 

TB 1936.5-1987 
铁路装卸作业标准 链斗

式装、卸机作业  
作业 1987-12-31 1988-7-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货场链斗式装、卸车机进行装卸实施作业的必要程序，规定了司机

和富辅助人员在各作业程序中的统一动作及有关说明事项。本标准适用于铁路货场链

斗式装、卸车机的装卸作业。 

TB 1936.6-1987 
铁路装卸作业标准 叉车

作业   
作业 1987-12-31 1988-7-1 本标准规定了小型叉车叉取搬运的作业程序和技术要求。 

TB 1936.7-1987  
铁路装卸作业标准 人力

作业   
作业 1987-12-31 1988-7-1 

本标准规定了人力装卸作业班组对普通包装成件货物、散队货物、危险货物实施装卸、

搬运作业的一般程序、岗位标准和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人力装卸班组队铁路运输

货物的装卸、搬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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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

搬运  TB/T 2335-1993 
铁路一次性托盘及集装货

物加固技术条件  
技术 1993-8-21 1993-12-3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用一次性托盘的结构、尺寸、材质、强度和强度试验方法，以及集

装货物加固方式，试验要求，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托盘集装货物进行“门到门”

运输的一次性托盘及加固形式等。 

 

 

 

 

 

 

 

 

包装 

 

 

 

 

 

 

 

 

 

 

 

 

GB/T 4892-2008 
硬质直方体运输包装尺寸

系列  
技术 2008-2-1 2008-7-1 

本标准规定了用纸、木、塑、金属等各种材质包装的硬质直方体运输包装最大的平面

尺寸。本标准适用于公路、铁路和水路运输单货物的运输包装件。非单货物的运输包

装件可参照执行。 

GB/T 9174-2008 
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

术条件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对一般货物运输包装的总要求、类型、技术要求和鉴定检查的性能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所承运的一般货物运输包装。不包括危险货物、

鲜活易腐货物的运输包装。  

GB 19269-2009 
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

验安全规范  
管理 2009-6-21 2010-5-1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军品除外)包装的分类、代码和标记、要求、性能检

验和使用鉴定。本标准适用于第 4 章中除第 2 类、第 6 类的 6.2 项和第 7 类外的公路

运输危险货物包装的检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压力贮器、净重大于 400kg 的包装件、

容积超过 450L 的包装件。 

GB/T 12123-2008 包装设计通用要求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包装设计的基本要、设计因素、设计方案确定方法、试验验证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产品的包装设计。 

GB/T 13201-1997 圆柱体运输包装尺寸系列  技术 1997-7-9 1998-1-1 
本标准规定了钢、纸、塑料等各种材质圆柱体运输包装的最大外廓直径。本标准适用

于圆柱体运输包装。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

件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电工、仪器仪表等产品包装的基本要求、包装方式与防护包装方

法、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包装标志与随机文件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机械、电工、

仪器仪表等产品的运输包装。 

GB/T 13757-1992 袋类运输包装尺寸系列  技术 1992-1-1 1993-9-1 
本标准规定了纸、麻、布和塑编等材质的袋类运输包装满装平卧时的底平面最大外廓

尺寸。本标准适用于单货物的袋类运输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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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GB/T 15233-2008  包装 单货物尺寸   技术 2008-2-1 2008-7-1 
本标准规定了在货物流通过程中单货物的最小平面尺寸。本标准适用于公路、铁路和

水路运输的单货物。 

GB/T 16470-2008 托盘单元货载  技术 2008-7-18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托盘单货载的基本要求、堆码方式和要求、固定方法、防护加固附件和

试验方法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可选用托盘单货载的各类货物的运输包装。  

GB/T 16471-2008 
运输包装件尺寸与质量界

限  
技术 2008-2-1 2008-7-1 

本标准规定了经由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运输包装件外廓尺寸和质量界限。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运输包装件的设计和运输。 

GB/T16716.1-2008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1 部

分：处理和利用通则  
技术 2008-7-18 2009-1-1 

GB/T 16719 的本部分规定了包装与包装废弃物处理与利用的要求、方法、效果评估

准则和回收标志。本部分适用于包装的设计、生产、使用及处理利用，不适用于危险

货物包装。 

GB/T 16716.2-2010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2 部

分：评估方法和程序  
技术 2010-8-9 2011-1-1 

本部分规定了对包装与包装废弃物进行预先全面评估的方法、要求、程序和准则。本

部分适用于所有投放市场的商品包装和交付使用的产品包装。 

GB/T 16716.3-2010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3 部

分：预先减少用量  
技术 2010-8-9 2011-1-1 

GB/T16716 的本部分规定了预先评估包装或包装材料的用量及其重金属和化学品含

量的要求、方法、程序和准则,前提是满足: ---供应链和使用过程的功能; ---产品

和消费者(用户)的卫生和安全; ---消费者(用户)可接受。本部分适用于所有投放市

场或交付使用的包装或包装产品预先减少用量的评估。 

GB/T 16716.4-2010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第 4 部

分：重复使用  
技术 2010-8-9 2011-1-1 

GB/T16716 的本部分规定了评估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及其系统的方法、要求、程序和

准则。本部分适用于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及其系统。 

GB/T 17448-1998 集装袋运输包装尺寸系列  技术 1998-8-10 1999-8-1 
本标准规定了方形和圆形集装袋运输包装满装平面尺寸系列。本标准适用于公路、铁

路和水路运输。 

GB/T 19142-2008 出口商品包装通则  技术 2008-6-10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商品包装(以下简称包装)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标签、标志和标

识。本标准适用于出口商品(不包括危险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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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GB/T 26543-2011 

活体动物航空运输包装通

用要求  
管理 2011-6-16 2012-01-01 

标准规定了高频次运输的部分活体动物航空运输包装容器的结构、规格、材料和包装

要求。适用于活体动物航空运输包装容器的设计、制作和使用。 

JT/T 385-2008 
水路、公路运输货物包装

基本要求   
管理 2008-12-19 2009-3-1 

本标准规定了水路、公路运输非危险货物包装的形式与货物检验，及其基本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水路、公路运输非危险货物包装。 

TB/T 2974-2000  
国际铁路联运出口货物运

输包装质量要求   
管理 2000-3-29 2000-11-1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铁路运输中，国际铁路联运出口的普通货物。本标准不适用于国际

铁路联运出口的特定货物，特定货物按相关标准和管理规则要求执行。 国内铁路运

输的普通货物可参照本标准。 

 

 

 

 

 

 

 

 

 

运输 

 

 

 

 

 

 

 

 

GB 23240-2009 感染性物质航空运输规范  作业 2009-3-9 2009-8-1 标准规定了感染性物质的航空运输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感染性物质的航空运输。 

GB 29753-2013  

道路运输食品与生物制品

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方

法 

技术 2013-8-2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冷藏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及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已定

型汽车整车或二类、三类底盘上改装的装备机械制冷机组的道路运输易腐食品与生物

制品的冷藏车和冷藏半挂车。 

GB/T 11601-2000 
集装箱进出港站检查交接

要求  
管理 2000-5-8 2001-1-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进出港站时对箱体的检查项目、技术要求及交接要求。 本标准

适用于集装箱进出港站时对箱体的检查与交接。 

GB/T 16177-2007 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质量  管理 2007-3-7 2007-9-1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代理人、机场等相关单位的运输服务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经营许可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代理人、机

场。 

GB/T 18360-2007 
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质量评

定  
管理 2007-3-7 2007-9-1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质量评定的要求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获得经营许可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代理人、机场。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54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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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923-2007 道路货物运输评价指标  管理 2007-5-15 2007-12-1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货物运输的运输能力、运输经济、运输效率、燃料消耗及环保、运

输质量、服务质量、搬运装卸质量、运输安全质量和不良记录的评价指标。 本标准

适用于从事经营性物流或货运企业、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 

GB/T 20924-2007 
道路货物运输服务质量评

定  
管理 2007-5-15 2007-12-1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货物运输服务的质量总要求、基本要求、运输服务设备设施、货物

承运过程的服务质量、调度与运输过程的服务质量、装卸与交接过程的服务质量和货

物运输服务整体质量评定的要求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经营性物流或货运企业、道

路货物运输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 

GB/T 23424-2009 
超限货物在航空集装器上

的捆绑固定  
技术 2009-3-23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超限货物在航空集装器上的捆绑固定的原则、基本要求和方法。 本标

准适用于使用航空集装器运输超限货物。 

GB/T 24360-2009 多式联运服务质量要求  管理 2009-9-30 2009-12-1 
本标准规定了多式联运服务的基本原则、多式联运经营人基本要求、多式联运服务过

程质量要求以及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多式联运服务的企业。 

JT 618-2004 
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

作业规程  
作业 2004-12-30 2005-3-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的基本要求和安全作业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

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放射性物品、腐蚀品和杂类等危险货物的

汽车运输和装卸。 

JT/T 29.8-2004   

交通行业职业技能要求 

港口 第 8 部分 港口装卸

工    

管理 2004-8-17 2004-12-1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装卸工的等级、应知和应会。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各种散货、件杂

货和行李包裹装卸工的培训、考核和使用。 

JT/T 198-2004 
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

评定要求  
管理 2004-3-17 2004-6-1 

本标准规定了营运车辆技术状况等级的评定内容、评定规则、等级划分、评定项目和

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营运车辆。 

JT/T 382-1998  内河运输船舶评价指标    管理 1998-9-28 1999-3-1 

本标准规定了内河运输船舶的技术经济性能评价指标。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内河运输船

舶，主要有客船、客货船、旅游船、货船、机动驳及机动驳顶推船组、推〔拖)船及

拖带或顶推船队、驳船、江海船等船舶的船型选择、船舶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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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T 1011-2001 
公共航空运输服务事故等

级  
管理 2001-2-6 2001-7-1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航空运愉服务事故类型及公共航空运输服务事故等级的划分准则

和分类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国获得经营许可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代理人。 

MH/T 1018-2005 贵重物品航空运输  管理 2005-1-20 2005-5-1 本标准规定了贵重物品的航空运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贵重物品的航空运输。 

MH/T 1020-2009 锂电池航空运输规范  管理 2009-3-24 2009-6-1 标准规定了锂电池航空运输的基本要求和操作规范。适用于锂电池的航空运输。 

MH/T 1022-2008 
货物航空运输垫板使用规

范  
技术 2008-7-1 2008-10-1 

本标准规定了货物航空运输垫板使用的基本要求、垫板尺寸的计算和垫板的铺设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货物航空运输时垫板的使用。 

TB/T 2116.2-2005  
铁路车站货运作业 第 2 部

分:整车货物作业  
作业 2005-6-27 2005-12-1 

TB/T 2116 的本部分规定了车站整车一般货运输作业的程序、项目、内容和质量标

准。 本部分适用于适用于车站整车一般货运作业。 本部分不适用于阔大（超限、超

长、集重）、鲜活、危险货物、军运货物运输作业。 

TB/T 2336-2007 
铁路行李.包裹运输包装

技术条件  
技术 2007-8-13 2007-12-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行李、包裹（以下简称行包）运输包装的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

求、加固方法、试验方法、适用品类（名）等。 本标准适用于海拔 3000m 以下的铁

路旅客列车行李车的行包运输。 

TB/T 2687-1996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技

术条件   
技术 1996-5-10 1996-11-10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运输的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以下简称运输包装）的基本组合形式，

技术要求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铁路运输的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的检验，设计和使用。

不适用于有特殊要求的危险货物运输包装。 

TB/T 2689.2-1996   
铁路货物集装化运输 通

用要求   
作业 1996-5-10 1996-11-10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货物集装化运输的通用要求。通过铁路运输的集装货件及货物的集

装方式、集装器具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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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流信息标准 

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单证 

 

 

 

 

 

 

 

 

 

 

 

 

 

GB/T 918.1-1989 
道路车辆分类与代码 机

动车  

信息

基础 
1989-2-27 1989-10-1 

本标准规定了在城乡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的分类、编码方法和代码。 本标准

适用于车辆使用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的机动车辆管理、调度、计划统计以及科

研等领域。 

GB/T 1836-1997 集装箱代码、识别和标记  
信息

基础 
1997-6-27 1997-12-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识别系统、尺寸和箱型代码及其相关标记和标记的标打方

法等。 

GB/T 14392-2009 国际贸易单证样式  
信息

基础 
2009-11-15 2010-2-1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国际贸易主单证样式,包括相关术语和定义以及设计原则。本

标准适用于贸易活动中与行政、商业、生产以及流通有关的单证样式设计。  

GB/T 14393-2008 贸易单证中代码的位置  
信息

基础 
2008-6-18 2008-11-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贸易所用单证中单证代码标识的位置、栏目代码标识的位置

以及代码型数据项的位置。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单证制单中的自动数据处理

（ＡＤＰ）系统。 

GB/T 15310.1-2014 

国际贸易出口单证格式 

第 1 部分：商业发票 

信息

基础 
2014-12-05  2015-04-15 

GB/T 15310 的本部分规定了国际贸易商业发票的格式。本部分适用于国际贸易

商业发票的缮制、打印和信息处理。 

GB/T 15310.2-2009 
国际贸易出口单证格式 

第 2 部分:装箱单  

信息

基础 
2009-11-15 2010-2-1 

GB/T15310 的本部分规定了国际贸易装箱单的格式。本部分适用于国际贸易装

箱单的缮制、打印和信息处理。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1531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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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310.3-2009 
国际贸易出口单证格式 

第 3 部分:装运通知  

信息

基础 
2009-11-15 2010-2-1 

GB/T15310 的本部分规定了国际贸易装运通知的格式。本部分适用于国际贸易

装运通知的缮制、打印和信息处理。  

GB/T 15310.4-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

原产地证书格式 

信息

基础 
2012-12-31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贸易中证明出口货物的原产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产地证

明书的单据格式。本标准适用于所有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明书》的缮制、打印和计算机处理。 

GB/T 16561-1996 集装箱设备交接单  
信息

基础 
1996-10-9 1997-6-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集装箱运输过程中集装箱设备交接单（以下简称设备交接单）

的作用、印制、内容和格式，以及设备交接单的填写、交接要求。 本标准适用

于码头、场、站国际集装箱设备的交接，也适用于公路、水路运输中国际集装

箱设备的交接。 

GB/T 17298-2009 
国际贸易单证格式标准编

制规则   

信息

管理 
2009-11-15 2010-2-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贸易单证格式标准的编制原则和基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

际贸易单证格式标准的编制。  

GB/T 18156-2000 
海上国际集装箱货物交付

单证 

信息

基础 
2000-7-14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集装箱运输过程中货物交付单证的作用、内容和格式；规定

了货物交付单证的填写和流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集装箱码头或场、站经海上

进口的国际集装箱货物的交付。 

GB/T 26839-2011 

电子商务 仓单交易模式

规范  
管理 2011-7-29 2011-12-1 

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在线仓单交易模式框架、基本流程和所涉及的交易商入市、

仓单品种定义、在线仓单交易、资金结算、货物交收和信息发布等业务内容。 适

用于电子商务在线仓单交易中心的交易活动。 

JT/T 919.2—2014 

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交换 

第 2 部分：道路运输电子

单证 

信息

作业 
2014-06-27 2014-11-01 

本部分规定了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交换中有关道路运输电子单证的报文结构和报

文属性以及普通运输电子单证、危险品道路运输电子路单和集装箱道路运输电

子单证。本部分适用于交通运输物流相关的公共信息平台、电子数据交换及物

流信息系统等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JT/T 919.3—2014 

交通运输物流信息交换 

第 3 部分：物流站场（园

区）电子单证 

信息

作业 
2014-06-27 2014-11-01 

JT/T 919 的本部分规定了物流站场(园区)与其他企业间业务协作及与管理部门

进行数据交换的报文结构和属性以及物流企业/站场(园区)基本信息、车辆卡注

册信息、车辆园区登记信息等主要电子单证。本部分适用于物流行业相关的公

共信息平台、电子数据交换平台以及物流业务信息系统等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839-2011'&X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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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证 

 

 

 

 

 

MH/T 1019-2005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文件  
信息

基础 
2005-4-5 2005-8-1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文件的格式和填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

航空危险品运输文件的填写和制作。 

MH/T 1023-2008 航空货运单扩展页  
信息

基础 
2008-7-1 2008-10-1 

本标准规定了航空货运单扩展页（以下简称扩展页）的样式、填写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货运的航空运输。 

SB/T 11004-2013 
电子提单（物权凭证）使

用规范 

信息

管理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提单作为物权凭证的使用规范。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及其

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中电子提单作为物权凭证的使用。 

SB/T 11005-2013 
电子提单（物权凭证）服

务系统规范 

信息

管理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提单(物权登记)服务系统的主要子系统组成、权限管理与安

全等规范。本标准适用于通过物权登记系统实现国际贸易中的电子提单作为物

权凭证的产生、流转和使用服务等。 

 

 

 

 

编码 

 

 

 

 

 

GB/T 3730.2-1996 
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

码  

信息

基础 
1996-12-23 1997-7-1 

本标准对 ISO3833 定义的道路车辆（不包括首次制造的道路车辆）的质量规定

了术语和代码。道路车辆可以是完整的车辆，也可以不是。代码用于车辆数据

资料交流和电子化处理。 本标准不包括下列车辆： --不作客运和（或）货运

之用而专门设计的车辆； --ISO6726 所包容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ISO7237

所包容的旅居挂车。 本标准对测量方法、采用的计量单位及误差等未做规定。 

GB/T 7635.1-2002 
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第 1 部分：可运输产品   

信息

基础 
2002-8-9 2003-4-1 

本部分规定了全国主要产品（可运输产品）的分类原则与方法、代码结构、编

码方法、分类与代码；适用于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GB/T 14945-2010 货物运输常用残损代码 
信息

基础 
2010-12-1 2011-5-1 

本标准规定了货物运输中货物外表常用残损状态的代码编制基本原则、代码结

构和代码表。本标准适用于货物运输中表示托运货物外表常用残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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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GB/T 15419-2008 
国际集装箱货运交接方式

代码  

信息

基础 
2008-6-18 2008-11-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货运交接方式代码。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和运输行业进

行数据交换和信息处理。 

GB/T 15420-1994 
国际航运货物装卸费用和

船舶租赁方式条款代码  

信息

基础 
1994-12-28 1995-8-1 

本标准规定了在国际航运业务中表示有关班轮和租船的装卸费用和船舶租赁方

式的条款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国际航运企业之间及国际航运企业与业务伙

伴之间有关信息的计算机处理和交换。 

GB/T 15421-2008 国际贸易方式代码  
信息

基础 
2008-4-11 2008-9-1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适用的国际贸易方式代码。本

标准适用于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进行电子数据交换和信息处理。 

GB/T 15425-2014 商品条码 128 条码 
信息

基础 
2014-09-03 2015-02-01 

本标准规定了 GS1 系统 128 条码（以下称 GS1  128 条码）的结构、条码字符

集、条码符号尺寸、质量保证，以及 GS1  128 条码的应用参数、字符串编码

和译码规则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商品条码系统中的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 

GB/T 16472-2013 
货物类型、包装类型和包

装材料类型代码  

信息

基础 
2013-7-19 2013-11-30 

本标准规定了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贸易、运输和其他经济活动中使用的乘客、

货物类型、包装类型和包装材料类型的数字代码表示,并规定了包装类型的字母

代码表示。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国际贸易的参与方之间采用自动交换方式进行的

数据交换及其他应用的参与方之间进行的数据交换,也适用于人工系统。 

GB/T 16828-2007 
商品条码 参与方位置编

码与条码表示  

信息

基础 
2007-7-27 2007-12-1 

本标准规定了参与方位置编码的定义、代码结构、管理和条码符号表示与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数据交换、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等领域。 

GB/T 16830-2008 
商品条码 储运包装商品

编码与条码表示  

信息

基础 
2008-7-16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储运包装商品的术语和定义、编码、条码表示、条码符号尺寸与

等级要求及条码符号放置。本标准适用于储运包装商品的条码标识。 

GB/T 16962-2010 
国际贸易付款方式分类与

代码 

信息

基础 
2010-12-1 2011-5-1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国际贸易付款方式分类与代码。本标准适用于我国从事国际

贸易的机构进行电子数据交换和信息处理。 

GB/T 16963-2010 
国际贸易合同代码编制规

则 

信息

基础 
2010-12-1 2011-5-1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国际贸易合同代码结构和代码编制规则。本标准适用于我国

进出口企业编制国际贸易合同代码。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1542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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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6986-2009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信息

基础 
2009-5-6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条码标识系统中应用标识符的含义及其对应数据编码的结构

与条码表示。本标准适用于贸易及供应链过程中的信息交换。 

GB/T 17172-1997 四一七 条码  
信息

基础 
1997-1-2 1998-8-1 

本标准规定了四一七条码的相关定义、结构、尺寸及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数据采集与自动识别。 

GB/T 17272.1-1998 
集装箱在船舶上的信息、

箱位坐标代码  

信息

基础 
1998-3-20 1998-10-1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载箱的定位方法。本标准适用于国际标准集装箱在船舶上的

定位，非国际标准集装箱也可参照使用。 

GB/T 17272.2-1998 
集装箱在船舶上的信息、

电传数据代码  

信息

基础 
1998-3-20 1998-10-1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装箱计划数据传输所需要的统一代码，通过电传或传真服务，

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有关信息传递给装船/卸船的所在地。本标准适用于沿船舶

纵向置放并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各种标准集装箱，如条件适合，非国际标准集

装箱也可参照使用。 

GB/T 17273-2006 
集装箱 设备数据交换

（CEDEX）一般通信代码  

信息

基础 
2006-3-10 2006-10-1 

该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设备数据交换（CEDEX）的通信代码；适用于集装箱运营

中建立通信联系的业务机构。 

GB/T 17295-2008 国际贸易计量单位代码  
信息

基础 
2008-6-18 2008-11-1 

本标准规定了表示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等领域中使用的长度、质量（重量）体

积和其他量!包括（计数单位）的计量单位代码。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和其他

经济、科学技术活动的参与方之间进行人工和自动信息交换。本标准不影响国

际贸易各方间使用本标准附录中未包括+而在国际公约或协议中进行了规定的

其他代码。 

GB/T 17894-1999 集装箱自动识别  
信息

技术 
1999-11-1 2000-8-1 

本标准规定了： a）集装箱识别系统借助电子设备将集装箱的有关信息输到自

动化处理系统； b）装设在箱体上含有集装箱本身固有信息的码板所使用的数

据代码体系； c）供电子装置把箱体固有信息和有关数据输往集装箱的自动化

数据处理系统使用的数据代码体系； d）将码板内的数据传输到读码器的过程； 

e）为了确保各国际运输机构自动设备识别（AEI）系统工作的可靠性而制定的

性能标准； f）码板在箱体上的位置； g）设于箱体上电子装置内的信息为防止

有意改动或非人为的变动而设置的防护措施。 本标准列出了对所有作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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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要求，以使码板能够国际通用且无需修改或调整。 本标准适用于 GB/T1413（ISO 

668）所规定的集装箱（见 3.1）。 对 AEI 系统和箱体上自动识别装置的使用

与否属非强制性。本标准的目的是使设备管理体系的工作效率处于最优状态，

为此，作为识别集装箱的任何 AEI 系统均须符合本标准且与之兼容。 

GB/T 18127-2009 
商品条码 物流单元编码

与条码表示  

信息

基础 
2009-5-6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单的编码、条码表示，物流单标签的技术要求和位置。本标

准适用于开放的贸易环境中物流单的标识与数据自动采集。 

GB/T 18347-2001 128 条码  
信息

基础 
2001-4-9 2001-10-1 

本标准规定了 128 条码的技术要求，包括了 128 条码特征、数据字符编码、尺

寸、译码算法、用户需要定义的应用参数以及码制标识符前缀串。本标准适用

于各个领域的自动数据采集。 

GB/T 18804-2010 运输工具类型代码  
信息

基础 
2011-1-14 2011-6-1 

标准规定了运输工具类型的代码结构和代码。适用于信息交换与处理过程中对

运输工具类型代码的表示。 

GB/T 19946-2005 

包装 用于发货、运输和收

货标签的一维条码和二维

条码  

信息

基础 
2005-10-7 2006-4-1 

 本标准 ——规定了包含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的运输单元标签设计最低要求； 

——提供了运输单元唯一标识符，实现运输单元跟踪； ——规定了标签中一维

条码、二维条码或供人识读字符中的数据表示格式； ——提供了选择条码码制

的建议，规定了条码密度等级和质量要求； ——提供了对标签放置、大小以及

文字和图形的建议； ——提供了选择标签材料的指南。 

GB/T 21335-2008 RSS 条码  
信息

基础 
2008-1-9 2008-8-1 

本标准规定了 RSS 条码符号的结构、数据符编码、尺寸、印制质量要求、校验

方法和译码算法。本标准适用于采用 RSS 条码符号的贸易项目及贸易项目附加

信息的标识。 

GB/T 23832-2009 
商品条码 服务关系编码

与条码表示  

信息

基础 
2009-5-6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服务关系中服务对象的编码、条码表示及条码符号技术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服务对象的标识、数据自动采集及服务关系的信息化管理。 

GB/T 21394-2008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信息分

类与编码 

信息

管理 
2008-2-3 2008-8-1 

本标准规定了交通信息服务中直接和道路交通相关的信息的分类原则和方法、

编码方法及代码表。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交通系统及其相关领域的信息处理和信

息交换。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18804-2010'&X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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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3831-2009 物流信息分类与代码  
信息

基础 
2009-5-6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信息的分类、编码及分类代码。本标准适用于各级管理部门、

物流企业以及相关单位对于物流信息的管理及应用。 

GB/T 26820-2011 物流服务分类与编码  技术 2011-7-29 2011-12-1 标准规定了物流服务的分类与编码原则，给出了物流服务分类代码。 

GB/T 26821-2011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与

设计要求  

信息

技术 
2011-7-29 2011-12-1 

标准规定了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构成和设计要求。适用于物流管理信息系

统的设计。 

GB/T 26934-2011 集装箱电子标签技术规范  
信息

技术 
2011-9-29 2012-5-1 

标准规定了集装箱电子标签的作业要求、技术要求和工作频率。适用于

GB/T1413 所规定的集装箱、其他类型的集装箱,以及集装箱辅助设备等可参照

使用。  

GB/T 26936-2011 集装箱自粘标贴  
信息

基础 
2011-9-29 2012-5-1 

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自粘标贴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粘贴施工规范和检验规则,

以及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等。 适用于各类集装箱的识别标记,不包括使用

涂料喷涂的各类标记,亦不包括用于喷涂此类标记的纸质或 PVC 质的喷标模。

集装箱运输车辆、港口吊装设备等的识别标记可参照使用。 

GB/T 31003-2014 

化纤物品物流单元编码与

条码表示 
基础 2014-9-3  2015-02-01 

本标准规定了化纤物品物流单元的编码、条码表示，以及化纤物流单元标签的

技术要求和放置位置。本标准适用于化纤物品供应链过程中物流单元的代码编

制、条码标签设计和数据自动采集 

GB/T 31005-2014  托盘编码及条码表示 基础 2014-9-3  2015-02-01 

本标准规定了单个可重复使用托盘的编码规则、编码信息的符号表示、数据自

动采集的技术要求及标签的放置位置。 

本标准适用于物流作业中对可重复使用托盘的编码和标识，以便在使用、租赁

托盘过程中对其进行管理，实现托盘的自动化识别。不适用于托盘上贸易项目

或物流单元的标识。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820-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821-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934-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936-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03-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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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1006-2014 

自动分拣过程包装物品条

码规范 
基础 2014-9-3  2015-02-01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自动分拣系统的包装物品的编码规则、条码表示、条码质量

和位置要求，以及与自动分拣有关的包装箱规格、分拣输送系统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分拣、输送、储存等作业过程中包装箱的自动识别与处理。 

CB/T 4101-2008 船舶舾装件托盘编码  
信息

基础 
2008-3-17 2008-10-1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舾装件安装托盘的代码结构与编码方法。本标准适用于造船

企业舾装件安装阶段托盘代码的编制。 

MH/T 1015 2004 
民用航空货物运输条形码

标签  

信息

基础 
2004-4-16 2004-9-1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货物运输条形码标签和条形码的技术规范以及使用范

围。本标准适用于民用航空货物运输条形码标签的设计、制作与应用。 

JT/T 430-2000 港口收费信息分类及代码  
信息

基础 
2000-10-27 2001-2-1 

本标准对外贸进出口货物类别、港口收费信息进行了分类，规定了代码编制规

则，适用于全国对外贸易港口及管理部门对港口收费信息进行处理和交换。 

JT/T 437-2001 
港口主要统计指标分类与

代码  

信息

基础 
2001-2-28 2001-6-1 

本标准规定了交通行业各级港口管理、生产部门的业务统计工作所需使用的主

要的统计指标分类与代码、统计指标数据元代码及分组统计代码。本标准适用

于港口统计管理、港口统计报表填写及计算机信息处理与交换。 

JT/T 438-2001 
水路运输主要统计指标分

类与代码  

信息

基础 
2001-2-28 2001-6-1 

本标准规定了水运行业各级业务统计工作中所需使用的主要的统计指标分类与

代码、统计指标数据元代码及分组统计代码。本标准适用于水路运输统计管理、

统计报表填写及计算机信息处理与交换。 

JT/T 444-2001 
公路运输主要统计指标分

类与代码  

信息

基础 
2001-4-10 2001-8-1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运输行业各级业务统计工作所需使用的主要统计指标分类、

分类代码、统计数据元代码、统计指标代码结构和指标分组统计相关信息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运输统计(包括公路里程统计)、公路运输报表填写及计算机

信息处理与交换。 

JT/T 470-2002 海上运输航线代码 
信息

基础 
2002-4-26 2002-7-7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航行于中国沿海和世界主要海洋航区之间的航线编码原则、

方法和主要海上运输航线代码。适用于运输管理部门和企业对海上运输业务中

航线的标识、信息处理与交换。 

TB/T 2690-1996 
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

代码  

信息

基础 
1996-5-10 1996-11-10 

本标准规定了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与代码。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营业铁路

承运制票、收入审核、运输统计、运输计划、运输组织、运营管理信息系统、

财务分析、成本核算，以及其他与货运有关业务。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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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966-1999 
铁路运输设备分类与代码

基本规定  

信息

基础 
1999-8-4 2000-1-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运输设备分类与代码的编制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计划、统计、

会计、管理等部门，是铁路系统进行信息处理与交换的共同语目。 

WB/T 1029-2006   
装载单元和运输包装的条

码符号   

信息

基础 
2006-12-31 2007-7-1 

本标准规定了对装载单元和运输包装上条码符号的要求。提供了装载单元和运

输包装上标签的印制要求以及条码符号和标签的实际参数，规定了条码符号质

量标准，规定了装载单元和运输包装上条码符号及文本的方向和位置。适用于

贸易伙伴间数据信息的传递。 本标准不废止或替代任何适用于安全或规则规定

的标记和标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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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GB/T 15947-2011   

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电子

数据交换（EDIFACT）报

文设计规则 

信息

管理 
2011-7-29 2011-12-1 

本标准规定了在设计和评审 EDIFACT 报文和报文成分时应遵守的规则。本标准

适用于设计符合 EDIFACT 应用级语法规则第 1、2、3、4 版的报文。从属性注

释和重复数据元仅适用于设计符合语法规则第 4 版的报文。 

GB/T 18768-2002 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规范  
信息

技术 
2002-7-2 2002-9-1 

本标准规定了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有关术语、信息流程、采集的基础信息、基

本功能、质量要求、运行环境和接口。 本标准适用于数码仓库应用系统的开发、

测试和验收。 

GB/T 19392-2013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通用规

范 

信息

技术 
2013-12-31 2014-7-15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 GPS 导航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用 GPS 导航系统的研制和生

产，也是制定产品标准和检验产品质量的依据。 以无线通信数据传输和 GPS

相结合，并具备路线导航功能的其他汽车电子产品，可参照采用。 

GB/T 20068-2006 
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

技术要求  

信息

技术 
2006-1-10 2006-6-1 

本标准规定了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的术语、性能要求和技术特性。 本标准

适用于船载自动识别系统以及相关岸站设备的设计、使用、生产和管理。 

GB/T 20135-2006 
智能运输系统 电子收费

系统框架模型  

信息

技术 
2006-3-10 2006-10-1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收费系统框架模型的总体架构、逻辑实体和实体间的接口描

述、规定了系统中涉及的安全体系。本标准适用于公路收费系统、城市道路收

费系统，停车场收费系统也可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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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606-2006 
智能运输系统 数据字典

要求  

信息

技术 
2006-11-7 2007-4-1 

标准规定了智能运输系统数据字典的术语、定义和缩略语、ITS 数据字典基本概

念、ITS 数据字典的元属性及一致性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指导 ITS 数据字典开发

者和用户建立 ITS 数据字典。 

GB/T 20607-2006 
智能运输系统 体系结构 

服务  

信息

技术 
2006-11-7 2007-4-1 

标准规定了智能运输系统的主要服务区域及服务的一般要求、参考模型及主要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运输系统领域的开发、应用和实施，城市轨道、货物

联合运输等方面可参照执行。 

GB/T 20608-2006 

智能运输系统 自适应巡

航控制系统 性能要求与

检测方法  

信息

技术 
2006-11-7 2007-4-1 

标准规定了自适应巡航系统(以下简称 ACC)系统的基本控制策略、最低的功能

要求、基本的人机交换界面、故障诊断及处理的最低要求以及性能检测规程。 本

标准适用于 ACC 系统的性能检测。 

GB/T 20611-2006 

智能运输系统 中央数据

登记簿 数据管理机制要

求  

信息

技术 
2006-11-7 2007-4-1 

标准规定了智能运输系统中中央数据登记簿数据管理要求，包括在智能运输系

统领域信息交换框架和交换程序，数据内容及数据录入数据登记簿的过程等，

规定了数据的概念、元属性、命名和与国家相关标准的关系。本标准适用于智

能运输系统信息交换的概念模型，它不是物理上的实施，但是物理实现和元模

型之间的相互映射不能出现两义性。 

GB/T 23434-2009 

运输信息及控制系统 车

载导航系统 通信信息集

要求  

信息

技术 
2009-3-31 2009-11-1 

标准规定了车载导航系统所需的通讯信息内容和信息格式，主要强调产生或提

高路径指令的信息，同时也强调一些不须被包括在通常的交通管理信息列表的

信息。虽然本标准主要包括采用车载地图数据库数据来确定路径的本地型路径

诱导系统的需求信息，但是也包括主要利用导航中心数据确定路径的中心型路

径诱导系统的需求信息和某些增值信息。 

GB/T 23678-2009 
供应链监控用集装箱电子

箱封应用技术规范  

信息

技术 
2009-5-11 2009-12-20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箱封系统、电子箱封和读写器的技术要求，及电子箱封系统

作业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供应链中的可施封集装箱，其他可施封设备参照使用。 

GB/T 26318-2010 
物流网络信息系统风险与

防范  

信息

技术 
2011-1-14 2011-5-1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网络信息系统的风险评估、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物流企业对信息系统或物流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规范

与管理,并可作为相关机构对物流网络信息系统进行安全评价的依据。 

GB/T 30644-2014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电子记

录通用要求 
管理 2014-12-31  2015-04-30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电子记录内容、管理及控制、电子签名等方面

的通用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各类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全过程的电子记录。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644-2014'


 

 41  

信息

系统 

 

MH/T 1025-2009 
民用航空行李运输无线射

频识别规范  

信息

技术 
2009-11-20 2009-12-1 

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行李运输无线射频识别系统、标签、读写器、编码、安全

的基本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航空运输企业的行李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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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

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信息

管理 
2005-3-28 2005-10-1 

本标准规定了公历日期和时间以及时间间隔的表示法。本标准适用于在信息交

换中所涉及的日期和时间表示。本标准不包括日期和时间表示法中用文字表示

的日期和时间，也不包括未以字符表示的日期和时间。 

GB/T 16832-2012 
国际贸易单证用格式设计 

基本样式 

信息

管理 
2012-7-31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贸易单证中使用的文件总体尺寸、图文区及其划分和数据区

域。  

GB/T 17184-1997 船图 积载图报文  
信息

作业 
1997-1-2 1998-8-1 

本报文是传递运输船舶上的设备和货物以及它们在运输船舶上的位置有关住处

的报文。该报文可在航运船舶代理人、理货公司、码头、船长/船舶经营者之间

进行交换。本报文适用于国内及国际贸易。它建立在通用的基础上，不受某种

业务或行业的限制。 

GB/T 17231-1998 
订购单报文  

 

信息

作业 
1998-4-10 1998-10-1 

本标准规定在买、卖双方协商一致的条件下，订购货物或服务的详细内容。 本

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

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7232-1998 收货通知报文  
信息

作业 
1998-4-10 1998-10-1 

本标准规定了与货物接收有关的业务需求，用于报告货物已实际收到。它也可

用于报告货物的品种、数量、相关条款、货物包装等方面的单货不符。当单货

一致时，本标准的报文可仅报告所接收的货物与发货通知报文中所指示的发货

信息完全一致，而不提供详细说明。 本标准也规定了可以通知所接收货物与发

货通知报文、订购单报文（ORDERS）、交货计划报文（DELFOR）或适时交货

计划报文（DELJIT）中给出的货物信息不符的情况。本标准的报文适用于国内

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不局限于特定业务或行业类型。 



 

 42  

 

 

 

 

 

 

 

 

 

 

 

 

 

 

报文 

 

 

 

 

 

 

 

 

 

 

 

GB/T 17233-1998 发货通知报文  
信息

作业 
1998-4-10 1998-10-1 

本标准规定了在贸易参与方协商一致的条件下，已发运的或准备发运货物的详

细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

限于某一特定的业务或行业的类型。 

GB/T 17302.1-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许

可证报文 第 1 部分：进口

许可证报文  

信息

作业 
2008-6-18 2008-11-1 

本部分规定了进口许可证报文的报文结构、段描述和段格式。本部分适用于国

际贸易中进口许可证管理与使用的电子数据交换。 

GB/T 17302.2-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许

可证报文 第 2 部分：出口

许可证报文  

信息

作业 
2008-6-18 2008-11-1 

本部分规定了出口许可证报文的报文结构、段描述和段格式。本部分适用于国

际贸易中出口许可证管理与使用的电子数据交换。 

GB/T 17303.1-2010 
发票报文 第 1 部分: 联合

国标准发票报文  

信息

作业 
2010-9-2 2011-4-1 

本标准规定了根据买卖双方商定的条件对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提出付款要求的

报文。适用于国内国际贸易，它以与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相关的通用惯例为基

础，但又不依赖于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7303.2-2010 
发票报文 第 2 部分: 国际

贸易商业发票报文  

信息

作业 
2010-9-2 2011-4-1 

GB/T17303 的本部分规定了国际贸易商业发票报文的应用原则、报文结构和段

格式。 本部分适用于国际贸易中对外以及国内办理报关、结汇、申办各类证书

和出口退税等业务中所需商业发票的电子数据交换。 

GB/T 17536-1998 订购单变更请求报文  
信息

作业 
1998-11-5 1999-6-1 

本标准规定了买方发送给卖方请求变更一份订购单的详细内容的报文。 本标准

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

务或行业类型。 

GB/T 17537-1998 订购单应答报文  
信息

作业 
1998-11-5 1999-6-1 

本标准规定了从卖方到买方，对订购单报文或订购单变更请求报文的应答报文。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

定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7703.1-2002 

国际物流政府管理报文 

第 1 部分:联合国标准国际

物流政府管理报文  

信息

作业 
2002-8-9 2003-4-1 

标准定义了国际物流政府管理报文(SANCRT)。 本报文适用于商业经营者与国

家管理机构之间对进出口物品所需的证书、许可和授权书等进行申请和签发的

电子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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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703.2-1999 

国际物流政府管理报文 

第 2 部分:一般原产地证明

书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3-23 1999-10-1 

本标准规定了一般原产地证明书报文的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具有进出口经

营权的企业，就出口货物申请一般原产地证明书以及政府授权的签证机构签发

一般原产地证明书的国内、国际间的电子数据交换。 

GB/T 17703.3-1999 

国际物流政府管理报文 

第 3 部分:普惠制原产地证

明书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7-2 2000-1-1 

本标准规定了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报文的定义和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具有

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就出口货物申请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以及政府授权的签

证机构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的国内、国际间的电子数据交换。 

GB/T 17705-1999 销售数据报告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3-23 1999-10-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国内贸易中传输有关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数据的报文格式。

如传输相关位置、时间期限、产品标识、价格、货币金额、数量、市场分布信

息、销售参与方的销售数据。它使接收方能够自动处理信息并作为生产、计划、

市场以及统计用。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

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7706-1999 销售预测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3-23 1999-10-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国内贸易中传输有关产品或服务预测数据的报文格式。如

传输相关位置、时间期限、产品标识、价格、货币金额、数量、市场分布信息、

销售参与方的预测数据。它使接收方能够自动处理信息并作为生产、计划、市

场以及统计用。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

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7707-1999 报价报文  
信息

作业 
1990-3-23 1999-10-1 

本标准规定了国内外贸易中潜在的卖方为货物或服务的潜在销售而提供的价

格、交货计划和其他状况的报文。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

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7708-1999 报价请求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3-23 1999-10-1 

本标准规定了国内、国际贸易中潜在的买方向货物或服务的潜在的卖方询问价

格、交货计划以及其他条件的报文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

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7709-1999 库存报告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3-23 1999-10-1 

本标准规定了与库存信息有关的报文。库存报告报文可以在贸易参与方之间双

向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

限于某特定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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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784.1-1999 

货运和集拼汇总报文 第 1

部分:联合国标准货运和

集拼汇总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7-2 2000-1-1 

本标准规定了货运和集拼汇总报文的原则和报文描述。本标准可用于国内和国

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规则，不局限于业务和行业的类型。 

GB/T 17784.2-1999 

货运和集拼汇总报文 第 2

部分:货运和集拼汇总报

文子集----货物/运费舱

单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7-2 2000-1-1 本标准规定了货运和集拼汇总报文子集— 货物/运费舱单的原则和报文描述。 

GB/T 18016.1-1999 
实际订舱报文 第 1 部分:

联合国标准实际订舱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11-11 2000-5-1 

本标准规定了实际订舱报文的原则和报文描述。本标准适用于货物交换和运输

中有关信息的电子数据交换(EDI),以满足全球运输链中的各贸易伙伴的要求。

本标准是单笔货物托运的基础报文，可和其他的单笔货物托运的基础报文配合

使用。不论是何种运输路线和商务惯例，从任何始发地到目的地的各种方式的

货物运输都可用这些单笔货物托运的基础报文。这些报文适用于各方之间对托

运货物的运输安排，并提供货物运输、交付的必要信息。当信息需求相同时，

即使某些功能相似的信息，具有不同的名称，上述报文仍可使用于不同运输方

式中。由实际订舱的发运方式或运输服务方式发出报文，提供服务方接收报文。

本标准包含报文发出者要求提供服务的条件。本标准可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

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规则，不局限于业务和行业的类型。 

GB/T 18016.2-1999 

实际订舱报文 第 2 部分:

实际订舱报文子集 订舱

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11-11 2000-5-1 

本标准规定了实际订舱报文子集 订舱报文的原则和报文描述。本标准适用于货

物交换和运输中有关信息的电子数据交换，以满足全球运输链中的各贸易伙伴

的要求。 

GB/T 18017.1-1999 
订舱确认报文 第 1 部分:

联合国标准订舱确认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11-11 2000-5-1 

本标准规定了订舱确认报文的原则和报文描述。本标准适用于货物交换和运输

中有关信息的电子数据交换(EDI),以满足全球运输链中的各贸易伙伴的要求。

本标准是单笔货物托运的基础报文，可和其他的单笔货物托运的基础报文配合

使用。不论是何种运输路线和商务惯例，从任何始发地到目的地的各种方式的

货物运输都可用这些单笔货物托运的基础报文。这些报文适用于各方之间对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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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货物的运输安排(包括发货人/货主、收货人、货运代理、经纪人和承运人)，

并提供货物运输、交付的必要信息。当信息需求相同时，即使某些功能相似的

信息具有不同的名称，上述报文仍可使用不同运输方式中内容。由货运方或运

输服务方发出关于订舱确认信息的报文，申请订舱业务方接收报文。确认可能

是接受、审议之中、有条件接受、拒绝等。业务受理中要求的条件也可以在本

标准中给出。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规则，不

局限于业务和行业的类型。 

GB/T 18017.2-1999 

订舱确认报文 第 2 部分:

订舱确认报文子集 订舱

确认报文 

信息

作业 
1999-11-11 2000-5-1 

本标准规定了订舱确认报文的原则和报文描述。本标准适用于货物交换和运输

中有关信息的电子数据交换(EDI),以满足全球运输链中的各贸易伙伴的要求。 

GB/T 18124-2000 质量数据报文  
信息

作业 
2000-6-9 2001-3-1 

本标准提供了涉及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的贸易参与方之间电子数据交换的质量

数据报文(QALITY)的定义。用于传送为满足特定产品或处理过程而进行的测试

结果。内容包括测试数据以及计量、统计信息和所用的测试方法等。本标准适

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

或行业类型。 

GB/T 18125-2000 交货计划报文  
信息

作业 
2000-6-9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在行政管理、商业和运输业中贸易伙伴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EDI）

中所用的交货计划报文（DELFOR）的定义。该报文由买方发送给供货方，根据

协议或订购单的条款，给出关于短期的交货指示和/或用于规划中期到长期的产

品/服务的预测。本报文可用于关于劳动力和原料资源的指示。本标准适用于国

内、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或行业

类型。 

GB/T 18128-2000 应用错误与确认报文  
信息

作业 
2000-6-9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应用错误与确认报文（APERAK）的定义和使用规则。本标准适

用于与行政、商业和运输业有关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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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129-2000 价格/销售目录报文  
信息

作业 
2000-6-9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在行政管理、商业和运输业贸易伙伴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EDI）

中所应用的价格/销售目录报文（PRICAT）的定义。它通常由卖方发送给买方，

说明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有关定价和目录信息的报文；也可以由买方发送给

卖方，说明买方对标签或包装等的特殊要求或提供对先前接收到的价格/销售目

录的应答（接受或拒绝）。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

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8130-2000 参与方信息报文  
信息

作业 
2000-6-9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贸易参与方之间电子数据交换的联合国标准参与方信息报文

（PARTIN）的定义。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国际贸易。 

GB/T 18157-2000 装箱单报文  
信息

作业 
2000-7-1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货物包装情况的装箱单报文，该报文也适用于重量单和尺码

单。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的电子数据交换。 

GB/T 18715-2002 配送备货与货物移动报文  
信息

作业 
2002-5-8 2002-10-1 

本标准规定了在行政管理、商业和运输业贸易伙伴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EDI）

所应用的配送备货与货物移动报文（HANMOV）的定义。配送备货与货物移动

报文由一参与方发送至仓库/配送中心，说明配送中心管辖范围内的仓库间的配

送备货服务和所需的货物移动。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

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类型或行业。 

GB/T 18716-2002 汇款通知报文  
信息

作业 
2002-5-8 2002-10-1 

本标准规定了在行政管理、商业和运输业中贸易伙伴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EDI）

所用的汇款通知报文（REMADV）的定义。该报文是贸易伙伴（如卖方、买方、

金融机构）间的通信、提供货物和/或服务的支付或其他金融结算形式的细目。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

定的业务类型和行业。 

GB/T 18785-2002 商业账单汇总报文  
信息

作业 
2002-7-18 2002-12-1 

本标准规定了在行政管理、商业和运输业中贸易伙伴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EDI）

所用的商业帐单汇总报文（COACSU）的定义，用于传送在一定期限内某个帐

目中关于已支付和未支付项目的商业数据。商业帐单汇总报文可以通过约定在

固定的时间间隔传送，也可以由贸易伙伴及其代理机构根据需要传送。本标准

适用于国内、国际贸易。它以通过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

务或行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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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933-2003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报文

(XML 格式)  

信息

作业 
2003-1-6 2003-5-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贸易中贸易伙伴之间进行商业数据信息交换中所用的售货合

同报文的结构和标记的定义。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中一般出口货物的销售合

同的电子数据交换，本标准以通用的国际贸易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

的业务和行业类型。 

GB/T 19254-2003 
电子数据交换报文实施指

南  

信息

管理 
2003-7-25 2003-12-1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批式电子数据交换（EDI）报文标准的设计原则和标识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 EDI 报文标准的制定、应用及管理维护，为 EDI 应用系统开

发和应用人员开发和使用 EDI 报文提供指导。 

GB/T 19255-2003 运输状态报文  
信息

作业 
2003-7-25 2003-12-1 

本标准规定了在行政、商业和运输业中贸易伙伴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EDI)所用

的国际多式联运状态报告报文(IFTSTA)的定义、供商定的参与方间报告运输状

态和/或运输状态变更情况，适用于国内、国际贸易，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

而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业务类型和行业。 

GB/T 19947-2005 运输指示报文 XML 格式  
信息

作业 
2005-10-7 2006-4-1 

标准规定了运输过程中相关的参与方之间使用 XML 格式进行运输指示数据交

换所用的结构和标记的定义及 XML 的 DTD 和 Schema 的结构。 本标准适用于

公路运输、水路运输有关运输指示的电子数据交换，它由服务请求方按照约定

的条款向运输/转运服务方发出关于托运货物的运输/转运服务的指示。铁路运

输和航空运输也可以参照应用。 

GB/T 19948-2005 
运输计划及实施信息报文

XML 格式  

信息

作业 
2005-10-7 2006-4-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过程中各参与方之间使用 XML 格式进行业务数据信息交换

所用的运输计划及实施信息的结构和标记的定义，以及 XML 的 DTD 和 Schema

的结构。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运输、水路运输中对运输计划及实施信息的请求，

以及答复这样的请求；也可用于公布运输工具的班期公告。铁路运输和航空货

运也可以参照应用。 

GB/T 20525-2006 
运输设备堆存报告报文

XML 格式  

信息

作业 
2006-9-18 2007-3-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过程中相关的参与方之间使用 XML 格式进行运输设备堆存

报告数据交换所用结构和标记的定义，以及 XML 模式（Schema）的结构。 本

标准适用于公路运输、水路运输有关运输设备堆存报告的电子数据交换。铁路

运输和航空运输也可以参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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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526-2006 
运输设备进场/出场报告

报文 XML 格式  

信息

作业 
2006-9-18 2007-3-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过程中相关的参与方之间使用 XML 格式进行运输设备进场/

出场报告数据交换所用结构和标记的定义，以及 XML 模式（Schema）的结构。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运输、水路运输有关运输设备进场/出场报告的电子数据交

换，可用于运输设备（例如集装箱、托盘、车底盘、铁路整车、铁路零担等，

重或空）的前程运输和接续运输，确认所指定的运输设备已由内陆承运人（公

路、铁路、航空承运人等）提取或接收，也适用于运输设备在码头、仓库内部

移动 的报告（不包括装船、卸船 ）。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也可以参照应用。 

GB/T 20534-2006 

基于 XML 的运输工具到

达通知报文 GB/T 

20536-2006 基于 XML 的

托运通知报文  

信息

作业 
2006-9-18 2007-3-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过程中相关的参与方之间，基于 XML 格式的运输工具（例如

船舶、汽车等）到达通知数据交换所使用的报文结构和标记的定义，以及

XMLSchema 的结构。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水路运输有关运输工具到达通知信

息的电子数据交换，它由运输工具的承运人或代理发送给下一个挂靠港口或装

卸作业方以及相关的调度、监管机构等，提供运输工具预计到达或实际到达，

以及预计装卸货物的有关信息。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也可以参照应用。 

GB/T 20535-2006 
基于 XML 的运输工具驶

离通知报文  

信息

作业 
2006-9-18 2007-3-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过程中相关的参与方之间，基于 XML 格式的运输工具（例如

船舶、汽车等）驶离通知数据交换所使用的报文结构和标记的定义，以及 XML

模式 Schema 的结构。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水路运输有关运输工具（例如船舶、

汽车等）驶离通知的电子数据交换，它由港口或装卸作业方发送给运输工具的

承运人或代理，也可由承运人或代理发送给下一个挂靠港口或装卸代理发送给

下一个挂靠港口或装卸作业方以及相关的调度、监管机构等，通知其运输工具

离开当前工作的装卸地点，以及提供有关集装箱或货物实际作业的有关信息。

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也可以参照应用。 

GB/T 20538.2-2010 

基于 XML 的电子商务业

务数据和过程 第 2 部分：

业务信息实体目录  

信息

基础 
2011-1-14 2011-6-1 

GB/T 20538 本部分规定了电子商务业务信息实体的基本信息。本部分适用于基

于 XML 的电子商务报文的设计、使用以及业务信息实体的维护和管理。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0538.2-2010'&X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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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612.1-2006 

交通及出行者信息（TTI） 

经交通报文编码的 TTI 报

文 第 1 部分：使用 ALERT

－C 的广播数据系统－交

通报文频道(RDS－TMC)

编码协议  

信息

管理 
2006-11-7 2007-4-1 

本标准规定了符合 ALERT-C 总体要求的可向用户显示的报文，规定了报文的结

构、内容以及向驾驶员显示的内容；适用于智能交通系统的信息交换。 

GB/T 20612.2-2006 

交通及出行者信息（TTI） 

经交通报文编码的 TTI 报

文 第 2 部分：广播数据系

统－交通报文频道

（RDS-TMC）的事件和信

息编码  

信息

管理 
2006-11-7 2007-4-1 

该标准定义了 GB/T 20612.1《交通出行者信息（TTI） 经交通报文编码的 TTI

报文 第 1 部分：广播数据系统-交通报文频道（RDS-TMC）编码协议》的广播

数据系统-交通报文频道（RDS-TMC）编码协议中 TTI 报文编码所使用的“事

件列表”；适用于智能交通系统的信息交换。 

GB/T 20612.3-2006 

交通及出行者（TTI） 经

交通报文编码的 TTI 报文 

第 3 部分：ALERT-C 定位

参考  

信息

管理 
2006-11-7 2007-4-1 

该标准定义了交通信息中心和交通信息接收者的位置表的语义和结构；适用于

智能交通系统的信息交换. 

GB/T 22430-2008 
集装箱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进/出门报告报文  

信息

作业 
2008-10-20 2009-4-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进／出门报告报文（COEDCO）的原则和报文描述。本标

准适用于与行政、商业和运输业有关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EDI），

可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规则，不局限于业务和行业类

型。 

GB/T 22431-2008 
集装箱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船舶离港报文  

信息

作业 
2008-10-20 2009-4-1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离港报文（VESDEP）的原则和报文描述。 本标准适用于与

行政、商业和运输业有关的贸易伙伴之间电子数据交换（EDI），可用于国内和

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规则，不局限于业务和行业类型。 

GB/T 22432-2008 
集装箱运输电子数据交

换.挂靠信息报文  

信息

作业 
2008-10-20 2009-4-1 

本标准规定了挂靠信息报文（CALINF）的原则和报文描述。 本标准适用于与

行政、商业和运输业有关的贸易伙伴之间电子数据交换（EDI），可用于国内和

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规则，不局限于业务和行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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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2433-2008 
集装箱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堆存报告报文  

信息

作业 
2008-10-20 2009-4-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堆存报告报文（COEDOR）的原则和报文描述。本标准适

用于与行政、商业和运输业有关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EDI），可用

于国内和国际贸易。 

GB/T 22434-2008 
集装箱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运输计划及实施信息报文  

信息

作业 
2008-10-20 2009-4-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运输计划及实施信息报文（IFTSAI）的原则和报文描述。

本标准适用于与行政、商业和运输业有关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

（EDI），可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规则，不局限于业务

和行业类型。 

GB/T 26151-2010 

基于 XML 的电子商务发

票报文  

信息

作业 
2011-1-14 2011-6-1 

标准规定了基于 XML 的电子商务中参与方之间数据交换所用的发票报文的功

能与设计原则、组成及主要内容，并给出了发票报文的 XML Schema。 适用于

基于 XML 的电子商务发票报文的设计、管理与使用。 

GB/T 26152-2010 

基于 XML 的电子商务订

单报文  

信息

作业 
2011-1-14 2011-6-1 

标准规定了基于 XML 的电子商务中参与方之间数据交换所用的订单报文的功

能与设计原则、组成及主要内容，并给出了订单报文的 XML Schema。适用于

基于 XML 的电子商务订单报文的设计、使用和管理。 

JT/T 466-2001 集装箱船装/卸报告报文  
信息

作业 
2001-12-14 2002-5-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船装/卸报告报文的定义和使用规则。 本报文适用于集装

箱码头报告指定的集装箱已从集装箱船装上或卸下(按指示卸船、溢卸或短卸)。 

 

三、专业类标准 

（一） 农副产品、食品冷链物流标准 

1、农副产品、食品冷链物流基础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151-2010'&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152-2010'&X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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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440-1993 低温作业分级  管理 1993-6-10 1994-1-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作业环境冷强度大小及其对人体机能影响程度的级别。 

本标准适用于对低温作业实施劳动保护分级管理。 

GB/T 18517-2012 制冷术语  基础 2012-11-5 2013-3-1 
本标准界定了制冷术语。本标准适用于制冷专业的产品制造、工程设计、

施工、维护管理以及科研、教育等领域. 

GB/T 28577-2012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基础 2012-6-29 2012-10-1 

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的分类和冷链物流的基本要求。适用于冷链物流管理。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冷链物流分类和冷链物流的基

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冷链物流管理。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

则 
基础 2014-12-31  2015-09-01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的基本原则、制作要求和标注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最终使用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JB/T 7249-1994 制冷设备 术语  基础 1994-7-18 1995-7-1 本标准规定了制冷设备中使用的主要术语及其含义。 

 

2、农副产品、食品冷链物流设施设备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冷库 

 

 

 

 

 

GB 28009-2011 冷库安全规程  管理 2011-12-30 2012-12-1 

规定了冷库设计、施工、运行管理及制冷系统长时间停机时的安全要求。

适用于以氨、卤代烃等为制冷剂的直接制冷系统及间接制冷系统的冷库。

其他类型的冷库和制冷系统可参照执行。不适用于作为产品出售的室内装

配式冷库。 

GB 50072-2010 冷库设计规范  技术 2010-1-18 2010-7-1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氨、氢氟烃及其混合物为制冷剂的蒸汽压缩式制冷系统，

以钢筋混凝土或砌体结构为主体结构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冷库，不适用

于山洞冷库、装配式冷库、气调库。 

GB/T 24400-2009 
食品冷库 HACCP 应用规

范  
管理 2009-9-30 2010-3-1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库建立和实施 HACCP 体系的总要求以及文件、良好

操作规范(GMP)、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标准操作规程(SOP)、有害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577-2012'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643-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2028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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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 

 

 

 

 

 

 

 

 

 

 

 

 

 

 

微生物检验和 HACCP 体系的建立规程等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食品冷库企业

HACCP 体系的建立、实施和相关的评价活动。  

GB/T 30103.1-2013 

冷库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温度和湿度检

测 

技术 2013-12-17 2014-11-1 

GB/T 30103 的本部分规定了各种类型冷库主要性能参数温度和湿度的检测

方法。本部分适用于各型冷库的所有冷间及制冷系统中温度和湿度分布、

表面温度、环境温度、制冷剂温度、冷风机入出口温度和湿度的测定。 

GB/T 30103.2-2013 
冷库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风速检测 
技术 2013-12-17 2014-11-1 

GB/T 30103 的本部分规定了各种类型冷库主要热工性能的风速参数检测方

法。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类型冷库的所有冷间内有关风速分布的测定。 

GB/T 30103.3-2013 

冷库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围护结构热流

量检测 

技术 2013-12-17 2014-11-1 

GB/T 30103 的本部分规定了土建冷库及装配式冷库保温性能中围护结构热

流量和传热系数的检测方法。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类型新旧冷库冷间隔热性

能和对能耗影响的计算。 

GB/T 30134-2013 冷库管理规范 管理 2013-12-7 2014-12-1 

本标准规定了冷库制冷、电气、给排水系统,库房建筑及相应的设备设施运

行管理、维护保养要求和食品贮存管理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贮存肉、禽、

蛋、水产及果蔬类的食品冷库,贮存其他货物的冷库可参照执行 

CB 3040-1978 冷藏库舱口盖  技术 
 

1979-7-1 冷藏库舱口盖用于在室内甲板上通孔的冷藏库。 

CB/T 4266-2014 船用食品冷库 技术 2014-05-06 2014-10-01 

本标准规定了以硬质聚氨脂泡沫为隔热层组合而成的船用食品冷库(以下

简称冷库)的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及储存。本标准适用于冷库的制造和验收。 

JB/T 9061-1999 组合冷库  技术 1999-7-12 2000-1-1 

本标准规定了组合冷库产品分类和型号、技术条件、性能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硬质聚氨酯或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为隔热层、金属材料为面板的大、中、小型组合冷库和组合气调

冷库。其他面板材料的冷库可参照本标准。 

SBJ 11-2000 
冷藏库建筑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附条文说明)  
技术 2000-6-21 2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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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 

 

SBJ 16-2009 气调冷藏库设计规范  技术 2009-4-2 2009-12-1 
本规范适用于以氨或氢氟烃、氢氯氟烃及其混合物为制冷剂的制冷系统及

公称体积大于或等于 500 立方米的土建和装配式气调冷藏库。 

SBJ 17-2009 室外装配冷库设计规范  技术 2009-4-2 2009-12-1 

本规范适用于冷藏间公称容积 500m3 及以上，以氨、氢氟烃和含氢氯氟烃

为制冷剂的压缩式制冷系统并储存食品的单层室外装配冷库设计，不适用

于其他非室外装配形式的冷库。  

 

 

 

 

 

 

 

 

 

冷冻

冷藏

设备 

 

 

 

 

 

 

 

 

GB/T 10942-2001 散装乳冷藏罐  技术 2001-2-2 2001-9-1 

本标准规定了散装乳冷藏罐的设计、结构和性能要求及有关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农尝乳收集点的二次乳量(24h)和四次乳量(48h)自动控制的

固定式或移动式散装乳冷藏罐。 

GB/T 21001.1-2007 
冷藏陈列柜 第 1 部分: 术

语  
技术 2007-7-27 2007-12-1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冷藏陈列柜的术语和定义。本部分不

适用于制冷自动售货机和拟用于餐饮的非零售用的冷藏陈列柜。 

GB/T 21001.2-2007 
冷藏陈列柜 第 2 部分: 分

类、要求和试验条件  
技术 2007-7-27 2007-12-1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冷藏陈列柜的结构、特性和性能的要

求，同时也规定了冷藏陈列柜的试验条件、试验方法、分类方法、分级方

法和由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标志及产品特性信息。本部分不适用于制冷自动

售货机和拟用于餐饮的非零售用的冷藏柜；也不包括在陈列柜内展示的食

品种类。 

GB/T 21001.3-2010 
冷藏陈列柜 第 3 部分：试

验评定  
技术 2010-8-9 2010-12-1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冷藏陈列柜的安全和性能的试验评定

方法和评定依据标准。本部分适用于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冷藏陈列柜。

本部分不适用于制冷自动售货机和拟用于餐饮的非零售用的冷藏柜。 

GB/T 20154-2014 低温保存箱 技术 2014-12-5  2015-12-0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保存箱的术语与定义、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封闭式电动机驱动压

缩式低温保存箱（以下简称低温箱）。 

GB/T 31550-2015 

冷链运输包装用低温瓦楞

纸箱 
产品 2015-5-15 2016-1-1 

 

JB/T 4783-2007 低温液体汽车罐车  技术 2007-8-28 2008-2-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液体汽车罐车罐体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志和标识等要求。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0154-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31550-20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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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

冷藏

设备 

 

 

 

 

JB/T 4784-2007 低温液体罐式集装箱  技术 2007-8-28 2008-2-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液体罐式集装箱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

装、标志和标识等要求。 

JB/T 7244-1994 食品冷柜  技术 1994-7-18 1995-7-1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柜的术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机驱动压缩机的食品冷

柜。 本标准中的食品冷柜包括冷柜陈列冷柜。 

JT/T 650-2006 
冷藏保温厢式挂车通用技

术条件  
技术 2006-2-20 2006-5-1 

本标准规定了冷藏保温厢式挂车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本

标准适用于在道路上使用的冷藏保温厢式挂车。 

QC/T 23-2014  鲜奶运输车辆 技术 2014-10-14 2015-04-01 

本标准规定了奶罐车的术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和标志、运输、贮存等。本标准适用于定型汽车底盘改装的装运生鲜奶的

罐式汽车及罐式半挂汽车列车。 

QC/T 449-2010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

及试验方法  
技术 2010-8-16 2010-12-1 

本标准规定了保温车、冷藏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使用说明书、随车文件、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定型汽车底盘改

装的保温车、冷藏车和保温半挂车、冷藏半挂车，其它型式的保温车、冷

藏车亦可参照执行。 

SN/T 1995-2007 
进出口食品冷藏、冷冻集

装箱卫生规范  
管理 2007-12-24 2008-7-1 

标准规定了进出口食品冷藏、冷冻集装箱卫生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口

食品冷藏、冷冻集装箱检验。 

TB/T 1805-1986 加冰冷藏车通用技术条件  技术 
 

2004-4-1 
 

 

 

 

包装 

 

 

 

 

GB/T 30768-2014 
 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

合膜、袋 
产品 2014-7-8  2015-03-01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的术语、定义、缩略语和符

号、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

准适用于厚度小于 0.30 mm,以食品级包装用原纸与塑料为基材,经复合工艺

生产的食品包装用纸塑复合包装材料的膜、袋。本标准不适用于液体食品

包装。 

 GB/T 31122-2014 液体食品包装用纸板 产品 2014-9-3  2015-02-01 

本标准规定了液体食品包装用纸板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制作液体食品包装用纸

板。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2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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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GB/T 31123-2014 固体食品包装用纸板 产品 2014-9-3  2015-02-01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食品包装用纸板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固体

食品用包装纸板，不适用于冷冻食品包装用纸板、食品包装用瓦楞纸板、

淋膜纸板。 

 

3、农副产品、食品冷链物流技术、作业与管理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综合 

 

 

 

 

 

 

 

GB/T 13145-1991 
机械式冷藏集装箱 堆场

技术管理要求 
管理 1991-8-31 1992-4-1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式冷藏集装箱堆场应具备的技术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

于港口及中转站所设置的冷藏集装箱专用堆场。 本标准所规定的堆场适于

堆存 1AA 和 1A、1CC 和 1C 型机械式冷藏集装箱。不适用于堆存装载危险

品的机械式冷藏集装箱。 

 GB/T 31078-2014  低温仓储作业规范 管理 2014-12-22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仓储的入库作业、储存作业、出库作业、环境控制、安

全控制及信息处理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公共低温仓库的仓储作业活动，

自营低温仓库的仓储作业活动可参照执行。本标准不适用于人工调控气体

成分的低温仓库、仓储作业自动化的低温仓库、储存危险品或有毒有害物

品的低温仓库，以及国家相关部门有特殊要求的低温仓库的仓储作业活动。 

GB/T 31086-2014 

 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

能力评估指标 
管理 2014-12-22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企业从事农产品、食品冷链服务所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以及物流企业冷链服务类型、能力级别划分及评估指标。本标准适用于物

流企业的农产品、食品冷链服务及管理。 

JB 6898-1997 
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使用

安全规则  
管理 1997-3-4 1997-10-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液体贮运设备以下简称设备的安全要求和措施事故处

理。本标准适用于氧氮氩低温液体容器以下简称容器及槽车的低温液体贮

运设备。本标准对于二氧化碳液体贮运设备可参照使用。 

 

食品 

 

GB/T 22918-2008 
易腐食品控温运输技术要

求  
技术 2008-12-31 2009-8-1 

本标准规定了易腐食品控温运输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运输基本要求、装载

要求、运输途中要求、卸货要求和转运接驳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易腐食品

的公路、铁路、水路及上述各种运输方式的多式联运的运输管理。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23-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78-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8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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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GB/T 24616-2009 
冷藏食品物流包装、标志、

运输和储存  
作业 2009-11-15 2010-3-1 

本标准规定了冷藏食品物流过程中的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要求。本标

准适用于物流过程中的各类冷藏食品。 

GB/T 24617-2009 
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

运输和储存  
作业 2009-11-15 2010-3-1 

本标准规定了冷冻食品物流过程中的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要求。本标

准适用于冷冻食品的物流。 

GB/T 28843-2012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

求 
管理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链物流的追溯管理总则以及建立追溯体系、温度信息

采集、追溯信息管理和实施追溯的管理要求。 适用于预包装食品从生产结

束到销售之前的运输、仓储、装卸等冷链物流环节中的追溯管理。 

GB/T 29372-2012 
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管理

规范 
管理 2012-12-31 2013-7-14 

本标准规定了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基本要求、贮藏前的准备、贮藏及运输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果蔬、肉类、水产品等的保鲜贮藏。 

NY/T 2362-2013 生乳贮运技术规范 技术 2013-6-3 2013-8-1 

"本标准规定了生乳贮存和运输的术语和定义、贮运工具、贮运工具的清洗

消毒、生乳贮存和生乳运输。适用于生鲜乳收购站、牧场、奶牛养殖合作

社和生乳运输部门。" 

SB/T 10428-2007 
初级生鲜食品配送良好操

作规范  
管理 2007-7-24 2007-12-1 

本标准规定了初级生鲜食品配送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资源管理、配送过

程控制和产品召回等方面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初级生鲜食品配送组织。 

SB/T 10381-2012 真空软包装卤肉制品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真空软包装卤肉制品术语和定义、原料、辅料和食品添加剂、

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销售和召回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3.1 定义产品的生

产、检验和销售。 

SB/T 10827-2012 速冻食品物流规范 管理 2012-12-20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速冻食品物流规范的术语和定义、速冻食品物流流程、速冻

食品品质要求、包装、标签与标志、运输和储藏、配送、销售和召回的要

求。本标准适用于速冻食品的流通环节。 

SB/T 10828-2012 豆制品良好流通规范 管理 2012-12-20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豆制品良好流通规范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豆制品销售链中

采购、流通加工、贮存、运输、销售等流通环节中的任何组织。 

SB/T 10824-2012 
速冻食品二维条码识别追

溯技术规范 
技术 2012-12-20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速冻食品二维条码识别追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追溯的原则

和目标、系统功能、追溯信息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对速冻食品原辅料选

用、加工、储运、配送及销售过程信息的可追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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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WB/T 1046-2012 

易腐食品机动车辆冷藏运

输要求  
技术 2012-3-24 2012-7-1 

标准提出了易腐食品机动车辆冷藏运输的技术要求及操作、设备维护要求。

适用于易腐食品道路机动车辆冷藏运输活动。 

 

 

 

 

 

 

 

 

 

 

 

水产

品 

 

 

 

 

 

 

 

 

 

 

GB 16869-2005 鲜、冻禽产品 技术 2005-3-23 2006-1-1 

本标准规定了鲜、冻禽产品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签、标

志、包装、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活禽经屠宰、加工、包装的鲜

禽产品或冻禽产品，也适用于未经包装的鲜禽产品或冻禽产品。 

GB/T 22180-2014 冻裹面包屑鱼 管理 2014-9-30 2015-03-01 

本标准规定了冻裹面包屑鱼的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

贮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将鲜鱼、冻鱼、冻鱼片或由碎鱼肉组成的冻鱼

条和鱼块裹面包屑或挂浆的冻结产品或预炸品。 

GB/T 26544-2011 
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通用

要求  
管理 2011-6-16 2012-1-1 

标准规定了航空运输水产品包装的基本要求、包装材料、包装容器和包装

方法。适用于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 不适用于有特殊要求的水产品包装。 

GB/T 27624-2011 

养殖红鳍东方鲀鲜、冻品

加工操作规范  
作业 2011-12-30 2012-4-1 

标准规定了养殖红鳍东方鲀(Takifugurubripes)加工的基本条件、专用设施、

原料、暂养、操作规程、检验以及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养殖

红鳍东方鲀鲜、冻品的加工。 

GB/T 29568-2013 农产品追溯要求 水产品 管理 2013-7-19 2013-12-6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供应链可追溯体系的构建和追溯信息的记录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水产品供应链中各组织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GB/T 30889-2014 冻虾 产品 2014-9-30 2015-03-01 

本标准界定了冻虾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冻虾产品的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以对虾科（Penaeidae）、

长额虾科（Pandalidae）、褐虾科（Crangonidae）、长臂虾科（Palaemonidae）

为原料，加工的生的、预煮的、冻全虾、冻无头虾产品。 

GB/T 31080-2014 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规范 管理 2014-12-22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的基本要求、接收地作业、运输、仓储

作业、加工与配送、货物交接、包装与标志要求和服务质量的主要评价指

标。本标准适用于鲜、活、冷冻和超低温动物性水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冷链

物流服务。水产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可参照执行。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2180-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544-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7624-2011'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889-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8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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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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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T 436-2001 
鱼粉船舶运输安全技术要

求  
技术 2001-2-28 2001-6-1 

本标准规定了鱼粉的船舶运输安全的基本技术要求，适用于我国进口第 9

类鱼粉、联合国编号 2216 的远洋船舶运输:第 4.2 类鱼粉远洋船舶运输的

要求参照《国际海运危规》的规定。 

MH 1007-1997 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标准  技术 1997-1-3 1997-3-1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水产品运输的包装要求、包装材料及包装方法。 本

标准适用于除有特殊要求外的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 

SC/T 6041-2007 
水产品保鲜储运设备安全

技术条件  
技术 2007-12-18 2008-3-1 

本标准规定了冷冻、冰鲜、活体水产品储运装备在设计、制造、安装及操

作等的安全技术条件。适用于冷库、冻结机、输送机、制冰机、冰柜、海

上收鲜船、活鱼运输箱、活鱼运输车船，以及增氧装置、杀菌装置等水产

品保鲜储运设备。 

SC/T 9020-2006 
水产品低温冷藏设备和低

温运输设备技术条件  
技术 2006-7-10 2006-10-1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低温（-30℃~-70℃）冷藏、运输设备的技术条件。本

标准适用于水产品低温（-30℃~-70℃）冷藏、运输设备的设计、制造以及

产品检验。 

SC/T 3006-1988 冻鱼贮藏操作技术规程 技术 1988-11-1 1989-4-1 

本标准规定了冻鱼贮藏的温度、湿度、冻鱼堆垛、包冰衣、贮藏期限和卫

生要求。适用于各种海、淡水冻鱼的贮藏。其他水产冷冻品的贮藏也应参

照使用。 

 

 

 

 

肉类 

 

 

 

 

GB 9959.1-2001 鲜、冻片猪肉  技术 2001-7-20 2001-12-1 
本标准规定了鲜、冻片猪肉的术语、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识、贮存、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生猪经屠宰、加工的鲜、冻片猪肉。 

GB/T 9959.2-2008 分割鲜、冻猪瘦肉  技术 2008-8-12 2008-12-1 

标准规定了分割鲜、冻猪瘦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识、贮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以鲜、冻片猪肉按部位分割

后，加工成的冷却（鲜）或冷冻的猪瘦肉。 

GB/T 9960-2008 鲜、冻四分体牛肉  技术 2008-6-27 2008-10-1 

标准规定了鲜、冻四分体牛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和

检验规则、标志、贮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活牛经屠宰加工、冷加

工后，用于供应市场销售、肉制品及罐头原料的鲜、冻四分体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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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9961-2008 鲜、冻胴体羊肉  技术 2008-8-12 2008-12-1 

标准规定了鲜、冻胴体羊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和标签、贮存及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活羊经屠宰加工、

检验检疫的鲜、冻胴体羊肉。 

GB/T 17238-2008 鲜、冻分割牛肉  技术 2008-6-27 2008-10-1 

标准规定了鲜、冻分割牛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检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鲜、冻带骨

牛肉按部位分割、加工的产品。 

GB/T 17239-2008 鲜、冻兔肉  技术 2008-8-12 2008-12-1 

标准规定了鲜、冻兔肉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和标签、标志、包装、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活兔经屠宰、加

工的鲜兔肉或冻兔肉。 

GB/T 20575-2006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

范  
作业 2006-9-14 2007-1-1 

本标准规定了鲜、冻肉生产的术语和定义，用于生产鲜、冻肉的动物饲养

要求，屠宰动物的运输要求，屠宰动物的要求，屠宰厂、肉品企业设施、

设备要求、卫生要求，过程控制，检验检疫的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

供人类消费的鲜、冻猪、牛和羊肉产品，包括售出后直接或经进一步加工

后供食用的鲜、冻猪、牛和羊肉产品，但不包括其他法规规定的家禽、鱼

类与野生动物。 

GB/T 20799-2006 鲜、冻肉运输条件  管理 2006-11-28 2007-3-1 

本标准规定了直接用于销售或进一步加工的可食用鲜、冻肉的相关术语和

定义、运输时的包装要求、温度和时间、卫生条件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

鲜、冻肉的运输管理。 

GB/T 21735-2008 肉与肉制品物流规范  管理 2008-5-7 2008-12-1 
标准规定了肉与肉制品在商业的物流环节及其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技术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肉与肉制品在商业物流环节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GB/T 22289-2008 冷却猪肉加工技术要求 技术 2008-8-12 2008-10-1 
标准规定了冷却猪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加工技术要求、标志、标签、包

装、贮存和运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冷却猪肉的生产与加工。 

GB/T 26604-2011 肉制品分类  基础 2011-6-16 2011-12-01 
标准规定了肉制品分类的原则及其分类。适用于肉制品的生产、销售和检

验。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604-2011'


 

 60  

 

 

 

 

 

 

 

 

 

 

肉类 

 

 

 

 

 

 

 

 

 

 

 

GB/T 28640-2012 
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

规范 
管理 2012-7-31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肉的冷却冷冻处理、包装及标识、贮存、装卸载、运输、

节能要求以及人员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鲜畜禽肉从运输准备到实

现最终消费前的全过程冷链运输管理。 

SB/T 10408-2013 
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存冷库

资质条件 
管理  2014-04-06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中央储备冻肉储存冷库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设施设备、

管理、安全、人员、资信、出入库管理及其他要求等方面的要求。本标准

适用于中央储备冻肉储存冷库的确立、管理和公检。 

SB/T 10730-2012 
易腐食品冷藏链技术要求 

禽畜肉 
技术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猪、牛、羊和鸡、鸭、鹅等肉类食品(以下简称畜禽肉)在冷藏

链中的加工、贮藏、运输、销售各环节及环节间的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

于供人类食用的冷却、冷冻畜禽肉。 本标准不适用于肉类制品。 

SB/T 10731-2012 
易腐食品冷藏链操作规范 

畜禽肉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猪、牛、羊和鸡、鸭、鹅等肉类食品在冷藏链中的加工、贮

藏、运输、销售各环节及环节间的操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供人类食用的

冷却、冷冻畜禽肉。 本标准不适用于肉类制品。 

SB/T 10746-2012 
猪肉及猪副产品流通分类

与代码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猪肉的分类原则及方法、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分类与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猪肉生产、统计、采购、销售、出口、研发等环节。 

SB/T 10747-2012 
牛肉及牛副产品流通分类

与代码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牛肉及牛副产品的分类原则及方法、代码结构、编码方法、

分类与代码。本标准适用于牛肉及牛副产品生产、统计、采购、销售、出

口、研发等环节。 

SB/T 10748-2012 
羊肉及羊副产品流通分类

与代码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羊肉流通的分类原则及方法、代码结构、编写方法、分类与

代码。本标准适用于羊肉生产、统计、采购、销售、出口、研发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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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 

SB/T 10749-2012 
禽肉及禽副产品流通分类

与代码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禽肉的分类原则及方法、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分类与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禽肉生产、统计、采购、销售、出口、研发等环节。 

NY/T 2534-2013 
生鲜畜禽肉冷链物流技术

规范 
技术 2013-12-12 2014-4-1 

 

 

 

 

 

 

 

 

 

果蔬 

 

 

 

 

 

 

 

 

GB/T 8559-2008 苹果冷藏技术  技术 2008-8-7 2008-12-1 

本标准规定了鲜食苹果冷藏用果的入贮果质量要求和贮前准备、预冷、入

库要求、贮期管理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生产的各类苹果品种鲜果的

冷藏。 

GB/T 8867-2001 蒜苔简易气调冷藏技术 技术 2001-7-20 2001-12-1 
本标准规定了蒜台简易气调冷藏中所必须的技术条件和操作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蒜台的冷库简易气调冷藏。 

GB/T 9829-2008 
水果和蔬菜 冷库中物理

条件 定义和测量  
技术 2008-6-17 2008-10-1 

标准规定了水果和蔬菜（以下简称为“冷藏品”）在冷库条件下物理因素

的定义和物理参数的有效测量方法。这些物理因素包括：温度、相对湿度、

空气循环流率和换气率。 本标准适用于水果和蔬菜在冷库贮藏中的有关物

理因素的定义和有关测量方法的解释。 

GB/T 15034-2009 芒果.贮藏导则  作业 2009-3-27 2009-10-1 

本标准规定了薄膜包衣种子技术要求、质量检验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小麦、水稻、玉米、棉花、大豆、高粱、谷子等农作

物的薄膜包衣种子，其他农作物薄膜包衣种子可参照执行。 

GB/T 16862-2008 鲜食葡萄冷藏技术  技术 2008-8-7 2008-12-1 

本标准规定了各品种鲜食葡萄冷藏的采前要求、采收要求、质量要求、包

装与运输要求、防腐保鲜剂处理、贮前准备、入库堆码和冷藏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生产的各类鲜食葡萄果实的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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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6870-2009 芦笋 贮藏指南  技术 2009-11-15 2009-12-1 
本标准规定了保存芦笋的条件及达到条件的办法。本标准适用于贮藏后的

芦笋直接消费、生产加工。 

GB/T 17240-1998 辣根贮藏技术  技术 1998-3-2 1998-10-1 

本标准规定了辣根贮藏的采收和质量要求、贮藏准备、人库与堆码、贮藏

条件、贮期管理和贮藏期等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辣根的自然冷却贮藏

及机械冷却贮藏。 

GB/T 17479-1998 杏冷藏  技术 1998-8-28 1999-1-1 

本标准规定了杏贮藏用果实的基本条件、采收方法、贮藏容器、预处理、

冷藏技术、检验方法及果实出库质量。本标准适用于有贮藏价值的普通杏

(prunus armeniaca L)的栽培品种生长的供鲜食或加工用果实的冷藏。主要

有以下品种：红玉杏、红榛杏、红金玉杏、白玉杏、华县大接杏、大偏头、

串枝红、骆驼黄、兰州大接杏、玉吕克、仰韶黄、沙金红、杨继、拳杏、

荷苞杏、金妈妈。 

GB/T 18518-2001 黄瓜 贮藏和冷藏运输  技术 2001-11-12 2002-5-1 
本标准规定了专供鲜销或加工用黄瓜（Cucumis sativus L.）的贮藏及远距

离运输的条件。本标准适用于黄瓜贮藏和冷藏运输。 

GB/T 20372-2006 
花椰菜 冷藏和冷藏运输

指南  
技术 2006-6-30 2006-10-1 

本标准规定了鲜销或加工用的不同种类花椰菜的冷藏和远距离冷藏运输的

方法，本标准涉及的花椰菜隶属于芸薹术甘蓝种以花球为产品的一个变种。 

GB/T 23244-2009 
水果和蔬菜 气调贮藏技

术规范  
技术 2009-3-28 2009-8-1 

标准规定了水果和蔬菜气调贮藏的规程与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果蔬，

特别适用于呼吸跃变型水果、蔬菜，如苹果、梨、香蕉和蒜薹等的气调贮

藏。 

GB/T 25867-2010 根菜类 冷藏和冷藏运输  作业 2011-1-10 2011-6-1 

标准规定了新鲜根菜类蔬菜的冷藏和冷藏运输的技术条件。适用于无茎的

根菜类蔬菜在大容量的贮藏库中进行长期冷藏和冷藏运输。不适用于带叶

的根菜类蔬菜，其只能做短期贮藏。适用于萝卜、菊牛蒡、胡萝卜、辣根、

根用香芹、根甜菜和类似的根菜类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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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5868-2010 

早熟马铃薯 预冷和冷藏

运输指南  
作业 2011-1-10 2011-6-1 

标准给出了用于直接食用或者用于加工的早熟马铃薯的预冷和冷藏运输的

指南。适用于采后直接销售的早熟马铃薯，一般是在完全成熟前采收，且

外皮易除去。 

GB/T 25869-2010 洋葱 贮藏指南  作业 2011-1-10 2011-6-1 
标准给出了洋葱在使用或者不使用人工制冷条件下的贮藏指南，目的是使

其长期贮藏并在新鲜状态下销售。标准适用的范围参见附录 A。 

GB/T 25870-2010 甜瓜 冷藏和冷藏运输  技术 2011-1-10 2011-6-1 
标准规定了甜瓜(CucumismeloL.)在冷藏和冷藏运输前的处理,以及冷藏和

冷藏运输的技术条件。适用于早、中、晚熟甜瓜的栽培品种。 

GB/T 25871-2010 
结球生菜 预冷和冷藏运

输指南  
作业 2011-1-10 2011-6-1 

标准给出了结球生菜预冷和冷藏运输的指南。适用于结球生菜的预冷和冷

藏运输。 

GB/T 25872-2010 马铃薯 通风库贮藏指南  作业 2011-1-10 2011-6-1 

标准给出了种用、食用或加工用马铃薯在通风贮藏库中的贮藏指南。标准

给出的贮藏方法有利于种用马铃薯的生长潜力和出芽率，以及食用马铃薯

的良好烹饪品质。标准的贮藏方法适用于温带地区。 

GB/T 25873-2010 
结球甘蓝 冷藏和冷藏运

输指南  
作业 2011-1-10 2011-6-1 

标准规定了结球甘蓝在冷藏和冷藏运输前的操作，以及冷藏和冷藏运输的

指南。适用于结球的食用甘蓝。 

GB/T 26432-2010 新鲜蔬菜贮藏与运输准则  作业 2011-1-14 2011-6-1 

本标准规定了新鲜蔬菜贮藏与运输前的准备、贮藏与运输的方式和条件、

贮藏与运输的管理等准则。本标准适用于新鲜蔬菜的贮藏与运输,包括加工

配送用的新鲜蔬菜。 

GB/T 26901-2011 李贮藏技术规程  技术 2011-9-29 2011-12-1 

标准规定了李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采后处理与入库、贮藏方

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等的技术要求。

适用于李果实的商业贮藏。 

GB/T 26904-2011 桃贮藏技术规程  技术 2011-9-29 2011-12-1 

标准规定了桃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采后处理与入库、贮藏方

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等技术要求。适

用于桃果实的商业贮藏。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5868-2010'&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5869-2010'&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5870-2010'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5873-2010'&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904-2011'&X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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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6905-2011 杏贮藏技术规程  技术 2011-9-29 2011-12-1 

标准规定了杏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采后处理与入库、贮藏方

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等技术要求。适

用于杏果实的商业贮藏。 

GB/T 29373-2012 农产品追溯要求 果蔬 技术 2013-7-1 2012-12-31 
本标准规定了果蔬供应链可追溯体系的构建和追溯信息的记录要求。本标

准适用于果蔬供应链中各组织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GB/T 31273-2014 
速冻水果和速冻蔬菜生产

管理规范 
管理 2014-10-10  2015-03-11 

本标准规定了速冻水果和速冻蔬菜生产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文

件要求、原料要求、厂房、设施和设备、人员要求、卫生管理、生产过程

的控制和质量管理等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速冻水果和蔬菜的生产管理。 

LY/T 1651-2005 
松口蘑采收及保鲜技术规

程  
技术 2005-5-16 2005-12-1 

本标准规定了松口蘑(松茸)[Tricholomamatsutake(S.Ito et Imai)Sing]的术

语和定义、生境条件、采收和保鲜要求。适用于松口蘑的采收和保鲜。 

LY/T 1674-2006 板栗贮藏保鲜技术规程 技术 2006-8-31 2006-12-1 

本标准规定了贮藏板栗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与采后处理、贮藏

方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以及检验的技

术要求。适用于壳斗科栗属植物的板栗。 

LY/T 1781-2008 甜樱桃贮藏保鲜技术规程  技术 2008-1-1 2008-12-1 

本标准规定了甜樱桃贮藏果实的采收和质量要求、库房准备和预冷、码垛、

贮藏保鲜技术、贮藏管理、出库、包装、运输及货架期。适用于甜樱桃贮

藏,其他樱桃品种可参照执行。  

LY/T 1841-2009 猕猴桃贮藏技术规程  技术 2009-6-18 2009-10-1 
本标准规定了猕猴桃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采后处理与入库、

贮藏方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等。  

LY/T 1833-2009 黄毛笋在地保鲜技术  技术 2009-6-18 2009-10-1 
本标准规定了黄毛笋和黄毛笋在地保鲜的术语和定义、在地保鲜技术、采

收、分级、包装。适用于黄毛笋在地保鲜。 

NY/T 1198-2006 梨贮运技术规范  技术 2006-12-6 2007-2-1 
本标准规定了贮运对梨果实的质量要求、采收成熟度、采收要求、冷藏条

件、气调贮藏、库房管理、检测方法、贮运注意事项及运输要求。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905-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273-2014'


 

 65  

 

 

 

 

 

 

 

 

 

 

果蔬 

 

 

 

 

 

 

 

 

 

 

 

 

 

 

 

NY/T 1202-2006 
豆类蔬菜贮藏保鲜技术规

程  
技术 2006-12-6 2007-2-1 

本标准规定了豆类蔬菜贮藏保鲜的采收和质量要求、贮藏前库房准备、预

冷、包装、入库、堆码、贮藏、运输及出库等技术要求。适用于菜豆、豇

豆、豌豆和毛豆新鲜豆类蔬菜的贮藏。 

NY/T 1203-2006 
茄果类蔬菜贮藏保鲜技术

规程  
技术 2006-12-6 2007-2-1 

本标准规定了茄果类蔬菜贮藏保鲜的采收和质量要求、贮藏前库房准备、

预冷、包装、入库、堆码、贮藏、运输及出库等技术要求。 适用于辣椒、

甜椒、茄子、番茄和樱桃番茄新鲜茄果类蔬菜的非制冷贮藏和机械冷藏。 

NY/T 1394-2007 浆果贮运技术条件  技术 2007-6-14 2007-9-1 
本标准规定了浆果贮藏和运输的术语和定义、贮运用果的要求，贮运前的

处理、贮藏技术条件、包装运输方式和条件。适用于浆果的贮藏和运输。 

NY/T 1401-2007 荔枝冰温贮藏  技术 2007-6-14 2007-9-1 

本标准规定了荔枝果实的术语和定义、采收要求、采后处理、冰温贮藏要

求、贮藏期限及出库指标。适用于妃子笑、黑叶、白腊、淮枝等荔枝品种，

其他品种可参照执行。 

NY/T 1530-2007 
龙眼、荔枝产后贮运保鲜

技术规程  
技术 2007-12-18 2008-3-1 

本标准规定了龙眼和荔枝果实的采收、采后处理保鲜工艺条件、贮藏运输

要求、贮藏期限指标。本标准适用于储良、石硖、古山二号、东壁、乌龙

岭等龙眼品种和妃子笑、黑叶、白腊、玉荷包、桂味、糯米糍、淮枝等荔

枝品种，其他品种可参照执行。 

NY/T 2315-2013 杨梅低温物流技术规范 技术 2013-6-3 2013-8-1 

本标准规定杨梅鲜果的采收和质量要求、分级、预冷、贮藏、包装、运输

以及销售等低温物流技术。 适用于东魁和荸荠种等杨梅品种的低温物流，

其他品种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NY/T 2320-2013 干制蔬菜贮藏导则 管理 2013-6-3 2013-8-1 
本标准规定了干制蔬菜入库前要求、包装、入库、贮藏管理、出库及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热风干制蔬菜的贮藏。 

NY/T 2380-2013 李贮运技术规范 技术 2013-9-23 2014-1-1 
本标准规定了鲜李贮运的贮前质量与采收要求、库房与入库要求、冷藏条

件、出库与贮后质量、运输和检验。本标准适用于鲜李的贮藏和运输。 

NY/T 2381-2013 杏贮运技术规范 技术 2013-9-23 2014-1-1 
本标准规定了鲜杏贮运的贮前质量与采收要求、库房与入库要求、冷藏条

件、出库与贮后质量、运输和检验。本标准适用于鲜杏的贮藏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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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10060-1992 梨冷藏技术  技术 1992-8-14 1992-12-1 

标准规定了梨的冷藏技术要求、冷藏梨的检验规则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

用于鸭梨、茌梨的中、长期冷藏。其他如雪花梨、长把梨、香水梨、秋白

梨、蜜梨、库尔勒香梨也可参照使用。 

SB/T 10091-1992 桃冷藏技术  技术 1992-12-30 1993-6-1 
本标准规定了鲜桃冷藏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鲜桃中、晚熟品种的冷藏。 

SB/T 10286-1997 洋葱贮藏技术  技术 1997-4-9 1997-12-1 
本标准规定了洋葱通风库和冷库贮藏的采收与质量、贮藏前准备、贮藏条

件及管理的一般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直接消费的新鲜洋葱的贮藏。 

SB/T 10287-1997 
叶用莴苣( 生菜) 预冷与

冷藏运输技术  
技术 1997-4-9 1997-12-1 

本标准规定了叶用莴苣（生菜）预冷与冷藏运输的采收与质量、包装与标

志、预冷方法、冷藏运输条件与管理的一般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我国

直接消费的新鲜叶用莴苣（生菜）预冷与冷藏运输。 

SB/T 10447-2007 
水果和蔬菜 气调贮藏原

则与技术  
技术 2007-12-28 2008-5-1 

标准规定了水果和蔬菜的气调贮藏原则与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水果和

蔬菜（尤其是苹果、梨和香蕉）。气调贮藏具体应用到每种产品时，除了

保持最佳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氧气含量也低于正常水平的 21%（体积分数），

气体的分压也会降低。 气调贮藏时氧气的含量不能低于 1.5%（体积分数），

因为在缺氧状态下，水果和蔬菜会进行无氧呼吸，产生发酵作用，果实表

面也会褐变。 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会导致二氧化碳含量过高 8%～10%（体

积分数），引发各种生理病害（二氧化碳伤害），从而导致产品质量的下

降和重量的减少。 

SB/T 10448-2007 
热带水果和蔬菜包装与运

输操作规程  
作业 2007-12-28 2008-5-1 

标准规定了热带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包装与运输操作方法，目的是使产品在

运输和销售过程中能保持其质量。 

SB/T 10449-2007 
番茄 冷藏和冷藏运输指

南  
技术 2007-12-28 2008-5-1 

本标准规定了番茄冷藏和冷藏运输之前的操作以及冷藏和冷藏运输过程中

的技术条件。 本标准不适用于加工用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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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10572-2010 黄瓜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3-1 

本标准规定了黄瓜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等级、包装、标识

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密刺型黄瓜流通的经营和管理,其他类型黄

瓜的流通可参照执行。 

SB/T 10573-2010 青椒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3-1 

本标准规定了青椒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鲜食灯笼形青椒和粗牛角椒的经营和

管理,其他品种青椒的流通可参照执行。 

SB/T 10574-2010 番茄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3-1 

本标准规定了番茄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毛粉番茄的经营和管理,其他品种番茄

的流通可参照执行。 

SB/T 10575-2010 豇豆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3-1 

本标准规定了豇豆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青皮、白皮豇豆流通的经营和管理,紫

皮豇豆可参照执行。 

SB/T 10576-2010 冬瓜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3-1 

本标准规定了冬瓜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黑皮冬瓜流通的经营和管理,其他种类

的冬瓜可参照执行。 

SB/T 10577-2010 鲜食马铃薯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3-1 

本标准规定了鲜食马铃薯(简称马铃薯)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

商品等级、包装、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马铃薯流通的经营

和管理,种薯、加工用薯、彩色马铃薯不适用于本标准。 

SB/T 10714-2012 芹菜流通规范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芹菜流通的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标识和流

通过程要求。 适用于叶用芹菜(不含香芹)流通的经营和管理,不适用于根芹。 

SB/T 10715-2012 胡萝卜贮藏指南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胡萝卜(DaucuscarotaLinnaeus)在使用或不使用人工制冷条件

下达到最佳贮藏效果的贮藏方法。 适用于胡萝卜的冬季贮藏。应用的局限

性参见附录 A。 

SB/T 10716-2012 甜椒冷藏和运输指南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给出了鲜食甜椒(Capsicumannum L.)在短期存放、冷藏和冷藏运输过

程中的贮藏方法。 适用于加工用甜椒。本标准应用的局限性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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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10717-2012 
栽培蘑菇冷藏和冷藏运输

指南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给出了鲜食或加工用栽培蘑菇(双孢菇,Agaricusbisporus L.)的冷藏和

长距离冷藏运输的技术条件。 

SB/T 10728-2012 
易腐食品冷藏链技术要求 

果蔬类 
技术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水果蔬菜类易腐食品(以下简称果蔬)在预冷、冷藏、运输、销

售等环节及环节间的技术要求和包装标识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未经加工或

经初级加工,供人类食用的新鲜蔬菜(包括食用菌)、水果等。 本标准不适用

于速冻果蔬类易腐食品。 

SB/T 10729-2012 
易腐食品冷藏链操作规范 

果蔬类 
管理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水果蔬菜类易腐食品在采后、预冷、冷藏、运输和销售等环

节及环节间的操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未经加工或经初级加工,供人类食用

的新鲜蔬菜(包括食用菌)、水果等。 本标准不适用于速冻果蔬类易腐食品。 

SB/T 10966-2013 芦笋流通规范 管理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芦笋的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标识和流通过程

要求。适用于白芦笋和绿芦笋的流通经营和管理,其他类型的芦笋可参照执

行。 

饮料 

 

GB/T 31114-2014 冷冻饮品 冰淇淋 产品 2014-9-3  2015-04-01 

本标准规定了冰淇淋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原辅材料、技术要求、生

产过程控制、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销售和召

回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定型预包装冰淇淋的生产、检验和销售，不适用

于现制现售的软冰淇淋制品。 

GB/T 31121-2014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产品 2014-9-3  2015-06-01 

本标准规定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以水果和（或）

蔬菜（包括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实）等为原料，经加工或发酵制成

的液体饮料。 

GB/T 30590-2014 冷冻饮品分类 基础 2014-9-30  2015-02-01 
本标准规定了冷冻饮品的术语、定义和分类。本标准适用于冷冻饮品的生

产、检验和销售。 

GB/T 31119-2014 冷冻饮品 雪糕 产品 2014-9-3  2015-04-01 

本标准规定了雪糕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原辅材料、技术要求、生产

过程管理、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销售和召回

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雪糕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14-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21-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590-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1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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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农副产品、食品物流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标准范围 

GB/T 27638-2011 活鱼运输技术规范 技术 2011-12-30 2012-04-01 

标准规定了活鱼运输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和充氧水运输、保湿无水运输、活水舱运

输和暂养管理技术的要求。适用于商品鱼的活体流通运输,亲鱼、鱼种和鱼苗的运输可参

照执行。 

GB/T 30884-2014 苹果醋饮料 产品 2014-9-30 2015-04-01 
本标准规定了苹果醋饮料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签、包装、

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本标准 3.2 所定义的苹果醋饮料。 

GB/T 30885-2014 

植物蛋白饮料 豆

奶和豆奶饮料 
产品 2014-9-30 2015-04-01 

本标准规定了豆奶和豆奶饮料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和标签、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以大豆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预包装

液体饮料。 

GB/T 31406-2015 肉脯 产品 2015-5-15 2016-12-01 
本标准规定了肉脯的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签、包装、

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肉脯的生产和销售。 

GB/T 31575-2015 

马铃薯商品薯质量

追溯体系的建立与

实施规程 

管理 2015-5-15 2015-11-27 
 

MH/T 1013-2004 
活体动物航空运输

装载 
技术 2004-3-3 2004-8-1 本标准规定了活体动物航空运输载运条件和装载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活体动物航空运输。 

MH/T 1014-2004 
活体动物航空运输

包装 
技术 2004-3-19 2004-8-1 

本标准规定了活体动物航空运输包装容器的结构、规格、材料和包装要求。 本标准适用

于活体动物航空运输包装容器的设计、制作和使用。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7638-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884-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0885-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31406-2015%27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31575-20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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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T 1059-2014 
航空运输活体动物

逃逸应急处置规范 
技术 2014-10-22 2014-12-01 

 

SB/T 10369-2012 
真空软包装卤蛋制

品 
管理 2012-12-20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真空软包装卤蛋制品的术语和定义、原料和辅料、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

程的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销售和召回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3.1 定义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SB/T 11074-2013 

糖果巧克力及其制

品二维条码识别追

溯技术要求 

管理 2014-04-06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糖果巧克力及其制品二维条码识别追溯系统的术语和定义、追溯原则和目

标、追溯系统功能和追溯信息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糖果巧克力及其制品加工过程和流

通领域的可追溯管理。 

SC/T3043-2014 
养殖水产品可追溯

标签规程 
管理 2014-4-3 2014-6-1 

标准规定了养殖水产品追溯标签的术语和定义、技术内容与技术参数、标签材质、标签

印刷与使用等。本标准适用于养殖水产品可追溯标签生成、印制与使用，不适用于电子

标签。 

SC/T3044-2014 
养殖水产品可追溯

编码规程 
管理 2014-4-3 2014-6-1 

 

 

（三）汽车物流标准 

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标准范围 

基础 

GB/T 31152-2014 汽车物流术语 2014-9-3 2014-12-01 
本标准确定了汽车物流的基础术语、作业服务术语、设施设备术语、信息术语、管理术

语及其定义。本标准适用于汽车物流及相关领域的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GB/T 4780-2000 汽车车身术语  2000-6-10 2001-1-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车身的术语及其定义。本标准适用于轿车、客车和载货汽车的车身。 

QC/T 265-2004 汽车零部件编号规则  2004-3-12 2004-8-1 

本标准规定了各类汽车、半挂车的总成和装置及零件号编制的基本规则和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各类汽车和半挂车的零件、总成和装置的编号。本标准不适用于专用汽车和专用

半挂车的专用装置部分的零件、总成和装置的编号及汽车标准件和轴承的编号。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5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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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GB/T 31150-2014 

汽车零部件物流 塑料周转箱

尺寸系列及技术要求 
2014-9-3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零部件物流用塑料周转箱的尺寸系列和技术参数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注射成型法生产的塑料周转箱。 

JT/T 786-2010 
滚装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车辆

积载与隔离技术要求   
2010-8-20 2010-11-1 

标准规定了国内海上滚装船舶开敞式单层甲板装载危险货物车辆的积载与隔离安全技

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海上滚装船舶开敞式单层甲板装载危险货物车辆的积载与

隔离操作。 

 

 

 

 

 

 

 

作业 

 

 

 

 

 

 

 

 

 

 

GB/T 28399-2012 

商品车辆滚装专用码头滚装

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2012-6-29 2012-10-1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车辆滚装专用码头滚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包括车辆的操作、绑扎和

拆绑扎、信号员的指挥等作业的安全作业技术要求。 

MH/T 1017-2005 车辆的航空运输  2005-1-20 2005-5-1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的航空运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带有动力装置车辆的航空运输。 

QC/T 238-1997 汽车零部件的储存和保管  1997-11-12 1998-7-1 

标准规定了汽车(含摩托车)零部件商品的储存场所及条件、储存保管要求及储存期内的

检查。本标准适用于流通领域中汽车零部件商品的储存和保管。生产领域及运输、维修

企业可参照执行。 

WB/T 1021-2004 乘用车运输服务规范  2004-12-14 2005-6-1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乘用车过程中的基本服务内容和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乘用车的公路、

铁路、水路运输服务。其他类型车辆的运输服务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WB/T 1032-2006 商用车运输服务规范  2006-12-31 2007-7-1 
本标准规定了在运输商用车过程中的基本服务内容和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商用车的公

路、铁路运输服务。除乘用车之外的其他类型车辆的运输服务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WB/T 1033-2006 乘用车水路运输服务规范  2006-12-31 2007-7-1 
本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在水路运输过程中的基本服务内容和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乘用车的

水路运输服务。其他类型车辆的水路运输服务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WB/T 1034-2006 乘用车仓储服务规范  2006-12-31 2007-7-1 本标准规定了在乘用车仓储过程中的基本服务内容和要求。适用于乘用车的仓储服务。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50-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39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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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GB/T 31149-2014 汽车物流服务评价指标 2014-9-3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物流服务的评价指标，包括整车物流服务评价指标、零部件物流服务

评价指标和售后服务备件物流服务评价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对从事经营性汽车物流服务企业的仓储、运输、装卸作业、流通加工等物

流服务能力进行评价。 

GB/T 31151-2014 

汽车整车物流质损风险监控

要求 
2014-9-3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整车物流运作过程中对有可能产生质损的环节进行监控的要求。本标

准适用于汽车整车物流运作的过程。 

WB/T 1035-2006 乘用车质损判定及处理规范  2006-12-31 2007-7-1 

本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在物流过程中发生或发现质损后的判定及处理规范。本标准适用于

乘用车在物流过程中对质损的判定及处理。其他类型车辆的质损判定及处理可参照本标

准执行。 

信息 QC/T 775-2007 乘用车类别及代码  2007-3-6 2007-3-6 本标准根据乘用车的结构和技术特性，规定了乘用车的类别及代码。 

 

（四）医药物流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GB/T 21278-2007 血液冷藏箱  2008-1-21 2008-9-1 

本标准规定了内部温度范围为 2℃~6℃,环境温度为 16℃~32℃,最高相对湿度为 75%,带

制冷装置的,用于存放输血用血液的血液冷藏箱(以下简称冷藏箱)的要求、试验方法及标

志、标签和包装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存放输血用血液的血液冷藏箱。  

GB/T 28842-2012 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冷藏药品物流过程中的基本要求，收货、验收，贮存、养护，发货，运输，

温度监测和控制，贮存、运输的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等方面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冷

藏药品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物流运作管理。 

GB/T 30335-2013 药品物流服务规范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药品物流服务的基本要求，仓储、运输、配送、装卸搬运、货物交接、信

息服务等作业要求，以及风险控制、投诉处理、物流服务质量的主要评价指标。本标准

适用于药品流通过程中的药品物流服务。药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药品物流服务可参照执

行。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49-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15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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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623-2008 兽医运输冷藏箱(包)  2008-5-16 2008-7-1 
本标准规定了兽医运输冷藏箱(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兽医运输冷藏箱(包)。 

SB/T 11036-2013 药品物流设施与设备技术要求 2013-12-04 2014-06-01 

本标准规定了药品物流设施设备的术语与定义，技术要求、检验规则等。本标准适用于

药品批发企业和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规范现代医药物流中心的设施

设备、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为物流设施及设备的配置、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提供了参照

标准 

SB/T 11038-2013 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专用术语规范 2013-12-04 2014-06-01 
本标准规定了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中的专用术语。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的建设、运维、信息交换及处理相关规定的制定工作。 

SB/T 11039-2013 中药材追溯通用标识规范 2013-12-04 2014-06-01 
本标准规定了中药材追溯通用标识的要素、颜色和规格等。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中国药材流通追溯体系。 

YY 0252-1997 化学药品(原料、制剂)分类与代码  
 

1991-1-1 
 

YY/T 0086-2007 药品冷藏箱  2007-7-2 2008-3-1 

本标准规定了药品冷藏箱的主要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贮存等

要求；适用于容积为 600L 以下，箱内温度范围为 2℃～14℃电机驱动压缩式全封闭型制

冷系统的冷藏箱，该产品供医药卫生、科研部门储存药品和生物制品。 

 

（五）家电物流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标准范围 

GB/T 10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2008-6-26 2009-5-1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标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六）煤炭物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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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标准范围 

GB/T 5751-2009 中国煤炭分类 2009-6-1 2010-1-1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应用的中国煤炭分类体系。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勘查、

生产、加工利用和销售的煤炭。 

HJ 446-2008 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 2008-11-21 2009-2-1 

本标准规定了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煤炭采选业的清洁生产审

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弹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QC/T 980-2014 煤炭运输车辆 2014-10-14 2015-04-01  

TB/T 3210.1-2009 
铁路煤炭运输抑尘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抑尘剂 
2009-5-15 2009-6-1 

本部分规定了铁路煤炭运输用抑尘剂的产品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标志与包装、储存与

运输、检验规则和使用要求。本部分适用于铁路煤炭运输，其他易手产生扬尘的散装货

物可参照使用。 

TB/T 3210.2-2009 
铁路煤炭运输抑尘技术条件 第 2

部分：喷淋装置及方法 
2009-5-15 2009-6-1 

本部分规定了铁路煤炭运输抑尘喷淋装置的型式与技术要求、喷洒方法、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本部分适用于铁路煤炭运输用抑尘喷淋装置

的使用和检验。 

（七）粮油物流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基础 

GB/T 26632-2011 

粮油名词术语 粮油仓储设备与设

施  
2011-6-16 2011-11-01 

标准规定了粮油仓储设备、设施的名词术语和定义。适用于粮油及有关行业生

产、科研、教学、加工及管理等领域。 

LS/T 1101-1988 粮油仓储设备名词术语  1988-5-26 1988-7-1 
本标准规定了粮油仓储设备及有关的名词术语，适用于生产、科研、教学等领

域。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63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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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7440-2008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

规程   
2008-12-11 2009-10-1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的基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在粮食

装卸、运输、储藏和加工过程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粮食粉尘爆炸性危险场所的新

建、扩建、改建工程的设计、施工、生产和管理全过程。  

GB/T 24904-2010 粮食包装 麻袋  2010-6-30 2011-7-1 

本标准规定了麻袋的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

输、储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以黄麻、红麻为主要材料制成的用于盛装粮食、

油料的新麻袋和旧麻袋。 

GB/T 24905-2010 粮食包装 小麦粉袋   2010-6-30 2011-7-1 

本标准规定了小麦粉袋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及型号、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及包装、运输、储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塑料、纸、棉布及复

合材料制作的小麦粉袋。 

GB 50320-2001 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  2001-6-13 2001-7-1 本规范适用于储存各种原粮成品粮的平房仓设计。 

GB 50322-2001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2001-6-13 2001-7-1 本规范适用于储存粮食散料，平面形状为圆形且中心装、卸粮的钢板筒仓设计。 

GB/T 50321-2001 粮食钢板仓设计规范   2001-7-1  

LS 8001-2007 粮食立筒库设计规范  2007-11-1 2008-2-1 
本规范共分八章六个附录，主要内容有：粮食立筒库的建筑、结构、工艺、电

气等专业的设计原则和方法。 

LS/T 3802-1988 粮食包装 面粉袋  1988-2-1 1988-7-1 
本标准适用于以纯棉、维棉白布作原料的新面粉袋。也适用于整修纯棉、维棉

白布做原料的旧面粉袋。 

QC/T 456-1999 颗粒粮食散装车技术条件  1999-3-15 1999-3-15 
本标准规定了敞开式货箱和厢式货箱顺粒粮食散装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

验收规则等。 

 

 

作业 

 

 

GB 2715-2005 粮食卫生标准  2005-1-25 2005-10-1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的卫生指标和检验方法以及包装、标识、运输及贮存的卫生

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供人食用的原粮和成品粮，包括禾谷类、豆类、薯类等，

不适用于加工食用油的原料。 

GB/T 17109-2008 粮食销售包装  2008-11-4 2009-1-20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销售包装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签标识和储存、运输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颗粒状和粉状粮食的销售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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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技术 

 

 

 

 

 

 

 

 

 

 

GB/T 17374-2008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2008-11-4 2009-1-20 

本标准规定了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对标志、储存和运输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食用植物油包装的生产和

销售以及提供给消费者的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GB/T 20569-2006 稻谷储存品质判定规则  2007-4-6 2007-10-16 

本标准规定了稻谷储存品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及检验

规则。本标准适用于评价在安全储存水分和正常储存条件下稻谷的储存品质，

指导稻谷的储存和适时出库。 

GB/T 20570-2015 玉米储存品质判定规则 2015-5-15  2015-06-01 

本标准规定了玉米储存品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及判定规则。本标准适用于评价在安全储存水分和正常储存条件下玉米的

储存品质，指导玉米的储存和适时出库。 

GB/T 22184-2008 
谷物和豆类散存粮食温度测定指

南 
2008-7-16 2008-11-1 本标准规定了立筒仓及其他粮仓中散存粮食温度测定的指导原则。 

GB/T 22497-2008 粮油储藏.熏蒸剂使用准则  2008-11-4 2009-1-20 
本标准规定了熏蒸剂使用准则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熏蒸剂的使用、残留限量和

检测方法及安全使用的防护原则。适用于储藏的粮食和油料虫害熏蒸防治。 

GB/T 22498-2008 粮油储藏.防护剂使用准则  2008-11-4 2009-1-20 
本标准规定了储粮防护剂的相关术语和定义、防护剂的使用、残留限量和检测

方法及安全使用的防护原则。本标准适用于储藏的粮食和油料虫害防治。 

GB/T 25227-2010 
粮食加工、储运设备现场监测装置

技术规范   
2010-9-26 2011-3-1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加工、储运设备常用现场监测装置的术语和定义、性能、安

装技术要求、现场测试及维护和保养。本标准适用于粮食加工、储运作业自动

控制系统设备现场监测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本标准规定的现场监测装置

种类及数量可根据工程项目自动化程度的不同而增减。 

GB/T 29402.1-2012 
谷物和豆类储存 第 1 部分：谷物

储存的一般建议 
2012-12-31 2013-6-20 

GB/T29402 的本部分给出了谷物储存的一般性指导建议。本部分适用于谷物的

储存。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20570-2015%27


 

 77  

 

 

 

 

 

 

 

 

 

 

 

作业

技术 

 

 

 

 

 

 

 

 

 

 

 

 

 

GB/T 29402.2-2012 
谷物和豆类储存 第 2 部分：实用

建议 
2012-12-31 2013-6-20 

GB/T29402 的本部分给出了如何选择谷物和豆类储存方法的指导,以及应用选

定的方法进行安全储存的实用建议。谷物和豆类储存的其他方面见

GB/T29402.1《谷物和豆类储存 第 1 部分:谷物储存的一般建议》和

GB/T29402.3《谷物和豆类储存 第 3 部分:有害生物的控制》。本部分适用于

谷物和豆类的储存。 

GB/T 29402.3-2012 
谷物和豆类储存 第 3 部分：有害

生物的控制 
2012-12-31 2013-6-20 

GB/T29402 的本部分给出了谷物和豆类储存中有害生物控制的指导原则。本部

分适用于谷物和豆类的储存。注:有关谷物和豆类储存中其他方面问题的处理参

见 GB/T29402.1 和 GB/T29402.2,虫害的测定方法参见 GB/T24534.1~24534.4。 

GB/T 29890-2013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2013-11-12 2014-4-11 

本标准规定了粮油储藏的术语和定义、粮食与油料储藏的总体要求、仓储设施

与设备的基本要求、粮食与油料进出仓、粮食与油料储藏期间的粮情与品质质

量检测、粮食与油料储藏技术、储粮有害生物控制技术。本标准适用于粮食、

油料的储藏。 

GB/T 30354-2013 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 2013-12-31 2014-6-22 
 

LS 1207-2005 粮食仓库机电设备安装技术规程   2005-7-19 2005-9-1 

本规程规定了粮食仓库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的一般技术要求。本规程适用于新

建、扩建、改造的浅圆仓、立筒仓、砖圆仓和房式仓等工程项目的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可作为粮食仓库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验收依据。本规程只适用于额定

电压 1kV 及以下的电气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工程及验收。  

LS/T 1211-2008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2008-4-22 2008-5-1 

本标准规定了粮油储藏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仓储设施与设备的基本要求、

粮油进出仓、粮油储藏期间的粮情检测与质量检验、粮油储藏技术以及储粮有

害生物控制技术。本标准适用于粮油的储藏。 

NY/T 2390-2013 花生干燥与贮藏技术规程 2013-9-23 2014-1-1 
 

NY/T2554-2014 生咖啡贮存和运输导则 2014-4-3 2014-6-1 
 

SN/T 1882.1-2007 
进出口粮食储运卫生规范第 1 部

分：粮食储藏  
2007-4-6 2007-10-16 

SN/T 1881 的本部分规定了进出口糕点类食品运输与货架贮存的卫生规范。本

部分适用于进出口糕点类食品的运输和货架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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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服务 

SN/T 1882.2-2007 
进出口粮食储运卫生规范 第 2 部

分:粮食运输   
2007-4-6 2007-10-16 

SN/T 1882 的本部分规定了对进出口粮食运输过程中的卫生要求。本部分适用

于进出口水稻、小麦、玉米等我国大宗粮食运输过程中的卫生要求。 

LS 1206-2005 粮食仓库安全操作规程  2005-7-19 2005-9-1 
本标准确立了粮食仓库安全操作和管理的一般原则。本标准适用于浅圆仓、立

筒仓、砖圆仓和平房仓四种仓型的粮食仓库。 

 

管理 

 

 

SB/T 10967-2013 红辣椒干流通规范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红辣椒干的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标识和流通过程

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红辣椒干(带把和不带把)流通的经营和管理,其他种类的辣

椒干可参照执行。 

SB/T 10968-2013 加工用马铃薯流通规范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鲜食马铃薯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鲜食马铃薯的经营和管理、种薯、加工用

薯、彩色马铃薯不适用于本标准。 

LS/T 1701-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企业分

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全国粮食企业的信息分类与代码。本标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

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02-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属性分

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属性的分类与代码，采用了规范的名称。本标准适用于粮食

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信息 

 

 

 

 

LS/T 1703-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及加工

产品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全国粮食及加工产品的分类与代码，采用了规范的产品名称。本

标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04.1-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检验 

第 1 部分：指标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LS/T 1704 的本部分规定了粮食及其加工产品品质检验和定等业务的检验指标

信息分类与代码。本部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04.2-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检验 

第 2 部分：质量标准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LS/T 1704 的本部分规定了粮食及其加工产品品质检验和定等业务的质量标准

信息分类与代码。本部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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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T 1704.3-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检验 

第 3 部分：标准方法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LS/T 1704 的本部分规定了粮食及其加工产品品质检验标准方法的信息分类与

代码。本部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05-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设施分

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行业的设施分类与代码，采用了规范的名称。本标准适用于

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06-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设备分

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设备分类与代码。本标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

换。 

LS/T 1707.1-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仓储 

第 1 部分：仓储作业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LS/T 1707 的本部分规定了粮食仓储企业中主要仓储作业的分类与代码，采用

了仓储业中较为普遍使用的名词或术语。本部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

息交换。 

LS/T 1707.2-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粮食仓储.

第 2 部分：粮情检测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LS/T 1707 的本部分规定了粮食仓储企业中常用粮情的分类与代码，采用了仓

储业务中较为普遍使用的名称或术语。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07.3-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粮食仓储.

第 3 部分：器材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LS/T 1707 的本部分规定了粮食仓储企业常用器材的分类与代码，采用了仓储

企业中较为普遍使用的名称或术语。本部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

换。 

LS/T 1708.1-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加工 

第 1 部分：加工作业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LS/T 1708 的本部分规定了常见的粮食加工作业的分类和代码，采用了加工作

业中较为普遍使用的名词和术语。本部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08.2-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加工 

第 2 部分：技术经济指标分类与代

码   

2004-4-22 2004-7-1 
LS/T 1708 的本部分规定了常用的粮食加工技术经济指标的分类和代码。本部

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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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LS/T 1709-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储粮病虫害

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储藏期间的常见病虫害的分类和代码，采用了规范的储粮病

虫害名称。本标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10-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粮食仓储.

业务统计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SN/T 1881 的本部分规定了进出口熟肉制品运输与货架贮存的要求。本部分适

用于进出口熟肉制品的运输和贮存。 

LS/T 1711-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财务会计分

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国家粮食企业财务会计业务的分类与代码。本标准适用于粮食行

业的会计核算、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LS/T 1712-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贸易业

务统计分类与代码  
2004-4-22 2004-7-1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贸易业务与信息统计的统计分类与代码，采用了规范的贸易

业务名称。本标准适用于粮食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八） 邮政物流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基础 

 

 

 

GB/T 10757-2011 邮政业术语 2011-6-16 2011-11-1 
标准规定了邮政业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基本术语及定义。适用于邮政业服务、

管理和信息交流等领域。 

GB/T 27917.1-2011 快递服务 第 1 部分：基本术语 2011-12-30 2012-5-1 

本部分规定了快递服务的基础概念,以及与快递业务种类、服务要素、服务环节、

服务质量相关的基本术语。适用快递服务相关的经营、管理、教学、科研等活

动。 

YZ/T 005.2-2001 
邮政业务词汇 第 1 部分：基本概

念 
2001-3-9 2001-5-1 

本标准规定了邮政业务的基本概念及定义。本标准适用于邮政生产、经营、管

理，以及出版、科研、教学、国际交流和社会公众用邮等方面。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10757-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7917.1-2011'&X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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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YZ/T 0138-2015 邮政业从业企业标准化工作指南 2015 2015-5-1 

本标准规定了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的基本要求、营业场所安全生产设备配

置、处理场所安全生 产设备配置、机房安全生产设备配置和运输车辆安全生产

设备配置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及其他从事寄递服务的企业

(以下统称寄递企业)从收寄到投递 的各个环节、场所村邮站和快递合作营业场

所除外。 

 

 

 

 

 

 

设施

设备 

 

 

 

 

 

 

 

 

 

 

GB/T 16606.1-2009 快递封装用品 第 1 部分：封套 2009-6-12 2009-12-1 

GB/T16606 的本部分规定了快递封套的规格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要求。本部分适用于封套的制作、检验、包

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GB/T 16606.2-2009 快递封装用品 第 2 部分：包装箱 2009-6-12 2009-12-1 

本部分规定了快递包装箱(以下简称"包装箱")的分类、规格尺寸、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部分适用于包装箱的制作、检

验、包装、运输和储存。 

GB/T 16606.3-2009 快递封装用品 第 3 部分：包装袋 2009-6-12 2010-4-1 

GB/T16606 的本部分规定了快递包装袋的种类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以及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本部分适用于包装袋的制作、检验、包

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YZ 0139-2015 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规范 2015 2015-9-1 

本标准规定了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的基本要求、营业场所安全生产设备配

置、处理场所安全生 产设备配置、机房安全生产设备配置和运输车辆安全生产

设备配置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及其他从事寄递服务的企业

(以下统称寄递企业)从收寄到投递 的各个环节、场所村邮站和快递合作营业场

所除外。 

YZ/T 0136-2014 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 2014 2014-9-1 

本标准规定了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以下简称快递三轮车)的产品分类及编码 、

基本要求 、主要部 件要求 、安全要求 、性能要求 、配置要求 、厢体要求 、

外观要求和装配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专门从事快件收寄和投递服务的电动三轮

车的生产和使用。 

http://www.spb.gov.cn/zcfg/bz/bzml/yzxybz/201303/W020150409534345747761.pdf
http://www.spb.gov.cn/zcfg/bz/bzml/yzxybz/201303/W0201504276156274570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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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设备 

YZ/T 0137-2015 快递营业场所设计基本要求 2015 2015-5-1 

本标准规定了快递营业场所在选址、分类、原则要求和功能分区、设施设备、

装修和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快递服务组织自有快递营业场所的设

计和建设 

YZ/Z 0054.1-2005 
机要专用封装用品 第 1 部分：机

要信封  
2005-6-16 2005-6-26 

本标准规定了机要信封（含密封条）的品种、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本标准适有机要信封的制作与检验。 

YZ/Z 0054.2-2005 
机要专用封装用品 第 2 部分：机

要包装箱  
2005-6-16 2005-6-26 

本部分规定了机要专用封装用品中的机要包装箱的规格尺寸、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适用于机要包装箱的制作与检验。 

YZ/Z 0054.3-2005 
机要专用封装用品 第 3 部分：机

要包装袋  
2005-6-16 2005-6-26 

本部分规定了机要专用封装用品中的机要包装袋的型号、规格尺寸、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本部分适用于机要包装袋的

制作与检验。 

YZ/T 0093.1-2003 邮件包装箱 第 1 部分：国内  2003-9-3 2003-12-1 

本部分规定了邮件包装箱（国内）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分类、规格、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划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本部分适用于在国内使

用的邮件包装箱的制作与检验。 

YZ/T 0093.2-2005 邮件包装箱 第 2 部分：国际  2005-9-26 2006-1-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邮件包装箱的型号与分类、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本标准适有国际邮件包装箱的制作与检验。 

YZ/T 0094.1-2003 
邮件包装袋 第 1 部分：气垫膜包

装袋  
2003-9-3 2003-12-1 

本部分规定了气垫膜包装袋的术语和定义、型号、规格尺寸、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本部分适用于气垫膜包装袋的制

作与检验。 

YZ/T 0094.2-2003 
邮件包装袋 第 2 部分：塑料编织

布包装袋  
2003-9-3 2003-12-1 

本部分规定了塑料编织布包装袋的术语和定义、型号、规格尺寸、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本部分适用于塑料编织布包

装袋的制作与检验。 

http://www.spb.gov.cn/zcfg/bz/bzml/yzxybz/201303/W0201504095343458066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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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服务 

 

 

 

 

 

 

 

GB/T 22657.1-2008 
邮件封面书写规范 第 1 部分：国

内  
2008-12-30 2009-6-1 

本部分规定了国内邮件封面的书写（包括手写、打印和印刷）区域和书写要求

等。本部分适用于国内邮件封面上邮政名址的书写。 

GB/T 27917.2-2011 快递服务 第 2 部分：组织要求  2011-12-30 2012-5-1 

GB/T27917 的本部分规定了快递服务组织的资质、组织文化、加盟企业管理与

国际业务代理、服务场所、设备设施、信息管理、服务格式合同、安全、沟通、

统计、档案以及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提供国内、国际以

及港澳台快递服务的组织和人员。 

GB/T 27917.3-2011 快递服务 第 3 部分：服务环节  2011-12-30 2012-5-1 

GB/T27917 的本部分规定了国内快递业务服务环节,以及国际、中国港澳台快

递业务在国内服务环节的具体要求。本部分适用于提供国内、国际及中国港澳

台快递服务的组织和人员。 

GB/T 28582-2012 快递运单  2012-6-29  2012-10-01 
标准规定了快递服务组织、服务环节、服务改进的基本要求。适用于从事快递

服务的组织和人员。 

YZ/T 0128-2007 快递服务  2007-9-12 2008-1-1 
本标准规定了快递服务组织、服务环节、服务改进的基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从事快递服务的组织和人员。 

YZ/T 0134-2013 快递代收货款服务规范 2013-10-31 2014-5-1 

本标准规定了快递代收货款服务的基本要求和代收货款服务环节等内容。  本

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提供代收货款服务 的快递服务组织 (以下

简称  “快递服务组织”)及其服务活动。 

YZ/T 0135-2014 快递业温室气体排放测量方法 2014 2014-10-1 

本标准规定了快递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测量原则 、测量范围、测量方法 、排放

指标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快递服务组织在快递服务活动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的

测量。 

YZ/Z 0055-2005 
邮政物流配送操作规范(暂行规

定)  
2005-9-26 2005-9-26 

本指导性文件规定了邮政物流配送中心内部和配送中心到用户之间送货作业的

基本要求、基本流程、操作规范和异常情况处理。本指导性文件适用于邮政物

流配送中心、物品投送等作业环节的操作。 

 

 

信息 

 

YZ/T 0047-2001 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  2001-8-1 2001-9-1 

本标准规定了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的相关定义、种类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以无碳复写纸

为原纸印制的国内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和国际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的制作与检

验。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7917.2-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7917.3-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582-2012'
http://www.spb.gov.cn/zcfg/bz/bzml/yzxybz/201303/W0201407084031917123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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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YZ/T 0104-2004 国内邮政包裹详情单  2004-10-22 2005-4-1 

本标准规定了国内邮政包裹详情单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规格、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国内邮政包裹详情单的

印制和检验。 

YZ/T 0131-2013 快件跟踪查询信息服务规范 2013-3-13 2013-9-1 

本标准规定了快件跟踪查询信息服务的总则 、信息采集 、信息内容和信息上

网时限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快递服务组织面向用户所提供的国内快件、国际

快件和港澳台快件跟踪查询信息服务。 

YZ/T 0132-2013 邮政业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2013-7-5 2014-1-1 
本标准规定了邮政业机构代码的编码对象 、代码结构和表示形式。  本标准适

用于邮政业机构代码的编制 、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YZ/T 0140-2015 邮件和快件投递状态分类与代码 2015 2015-9-1 

本标准规定了邮件和快件的投递状态、妥投备注、投递未成功原因及下一步动

作的分类与相关代码 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邮件和快件的投递状态信息处理和

交换。 

 

（九）出版物物流 

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物流

作业 

GB/T 28578-2012 出版物物流 接口作业规范  2012-6-29 2012-10-1 

标准给出了出版物物流接口的构成及接口作业的结构化命名，规定了出版物物

流接口的作业分类、名称和作业内容。适用于从事出版发行活动的不同参与方

之间出版物物流流程的衔接。标准中所指的出版物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

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GB/T 28579-2012 出版物物流 退货作业规范  2012-6-29 2012-10-1 
标准规定了出版物物流退货类型、退货作业基本要求、退货信息标识。适用于

出版物发行及相关企业的出版物退货作业和管理。 

CY/T 56.1-2009 
出版物物流作业规范 第 1 部分：

收货验收  
2009-1-20 2009-1-20 

本部分规定了出版物收货验收的基本原则、程序和结果处理方法。本部分适用

于出版发行业收货验收作业。 

http://www.spb.gov.cn/zcfg/bz/bzml/yzxybz/201303/W020150427615627341696.pdf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578-2012'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57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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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信息 

 

 

 

 

 

 

 

 

 

 

 

 

 

GB/T 12905-2000 出版物物流条码术语  2000-6-9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的条码术语、定义与解释。本标准适用于与条码技术有关的

研究、应用领域。 

GB/T 12906-2008 中国标准书号条码  2008-1-9 2008-8-1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标准书号条码的代码结构、条码符号技术要求和印刷位置。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中国标准书号的出版物。 

GB/T 13396-2009 中国标准录音制品编码  2009-9-30 2010-2-1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标准录音制品编码的结构和显示方式,旨在为每一录音制品

和音乐录像制品或每一可独立使用的曲目篇节提供唯一标识。本标准适用于在

中国标准录音制品编码管理机构登记的录音制品和音乐录像制品制作者所录制

的录音制品和音乐录像制品。  

GB/T 14257-2009 商品条码 条码符号放置指南   2009-5-6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条码符号放置的通则，给出了商品条码符号放置的指南。本

标准适用于商品条码符号位置的设计。 

GB/T 16827-1997 中国标准刊号(ISSN 部分)条码  1997-5-26 1998-3-1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标准刊号(ISSN 部分)条码的代码结构、条码符号技术要求和

印刷位置。本标准适用于经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并有中国标准刊

号(ISSN 部分)的连续出版物。 

GB/T 16986-2009 出版物物流条码应用标识  2009-5-6 2009-11-1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条码标识系统中应用标识符的含义及其对应数据编码的结构

与条码表示。本标准适用于贸易及供应链过程中的信息交换。 

GB/T 17231-1998 出版物物流订购单报文  1998-2-2 1998-10-1 

本标准规定在买、卖双方协商一致的条件下，订购货物或服务的详细内容。本

标准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

的业务或行业类型。 

GB/T 18125-2000 出版物物流交货计划报文  2000-6-9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在行政管理、商业和运输业中贸易伙伴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EDI）

中所用的交货计划报文（DELFOR）的定义。该报文由买方发送给供货方，根据

协议或订购单的条款，给出关于短期的交货指示和/或用于规划中期到长期的产

品/服务的预测。本报文可用于关于劳动力和原料资源的指示。本标准适用于国

内、国际贸易。它以通用的商业惯例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特定的业务或行业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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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信息 

 

GB/T 18157-2000 出版物物流装箱单报文  2000-7-1 2001-3-1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货物包装情况的装箱单报文，该报文也适用于重量单和尺码

单。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的电子数据交换。 

CY/T 8-1993 图书征订代码  
 

 
1994-1-1 

 

 

CY/T 55-2009 出版物物流标签  2009-1-20 2009-1-20 

本标准规定了出版物物流标签的规格及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出版发行业在出版

物物流过程中使用的封签、包签。本标准所述出版物包含图书、音像制品和电

子出版物。 

 

（十）烟草物流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基础 

GB/T 18771.2-2002 
烟草术语 第 2 部分：烟草加工、

烟草制品  
2002-7-2 2003-1-1 

本部分规定了烟草加工、烟草制品与贮运常用的部分术语。本部分适用于烟草

行业。 

YC/T 137—2014 复烤片烟包装 瓦楞纸箱包装  2014-07-23  2014-08-15 

YC/T 137 的本部分规定了复烤片烟包装用瓦楞纸箱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抽样、

检验方法、检测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复烤片烟和烟

梗包装。 

 

 

 

 

设施

设备 

 

 

YC/T 205-2006 烟草及烟草制品 仓库 设计规范  2006-10-13 2006-10-13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及烟草制品仓库设计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

的原烟仓库、复烤片烟醇化仓库、复烤烟梗仓库、烟用材料仓库和卷烟厂成品

仓库。 

YC/T 215-2007 烟草行业联运通用平托盘  2007-3-6 2007-5-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行业联运通用平托盘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识、运输和贮存以及箱装卷烟在托盘上的码垛方式、紧固方法、运输保护和装

卸保护等。适用于烟草行业的工业与商业之间卷烟联运共用平托盘以及烟叶、

烟用材料贮运、商业卷烟配送所使用的托盘；烟草行业物流中的企业内部托盘

可参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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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设备 

YC/T 306-2009 烟草物流设备 条烟分拣设备  2009-4-13 2009-5-1 

本标准规定了条烟分拣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适用于立式条烟分拣机、卧式条烟分拣机、

通道式条烟分拣机、组合式条烟分拣机和电子标签条烟分拣机。其他形式的条

烟分拣机也可参照使用。 

YC/T438-2012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车辆

管理规范 
2012-7-10 2012-8-1 

本标准给出了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车辆的管理职责、资产管理、运行管

理、维修管理、安全管理和档案管理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烟草商业企业自有

卷烟物流配送车辆的管理。租用车辆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作业

技术 

 

 

 

 

GB 15269.2-2011 雪茄烟 第 2 部分：包装标识  2011-6-16 2012-4-1 
GB 15269 的本部分规定了雪茄烟包装标识的要求、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本部

分适用于雪茄烟。 

GB 15269.3-2011 

雪茄烟 第 3 部分：产品包装、卷

制及贮运技术要求  
2011-6-16 2012-4-1 

GB 5269 的本部分规定了雪茄烟的包装、卷制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以及雪茄

烟的贮运要求。本部分适用于雪茄烟。 

GB/T 23220-2008 烟叶储存保管方法   2008-12-31 2009-6-1 

本标准规定了烟叶仓库建库、烟叶入库、原烟贮存与养护、片烟贮存与养护、

虫害防治、烟叶出库等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烤烟及白肋烟原烟、片烟、烟

梗和香料烟及其他晾晒烟的贮存保管。 

YC/T 300-2009 片烟贮存养护 通用技术要求  2009-4-13 2009-5-1 标准规定了片烟贮存的通用技术要求。 适用于片烟贮存养护。 

YC/T 322-2009 片烟贮存养护 气调贮存法  2009-12-14 2010-3-1 
标准规定了应用气调进行片烟贮存养护的技术要求、操作规程和质量控制技术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片烟贮存。 

YC/T 517-2014  卷烟密集式仓储系统技术规范  2014-12-24  2015-01-15 
本标准规定了卷烟密集式仓储系统的定义、判定标准及主要工艺环节的技术规

范。  本标准适用于卷烟密集式仓储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活动。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2015269.2-2011'&XZ=Q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2015269.3-2011'&X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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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服务 

GB/T 5991.2-2000 香料烟 包装、标志与贮运  2000-1-24 2000-3-1 
本标准规定了香料烟包装、标志的技术要求、打包步骤以及香料烟的贮存和运

输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香料烟。 

YC/T 21-1994 烟草种子包装   1994-8-23 1994-10-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种子包装规格及包装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烟草种子贮藏、

运输、销售等流通环节。 

YC/T 22-1994 烟草种子贮藏与运输   1994-8-23 1994-10-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种子贮藏、运输条件、方法和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各类

原（良）种生产单位繁殖的烟草种子的贮藏和运输。 

 

 

 

 

 

 

 

 

管理 

 

 

 

 

 

 

 

 

 

 

YC/Z 204-2006 烟草行业信息化标准体系  2006-2-23 2006-5-1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提供了烟草行业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层次结构和标准明细表。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用于指导烟草行业信息化规划、建设、运行以及烟草行业信

息化标准的制、修订与管理。 

YC/Z 240-2008 烟草及烟草制品标准体系   2008-4-14 2008-4-14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烟草及烟草制品标准体系的层次结构和标准明细。本

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指导烟草行业烟草及烟草制品标准的制、修订与管理工

作，服务于烟草及烟草制品的生产、质量监督、科学研究、标准化等方面。 

YC/T 241-2008 烟草行业计量技术标准体系 2008-4-14 2008-4-14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行业计量技术标准体系的层次结构等。本标准适用于指导烟

草行业的计量管理、科学研究、质量控制、标准化等工作以及烟草行业计量标

准的制、修订与管理。 

YC/T 256.1-2008 
烟草行业工商统计数据 第 1 部

分：数据目录  
2008-4-14 2008-4-14 

本部分规定了我国烟草行业的工业、商业统计中涉及的基础性、通用性数据的

标记、名称、说明、表示、计量单位等有关内容。本部分适用于我国烟草行业

生产、经营、管理各项业务活动和信息系统建设、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YC/T 256.2-2008 
烟草行业工商统计数据 第 2 部

分：代码集  
2008-4-14 2008-4-14 

本部分规定了我国烟草行业工业、商业统计工作中使用的代码型数据的分类与

代码。本部分适用于我国烟草行业生产、经营、管理各项业务活动和信息系统

建设、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YC/T 261-2008 
烟草行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作业

规范   
2008-4-14 2008-4-14 

本标准规定了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物流作业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同时还规定了建

立卷烟物流配送中心作业规范体系的管理方针与基本要求、作业流程及其规范、

作业规范的实施保证以及对作业规范体系的评审与改进等方面的内容。本标准

适用于烟草行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卷烟（包括雪茄烟）物流的各项作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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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YC/T 303-2009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统计指标

体系   
2009-4-13 2009-5-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统计指标体系，确定了卷烟物流统计指标

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本标准适用于烟草行业商业企业卷烟物流统计。 

YC/T 304-2009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绩效评价  
2009-4-13 2009-5-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行业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绩效评价内容、方法及保障

措施。本标准适用于对烟草行业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的评价。 

YC/T 305-2009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服务规范  
2009-4-13 2009-5-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物流服务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要

求、服务质量评价及实施保证。本标准适用于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从事卷烟配送服务的物流企业可参照使用。 

YC/T 308-2009 烟草行业企业文化评价体系  2009-6-30 2009-8-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行业企业文化评价的要求、方法和考评。本标准适用于烟草

行业的企业文化评价。 

YC/T 320-2009 烟草商业企业管理体系规范   2009-12-14 2010-3-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商业企业管理体系的要求，建立和运行管理体系的要求。 本

标准适用于省、市、县烟草商业企业。 

YC/T 335-2010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设计规范  2010-1-25 2010-2-1 

本标准规定了卷烟物流配送中心设计规范。本标准适用于烟草行业卷烟物流配

送中心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设计活动,卷烟物流配送分中心可参照执

行。 

YC/T 439-2012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送货服务规范 2012-7-10 2012-8-1 

本标准规定了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直接送货到零售客户或通过中转站送货到零售

客户过程中所需要遵守的要求,包括服务基本要求、服务组织、服务质量、服务

实施、服务载具、服务安全、卫生环保和保护零售客户权益、服务监督及服务

考评。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分拣到户、送货到户模式且具有卷烟送货服务职能的

烟草商业企业。 

YC/T 514-2014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卷烟物流质量管理规范 
2014-12-24 2015-01-15 

 

 

YC/T 515-2014 
烟草工业企业卷烟数字化仓库管

理规范 
2014-12-24 201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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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YC/T 518-2014 工商卷烟物流同城共库管理规范 2014-12-24 2015-01-15 
 

YC/T 519-2014 烟草行业卷烟纸箱循环利用规范 2014-12-24 2015-01-15 
 

YC/T 520-2014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配送中转

站管理规范 
2014-12-24 2015-01-15 

 

YC/Z 260-2008 烟草行业物流标准体系   2008-4-14 2008-4-14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烟草行业物流标准体系的术语和定义、内容及结构。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烟草行业物流建设、运行、维护与管理。 

 

 

 

 

 

 

 

 

 

信息 

 

 

 

 

 

 

YC/T 203-2006 
烟草行业商业企业财会管理信息

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2006-2-23 2006-3-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行业商业企业财会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本标准

适用于烟草行业各省级局、分公司所采用的财会管理信息系统。本标准所使用

的术语和定义仅适用于本标准。 

YC/T 262-2008 烟草行业物流单证  2008-4-14 2008-4-14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行业物流单证的设计原则、设计内容、单证样式、电子单证

数据结构及载体。 

YC/T 272-2008 
卷烟联运平托盘电子标签应用规

范  
2008-11-17 2008-11-17 

本标准规定了在卷烟成品物流环节中使用电子标签作为载体，存储和处理卷烟

出库入库信息的技术要求、安装要求与操作流程等。本标准适用于以联运平托

盘为载体的卷烟成品物流环节。 

YC/T 302-2009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仓储管理

系统数据交换  
2009-4-13 2009-5-1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商业企业卷烟物流仓储管理系统数据交换的术语与定义、信

息采集分类、指标项、格式、频率。本标准适用于烟草商业企业物流仓储管理

系统与相关系统的数据交换。 

YC/T453-2012 烟草行业信息安全体系建设规范 2012-8-22 2012-9-15 

本标准明确了行业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的总体原则和建设内容，对行业信息安全

策略的制订，以及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信息安全技术体系和信息安全运维体系

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和要求。本标准仅适用于行业中不涉及国家秘密的

信息系统，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应按照国家及国家局保密

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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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YC/T 516-2014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仓储管理货位

编码规则 
2014-12-24 2015-01-15 

烟草商业企业卷烟仓储管理货位编码的原则、功能要求、数据规范、编码格式

和解析方式，适用于烟草商业企业卷烟仓储管理及仓储管理信息系统的货位编

码及数据交换，同时也为烟草行业工商一体化托盘信息对接提供了支撑。 

YC/T 531-2015 烟草行业卷烟仓库代码编制规则 2015-01-26 2015-02-15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卷烟发到货地点，实体库作为编码对象，代码一经产生，永

久有效，不得变更。各应用系统中虚拟仓库不在本代码编码范围内 

 

（十一）木材物流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基础 

 

 

 

 

 

 

 

GB/T 14019-2009 木材防腐术语   2009-2-23 2009-8-1 

本标准规定了木材防腐的常用术语。本标准适用于针、阔叶树圆材（包括原木、

电杆、坑木、柱材等）、锯材（包括板材、方材、枕木、木结构用材等）、木

基复合材料以及其他木制品在使用前和使用中的木材防腐、木材阻燃相关领域。

竹材、藤材等可参照使用。 

GB/T 15035-2009 木材干燥术语  2009-2-23 2009-8-1 

本标准界定了有关锯材干燥方法、设施、工艺、缺陷、质量、理论等方面的术

语。本标准适用于锯材干燥生产、干燥工程设计及撰写学术论文、编著专业书

刊等。 

GB/T 16734-1997 中国主要木材名称   1997-2-5 1997-9-1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主要木材的名称(中、英名)，树种中名、别名、拉丁名。本

标准适用于木材的科研、教学、木材生产和使用、贸易等部门。 

GB/T 18513-2001 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   2001-11-12 2002-5-1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主要进口木材的木材名称、树种名称（树种中文名、树种拉

丁文名）。本标准适用于木材生产、贸易、科研及教学等。 

LY/T 1511-2002 原木产品 标志 号印  2002-10-12 2002-12-1 
标准规定了主要原木产品径级、等级、材种、检验责任者号印的标志方法。 本

标准适用于全国木材生产、流通领域原木产品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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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SB/T 10383-2004 商用木材及其制品标志  2004-8-4 2005-1-1 

本标准规定了商用木材及其制品标志的内容和使用方法。本标准所称商用木材

及其制品包括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原木、锯材、人造板等木质材料，以及由木

质材料制成的半成品、成品。本标准适用于商用木材及其制品生产、经销、储

运、质量检验和使用。 

WB/T 1038-2008 中国主要木材流通商品名称  2008-4-23 2008-10-1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本标准规定了中国主要商品木材的木材名称、树种名称（中

文名、拉丁名）、商品名、流通商品名。本标准适用于木材生产、贸易、科研

及教学等。本标准共收集了目前中国市场上流通的主要国内外木材４１６个树

种。 

作业

技术 

GB/T 22102-2008 防腐木材  2008-6-27 2008-12-1 

本标准是在参考了美国木材防腐协会相关标准（ＡＷＰ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２

００４）及资料和我国林业相关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防腐木材的实际

情况制定的。本标准规定了以水载型防腐剂和有机溶剂型防腐剂处理的木材的

外观、材质、防腐处理等要求，以及检验方法和规则、运输与贮存的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建筑与装饰、工农业、矿业、船舶、港口、交通、园林景观等使用

的防腐木材。 

LYJ 103-1987 木材水运工程设计规范  
 

2004-10-23 
 

管理 

GB 14192-2005 木材采伐运输安全通则  2005-9-6 2006-7-1 

本标准规定了木材采伐、集材、伐区归楞、伐区装车、汽车运材、森铁运材和

木材水运的各项基本安全规则和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木材采伐和木材运输

生产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 

GB/T 18959-2003 木材保管规程   2003-1-2 2003-5-1 
本标准规定了原木、锯材地保管原则、方法及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全国木材生

产、加工、流通及消费领域中地木材保管。 

GB/T 22529-2008 废弃木质材料回收利用管理规范  2008-11-20 2009-6-1 

本标准规定了废弃木质材料回收利用的总则、以及废弃木质材料的相关术语和

定义、分类、回收和预分选，储存与运输，利用途径，产品的标志、销售要求

以及回收利用效果评价等。本标准适用于废弃木质材料回收利用的管理。 

LY/T 1368-1999 木材水运机船舶管理规程   1986-4-9 1987-1-1 
 



 

 93  

信息 CB/T 3784-1996 木材产品物资分类与代码  1996-12-23 1997-6-1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工业使用的木材的分类与代码。本标准适用于船舶工业物资

管理、财务成本、生产计划内、设计等部门进行信息交换与处理。 

 

（十二）进出口物流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作业

服务 

 

 

 

 

 

 

 

 

 

 

GB/T 22151-2008 国际货运代理作业规范  2008-7-2 2008-12-1 

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或“货运代理”）的作业范

围、各主要业务环节中的作业流程和作业规范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

理和与其业务相关的企业，也可作为对企业进行规范与管理的依据。 

GB/T 28580-2012 口岸物流服务质量规范  2012-6-29 2012-10-1 

标准规定了一般货物（不包括危险货物、鲜活易腐货物）口岸物流服务的基本

要求，确立了方案设计服务、信息服务、作业服务、客户服务的具体要求和主

要服务质量指标。适用于提供一般货物口岸物流服务的相关企业，也可作为对

一般货物口岸物流服务提供企业进行选择和评价的依据。 

GB/T 28837-2012 木质包装检疫处理服务质量要求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木质包装检疫处理服务的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出入境货物木

质包装检疫处理行业及其相关企业。 

GB/T 28838-2012 木质包装热处理作业规范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的热处理方法及其作业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出

境货物木质包装的热处理，也适用于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及对标识

加施企业进行规范。 

GB/T 28839-2012 进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申报规范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的申报流程、规范、专用标识符等内容。 本

标准适用于使用木质包装的进出口企业及其代理、加施标识企业，亦可作为进

出口货物木质包装申报的规范。 

GB/T 30343-2013 国际货运代理海铁联运作业规范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进口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中主要业务环节的作业流程和作业规范

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及其行业有关的企业。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8580-2012'


 

 94  

 

作业

服务 
GB/T 30344-2013 国际货运代理铁海联运作业规范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集装箱铁海联运业务中主要业务环节的作业流程和作业规范

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及其行业有关的企业。 

GB/T 30346-2013 加工贸易物流作业规范 2013-12-31 2014-7-1 
 

 

 

 

 

 

 

 

管理 

 

 

 

 

 

 

 

 

 

 

 

GB/T 22152-2008 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统计导则  2008-7-2 2008-12-1 

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统计制度、统计分类、统计范围和统计报表体系。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各类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或“货运代理”）

的内部业务统计、企业资质和等级评估及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规范与管理

的依据，亦可作为行业中介组织进行业务备案的依据。 

GB/T 22153-2008 国际货运代理通用交易条件  2008-7-2 2008-12-1 

标准确立了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和客户的合约地位，规定了有关责任保证、免责

范围、责任限制、费用、时效。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所承接的所有

业务。 

GB/T 22154-2008 国际货运代理服务质量要求  2008-7-2 2008-12-1 
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服务的质量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和

与行业有关的企业，也可作为对企业进行规范与管理的依据。 

GB/T 22155-2008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资质和等级评

价指标  
2008-7-2 2008-12-1 

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资质认定和

定级评价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各类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或“货运代理”）的界定和国际货物流通市场对企业的评价与选择，也可作为

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进行规范与管理的依据。 

GB/T 28832-2012 国际货运单证缮制质量要求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与国际货运业务相关的单证缮制的服务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与国际货运业务相关的跟单信用证项下的单证缮制、审核和签发，亦可作为合

同（在非信用证付款条件下）项下的单证缮制、审核和签发的依据，企业及相

关机构也可以此进行单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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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GB/T 28833-2012 国际物流责任保险投保、索赔规则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物流责任保险的投保、索赔规则以及单证缮制规范。 本标准

适用于国际物流责任保险投保及索赔。 

GB/T 28834-2012 
国际物流责任保险 国际货运代理

提单责任险基本要素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物流责任保险(国际货运代理提单责任险)的责任风险、保险

责任、责任免除、责任限额与免赔额、保险期间、保险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

义务、赔偿以及争议处理等事宜、本标准适用于多以独立经营人身份经营的大

中型货代物流企业在国内对国际物流责任保险中的国际货运代理提单责任险的

投保、 

GB/T 28835-2012 
国际物流责任保险 国际货运代理

人责任险基本要素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物流责任保险中的国际货运代理人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责任

免除、责任限额与免赔额、保险期间、保险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义务、赔偿

以及争议处理等事宜。 本标准适用于多以代理身份经营、不签发国际货运代理

运输单证的中小货代物流企业在国内对国际物流责任保险中的国际货运代理人

责任险的投保。 

GB/T 28836-2012 国际物流企业信用评价指标要素 2012-11-5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物流企业信用评价指标及其要素。本标准适用于国际物流企

业信用评价。 

GB/T 30055-2013 国际货运代理报关服务质量要求 2013-12-7 2014-4-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报关服务的质量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代理报关及相

关的企业。 

GB/T 30056-2013 国际货运代理拼箱服务质量要求 2013-12-7 2014-4-1 
 

GB/T 30057-2013 国际货运代理合同规范 2013-12-7 2014-4-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作为代理人或独立经营人签订服务合同的一般要

求、合同要素及其规范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委托人及其相关企

业，亦可作为企业或管理机构进行合同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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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GB/T 30058-2013 
国际多式联运单据备案与查询规

则 
2013-12-7 2014-4-1 

本标准规定了多式联运主要单据提单的数据项、交易条款和备案与查询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多式联运提单的备案与查询。远程制单和远程网络打印，亦适用

于其他运输单证的备案和查询，可作为企业对单证缮制，签发的管理以及管理

机构对单证的管理。 

GB/T 30345-2013 国际物流企业信用管理规范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物流企业信用管理中主要环节的规范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

际物流行业及其行业有关的企业。 

GB/T 30347-2013 
国际货运代理危险货物运输服务

质量要求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从事危险品运输服务的质量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

际货运代理行业及其相关的企业，亦可作为对企业进行规范与管理的依据。 

GB/T 30348-2013 国际展品运输服务质量要求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展品运输的服务质量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行业

及其行业有关的企业，亦可作为对企业进行规范管理的依据。 

GB/T 30349-2013 集装箱货运代理服务规范 2013-12-31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货运代理业务中主要业务环节中的作业流程和服务规范要

求。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及其行业有关的企业。 

 

 

 

 

信息 

 

 

 

 

 

GB/T 26319-2010 
国际货运代理单证标识符编码规

则 
2011-1-14 2011-5-1 

标准规定了物流网络信息系统的风险评估、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管理要求。适

用于我国物流企业对信息系统或物流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规范与管理,

并可作为相关机构对物流网络信息系统进行安全评价的依据。 

GB/T 26320-2010 国际货运代理信息交换规范  2011-1-14 2011-5-1 

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的单证标识符的代码结构和编写规则。适用于国际货

运代理行业及与行业有关的企业单证管理和单证信息交换,亦可作为对单证标

识符进行规范和管理的依据。 

GB/T 26321-2010 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数据元  2011-1-14 2011-5-1 

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数据元的类别和基本属性。适用于我国各类货代

物流及其相关企业的内部数据统计、企业间的数据交换、数据共享以及行业主

管部门应用相关数据进行行业管理，可用于纸面单证数据交换以及其他方式的

数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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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GB/T 28530-2012 
国际货运代理系列单证 单证数据

项  
2012-6-29 2012-10-1 

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以及与其业务关联的单证数据项和数据元。适用于国

际货运代理及其业务关联的单证缮制、复制、套印和应用电子复制、 数据处理；

亦可作为管理部门规范单证管理。 

GB/T 31084-2014 国际货运代理运输单证交接规范 2014-12-22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运输单证交接的一般要求、组织机构管理、交接（时

间、方式、地点、对象、货物交付时的单证处理、电子交接） 和遗失、补发、

退回或重签以及内部流转、归档等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及其相关行业的企业，亦可作为企业或管理机构进

行单证管理的依据。 

GB/T 31085-2014 国际货运代理单证签发规范 2014-12-22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国际货运代理单证签发的一般要求和机构组织管理、资格和权限

管理、风险控制、签发条件、签发流程、审核、电子单证签发、单证管理等的

规范。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货运代理及其相关行业的企业, 亦可作为企业或管理

机构进行单证管理的依据。 

 

 

 

物流

技术 

 

 

 

 

 

SN/T 0267-2014 出口商品运输包装 麻袋检验规程 2014-04-09 2014-11-01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商品运输包装以黄麻、洋麻为主要原料的麻袋的技术要求、

检验项目、抽样与检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海运、陆运、空运及铁路非危险货

物运输包装用机织麻袋的检验。 

SN/T 0268-2014 
出口商品运输包装 纸塑复合袋检

验规程 
2014-04-09 2014-11-01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商品运输包装纸塑复合袋的分类、抽样、检验、判定总则和

不合格批的处置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盛装出口非危险商品运输包装纸塑复合

袋的检验。 

SN/T 0272-2014 
出口商品运输包装 开口钢桶检验

规程 
2014-04-09 2014-11-01 

 

SN/T 0324-2014 
海运出口危险货物小型气体容器

包装检验规程 
2014-04-09 2014-11-01 

本标准规定了小型气体容器的包装检验要求、取样规则、检验方法和合格判定

规则。本标准适用于充灌有易燃气体的打火机、点火器、可燃气体充灌容器组

合包装，也适用于容器量不大于 1 000 cm3，工作压力（PW）大于 0.1 MPa 的气

体喷雾器及其他充灌有气体的小型容器组合包装的性能检验和使用鉴定。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84-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3108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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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危险品物流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基础 

GB 6944-2012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2012-5-11 2012-12-1 
标准制定了危险货物分类、危险货物危险性的先后顺序和危险货物编号、适用

于危险货物运输、储存、经销及相关活动。 

GB 12268-2012 危险货物品名表  2012-5-11 2012-12-1 
标准规定了危险物品名表的一般要求、结构和危险物品名表。适用于危险货物

运输、储存、经销及相关活动。 

GB 28644.1-2012 危险货物例外数量及包装要求 2012-7-31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例外数量表的结构、危险货物的例外数量以及危险货物

以例外数量运输时的一般规定、包装、包件测试、标记、单证、豁免等内容。 本

标准适用于以例外数量包装运输的危险货物。 

GB 28644.2-2013 危险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求 2012-7-31 2012-12-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有限数量表的结构、危险货物的有限数量以及危险货物

以有限数量运输时的包装、单证、标记、豁免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有限数

量包装运输的危险货物。 

GB/T 29621-2013 危险货物国际运输单证规范 2013-7-19 2013-11-30 
本标准给出了危险货物国际运输单证的编制规则和应用指南。本标准适用于危

险货物国际运输单证的编制及其电子数据交换。 

 

 

作业

服务 

 

 

 

 

GB 14371-2013 
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认可、分项

程序及配装要求 
2013-10-10 2014-10-1 

本标准规定了爆炸品（GB 6944 规定的第 1 类危险货物）危险性分项的基本要求、

认可程序、分项程序、配装组的确定和配装要求、分项试验项目。 本标准适用

于各种具有爆燃或爆炸特性的物质或其制品（战略导弹和核武器除外）。  

GB 15603-1995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1995-7-26 1996-2-1 
本标准规定了常用化学危险品（以下简称化学危险品）贮存的基本要求。 本标

准适用于常用化学危险品（以下简称化学危险品）出、入库，贮存及养护。 

GB 29919-2013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危险特性检

验安全规范 
2013-9-27 2014-12-1 

本标准规定了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的术语、定义和缩略

语、9 类物质的划分和危害环境物质（水生环境）。本标准适用于杂项危险物质

和物品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206944-2012'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201226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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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服务 

 

 

 

 

GB 31368-2015  烟花爆竹 包装 2015-2-4  2016-04-01 
本标准规定了烟花爆竹包装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烟花爆竹产品的包装，不适用于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包装。 

JT 397－2007 
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业安全规

程  
2007-12-29 2008-4-1 

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业的安全要求。适用于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

作业。 

JT 672-2006 
海运危险货物集装箱装箱安全技

术要求  
2006-12-19 2007-3-1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装运危险货物的装箱安全基本要求、装箱前准备工作、危

险货物装载操作规则、封箱操作、装箱后要求以及记录与单证等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海运危险货物集装箱装箱,是运输、仓储、生产、经营和监督管理

部门对装箱安全质量进行控制和检查的依据。 

MH/T 1024-2008 
危险品类运营人物资包装及运输

规范  
2008-10-20 2009-2-1 

标准规定了危险品类运营人物资的基本包装要求和运输操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

于危险品类运营人物资的包装及运输。 

 

 

 

 

 

 

管理 

 

 

 

 

 

GB/T 14372-2013 
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

项试验方法 
2013-11-12 2014-5-1 

本标准规定了爆炸品认可，分项所需的试验方法的原理、仪器和材料、实验条

件、实验步骤及结果的表述。本标准适用于爆炸品的认可，分项试验。 

GB 17914-2013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

件  
2013-12-17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易燃易爆性商品的储藏条件、养护技术和储藏期限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GB 12268 中的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

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不含军工危险物）。 

HJ 2025-2012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

范 
2012-12-24 2013-3-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过程的技术要求。本标准为指导性标

准。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JT 617-2004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  2004-12-30 2005-3-1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运输危险货物的托运、承运、车辆和设备、运输、从业人员、

劳动防护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运输危险货物的安全管理。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203136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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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JT/T 911—201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运输事故

应急预案编制要求 
2014-06-27 2014-11-0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运输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步骤、预案内容

以及文本格式与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编制危险货

物运输过程中事故应急预案。  

JT/T 912—201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编写要求 
2014-06-27 2014-11-0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编制要求、编制内容、

编制步骤、格式及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的编写。使用自备车辆为本单位服务的非经营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单位的安

全生产管理参照执行。 

JT/T 913—201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

责任制编写要求 
2014-06-27 2014-11-0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编制要求、编制内容及

格式和要求等。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编写。

使用自备车辆为本单位服务的非经营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

参照执行。 

JT/T 914—201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

档案管理技术要求 
2014-06-27 2014-11-01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档案管理要求、档案分类、归档

范围、立卷归档、电子档案。本表准适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档

案管理编制。 

WJ 9073-2012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车安全技术条

件 
2012-5-24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车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等内容。本标准适

用于利用定型二类汽车底盘改制的民用爆炸物品道路运输车辆。不包括在生产

区和库区内运输民用爆炸物品的车辆。不包括起爆药运输车辆。 

作业

技术 

JT 700－2007 
固体散装危险货物海运安全技术

要求  
2007-12-29 2008-4-1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散装货物危险性分类、海运安全技术基本要求和各种固体散

装危险货物运输的特殊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中固体

散装危险货物运输。 

MH/T 1057-2014 
 限制数量危险品组合包装及包装

件试验规范 
 2014-02-08  201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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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酒类物流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SB/T 10710-2012 酒类产品流通术语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酒类产品流通领域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本标准适用于酒类产品流通过程及

涉及酒类流通的相关领域。 

SB/T 10711-2012 葡萄酒原酒流通技术规范 2012-8-6 2012-11-1 
标准规定了葡萄酒原酒流通过程的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葡萄酒原酒的监督检查、运

输和贮存 

SB/T 10712-2012 葡萄酒运输、贮存技术规范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葡萄酒产品的运输、贮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葡萄酒的运输和贮存。 

SB/T 10713-2012 白酒原酒及基酒流通技术规范 2012-8-6 2012-11-1 
本标准规定了白酒原酒及基酒流通领域的术语定义、技术指标和操作要求。本标准适用

于白酒原酒及基酒的流通及监督检查。 

SB/T 11000-2013 酒类行业流通服务规范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酒类流通的术语和定义、经营、服务、流通信息、酒类商品保护、宣传、

监督与评价等方面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酒类行业的流通服务。 

SB/T 11001-2013 
基于射频识别的瓶装酒追溯与防伪

标签测试规范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射频识别的瓶装酒追溯与防伪标签(以下简称标签)的功能、性能、环

境适应性、信息安全和应用生命周期管理等测试方法的内容。本标准适用于标签的设计、

生产、检验和采购。 

SB/T 11002-2013 
基于射频识别的瓶装酒追溯与防伪

读写器测试规范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射频识别的瓶装酒追溯与防伪读写器(以下简称读写器)功能、性能、

环境适应性、信息安全等测试方法的内容。本标准适用于读写器的设计、生产、检验和

采购。 

SB/T 11003-2013 
基于射频识别的瓶装酒追溯与防伪

设备互操作测试规范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射频识别的瓶装酒追溯与防伪设备互操作性的测试环境、技术要求和

测试方法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射频识别酒类追溯与防伪标签、读写器的设计、检验和

采购的兼容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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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其他物流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作业服务 

 

 

 

 

 

 

 

 

GB/T 8888-2014 

 重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的包装、标

志、运输、贮存和质量证明书 
2014-12-5  2015-05-01 

本标准规定了重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贮存、质量证明书和

验收。本标准适用于重有色金属板、带、条、箔、管、棒、型、线、粉、球、

粒、饼、环和锻件等加工产品。 

GB/T 15626-1995 
散装液体化工产品港口装卸技术要

求  
1995-7-17 1996-4-1 

本标准规定了散装液体化工产品在港口装卸、转运过程中，工艺、设备、设施

方面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沿海和内河的港口、码头。 

GB 17379-1998 
散装石油、液体化工产品港口储存

通则  
1998-5-18 1999-2-1 

本标准规定了存放在储罐中的散装石油和散装液体化工产品（以下简称散装液

货）在港口储存的基本要求。适用于沿海，内河港口。 

GB/T 18026-2000 纸品装卸、储运安全要求  2000-4-3 2001-1-1 
 本标准规定了纸品在生产、装卸、储运过程中装卸工属具、操作及储存的安

全基本要求。适用于卷筒纸、平板纸件等纸品的装卸和储运。 

JT 461-2001 港口水泥装卸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2001-12-14 2002-5-1 
本标准规定了沿海港口水泥装卸作业安全技术要求。适用于沿海港口袋装水泥

和散水泥的装卸作业。内河港口水泥装卸作业可参照执行。 

QB/T 1968-1994 
感光胶片的包装标志、贮存及运输

规范  
1994-7-13 1995-3-1 

本标准规定了感光胶片的包装标志、贮存及运输规范。本标准适用于未曝光或

已曝光而未冲洗的感光胶片，也适用于相纸、干版等感光材料. 本标准不适用

于已冲洗加工后的感光胶片 

SB/T 10973-2013 
钢铁流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与管理

规范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流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与管理的术语和定义、诚信体系建设

规范和管理规范等。 本标准适用于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钢铁流通企业,包括但

不限于从事钢铁贸易、加工配送、仓储和钢铁信息化服务等企业。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888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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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服务 

 

 

 

 

SB/T 10974-2013 钢铁流通企业信息管理规范 2013-4-16 2013-11-1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流通行业信息管理的术语和定义、信息采集、发布和管理等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流通行业信息采集、发布和管理的工作过程。 

SB/T 11060-2013 
基于二维条码的瓶装酒追溯与防伪

应用规范 
2014-04-06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瓶装酒追溯与防伪二维条码及识读设备的一般要求、二维条码编

码规则、追溯服务流程、查询服务流程和信息安全等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瓶装

酒追溯与防伪二维条码及识读设备的设计、生产和使用。 

SB/T 11067-2013 金属材料仓储技术与管理规范 2014-04-06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材料仓储技术与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仓储的基本条件、

仓储技术、仓储管理等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从事金属材料仓储业务

的相关企业。 

SB/T 11068-2013 网络零售仓储作业规范与评价 2014-04-06 2014-12-01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零售仓储作业的基本要求、管理方针、基本流程、基本规范、

评价与改进。本标准适用于网络零售商的自营仓库，或为网络零售商提供仓储

服务的公共仓库一般物品仓储作业，不适用于冷藏、冷冻类商品等专业仓储作

业。 

SY/T6577.1-2014 管线钢管运输 第 1 部分：铁路运输 2014-10-15 2015-03-01 
 

SY/T 

6577.2-2014 

 管线钢管运输 第 2 部分：内陆及海

上船舶运输 
2014-10-15 2015-03-01 

 

SY/T 

6577.3-2014 
 管线钢管运输 第 3 部分：卡车运输 2014-10-15 2015-03-01 

 

 

作业技术 

 

 

 

 

GB 6975-2013  棉花包装 2013-12-31 2014-4-1 
本标准规定了棉包的技术要求、包装方法、棉包标志和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

于成包皮棉和棉短绒的包装。 

GB 17915-2013 腐蚀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2013-12-17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腐蚀性商品的储藏条件、储藏技术、储藏期限等技术要求。适用

于 GB 6944 和 GB 12268 规定的腐蚀品。 

GB 17916-2013 毒害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2013-12-17 2014-7-1 
本标准规定了毒害性商品的储藏条件、储藏技术、储藏期限等技术要求。适用

于 GB 6944 和 GB 12268 规定的毒害品。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206975-2013'&X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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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技术 

 

 

 

SB/T 10178-1993 洗涤类商品储藏技术  1993-7-24 1994-6-1 

本标准规定了洗涤类商品的储藏条件、储藏养护技术和储藏期限。适用于牙膏、

香皂、洗衣皂、洗衣粉、餐具果蔬洗涤剂、育状洗涤剂、固体洗涤剂、硬表面

洗涤剂、干洗剂、洗衣用液体洗涤剂等．本标准不适用干洗发剂、洗面奶，也

不适用于工业用清洗剂。 

SB/T 10179-1993 塑料类商品储藏技术  1993-7-24 1994-6-1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类商品的储藏条件、储藏养护技术和储藏期限。适用于百货、

五金．交电、文化、农资等大类中的塑料制品，及各类塑料包装用品。 

SB/T 10180-1993 纺织品类商品储藏技术  1993-7-24 1994-6-1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品类商品的储藏条件、储藏养护技术和储藏期限。适用于

棉．麻、毛、丝、化纤为原料的纺织品。 

SB/T 10181-1993 化妆品商品储藏技术  1993-7-24 1994-6-1 

本标准规定了化妆品的储藏条件、储藏技术和储藏期限。适用于雪花膏、润肤

乳液、香脂、洗发剂、护发素、香粉、爽身粉、痒子粉、粉饼、香水、花露水、

化妆水、发胶、指甲油等化妆品。 

 

 

四、标准化工作指导性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制定范围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  
2009-6-17 2010-1-1 

本部分规定了标准的结构、起草表述规则和编排格式,并给出了有关表述样式。本

部分适用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及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编

写,其他标准的编写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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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893.1-201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 部

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2013-7-19 2013-11-30 

GB/T 2893 的本部分规定了不同类型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安全色和设计原则，

这些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在工作区域和公共场所中主要用于预防事故、防止火灾、

传递危险情况信息和紧急疏散等。本部分也规定了在制定含有安全标志的标准时

所适用的基本原则。本部分适用于需要关注与人身相关的安全问题的所有场所。 

GB 3101-1993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1993-12-27 1994-7-1 

本标准规定了各科学技术领域使用的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其中包括物理

量、方程式、量和单位、一贯单位制，特别是国际单位制的原则说明。本标准适

用于各科学技术领域。 

GB/T 3358.1-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 1 部分:一般统计

术语与用于概率的术语  
2009-10-15 2010-2-1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标准起草的一般统计术语、用于概率的术语的定义及部分术语

的符号。 

GB/T 3358.2-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第 2 部分:应用统计 2009-10-15 2010-2-1 
本部分定义了应用统计术语，并用与 ISO 术语规范实践相一致的概念进行表述。

本部分规定了术语的标准符号和缩略语，同时还提供了中英文索引。  

GB/T 3358.3-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 3 部分:实验设计 2009-10-15 2010-2-1 本部分规定了实验设计领域和起草其他标准中常用的术语。 

GB/T 10112-1999 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  1999-12-30 2000-10-1 

本标准规定了制定和编纂各专业领域术语集得基本原则和方法，描述了客体和概

念间的种种联系，确立了构成指标和表述定义的一般原则。本标准适用于各专业

领域的术语标准化工作，其他术语工作也可参照使用。本标准不包括在 GB/T1.6

中已规定的术语标准的编写规定。 

GB/T 15565.1-2008 图形符号 术语 第 1 部分:通用  2008-7-16 2009-1-1 
GB15565 的本部分规定了图形符号的基本术语及其定义。本部分适用于图形符号

及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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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624-2011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  2011-12-30 2012-4-1 
标准规定了服务标准化的范围、服务标准的类型、服务标准的制定、实施以及评

价和改进等内容。适用于服务标准化工作。  

GB/T 16785-2012 术语工作 概念与术语的协调  2012-12-31 2013-6-1 
本标准规定了概念、概念体系、定义、术语和术语体系协调的一般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国际术语和我国各民族语言术语的协调工作。其他术语工作也可参照使用。 

GB/T 16900-2008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总则  2008-7-16 2009-1-1 

本标准规定了图形符号的分类、标准化程序、表示规则、设计要求和注册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技术文件、设备和标志等领域的图形符号设计，尤其

是标准图形符号的设计。 

GB/T 16901.1-2008 
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1 部

分:基本规则  
2008-7-16 2009-1-1 本部分规定了设计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的基本规则。 

GB/T 16902.1-2004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原形符号  
2004-5-10 2004-12-1 

GB/T 16902 规定了设备用图形符号的原形符号的形成原则、形成指南以及设备

用图形符号的应用。本部分规定了设备用图形符号的原形符号的主要形成原因。

本部分不但包括图形（例如形状和尺寸）的涉及规则，而且包含相关文字的起草

规则。适用于以下用途的图形符号：——标识设备或其组成部分（例如，控制器

或显示器）；——指示功能状态或功能（例如，通、断、告警）——标明连接（例

如，端子、加注点）；——在包装上提供信息（例如，内容物的标识、装卸说明）；

——提供设备的操作说明（例如，使用的限制）。本部分不适用于以下领域的原

形符号：——安全标志；——图样和简图；——技术文件；——公共信息。 

GB/T 19099-2003 术语标准化项目管理指南  2003-5-1 2003-12-1 

本标准规定了术语标准化项目各阶段的设置和工作程序的管理，同时也对项目的

协调和统一作出了规定。本标准适用于术语标准化项目，包括从最初确定需要到

最终满足用户要求和期望的各个阶段。 

GB/T 19100-2003 术语工作 概念体系的建立  2003-5-14 2003-12-1 
本标准规定了术语工作中建立概念体系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术语工

作中概念体系的建设。在其他涉及概念体系建设的工作中也可参照使用。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标准化和

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2014-12-31 2015-06-01 

GB/T 20000 的本部分界定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及其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标准化及其他相关领域。本部分也可为诸如标准化基本理论研究和

教学实践提供相应的基础。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15624-2011'&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000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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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0.2-2009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采用国际

标准  
2009-6-17 2010-1-1 

本部分规定了：国家标准与相应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判定方法；采用国际标准

的方法；识别和表述技术性差异和编辑性修改的方法；等同采用 ISO 标准和 IEC

标准的国家标准编号方法；国家标准与相应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示方法。 

GB/T 20000.3-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3 部分：引用文件 2014-12-31 2015-06-01 
GB/T 20000 的本部分规定了引用文件的一般要求、方法及表述。本部分适用于在

标准中引用文件及在法规中引用标准。其他规范性文件引用标准可参考使用。 

GB/T 20000.4-2003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4 部分;标准中涉及

安全的内容  
2003-5-26 2004-1-1 

GB/T 20000 的本部分为标准起草者分析、确定并起草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容提

供指导。本部分适用于有关人身、财产或环境，或它们集合的安全（例如人身安

全，人身和财产安全，人身、财产和环境安全）。 

GB/T 20000.6-2006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6 部分:标准化良好

行为规范  
2006-9-4 2006-12-1 

GB/T 20000 的本部分提出了标准制定程序、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化得参与者及

合作方面的良好规范。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类标准化机构及从事标准化工作的人员。 

GB/T 20000.7-2006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7 部分:管理体系标

准的论证和制定  
2006-9-4 2006-12-1 

GB/T 20000 的本部分规定了：管理体系标准项目的论证和评价的指导原则，以

评定其市场相关性；制定和维护（例如复审和修订）管理体系标准的方法（过程）

的指导原则，以确保兼容性和一致性；管理体系标准的术语、结构和共有要素的

指导原则，以确保兼容性，并提高一致性和易于使用的程度。本部分适用于制定

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管理体系指导标准和管理体系相关标准的机构和起草者。本

部分不适用于实施管理体系的组织和针对管理体系进行认证的组织。 

GB/T 20000.8-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8 部分：阶段代码

系统的使用原则和指南 
2014-12-31 2015-06-01 

：GB/T 20000 的本部分规定了标准项目数据库的协调一致的阶段代码系统的使用

原则和指南。本部分适用于标准机构利用数据库跟踪标准制定项目和标准机构之

间进行标准项目的信息交换。 

GB/T 20000.9-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9 部分：采用其他

国际标准化文件 
2014-12-31 2015-06-01 

GB/T 20000 的本部分规定了采用国际标准以外的其他类型国际标准化文件的方

法，以及等同采用时国家标准化文件的特定编号方法。本部分适用于国家标准化

文件采用国际标准以外的其他类型国际标准化文件，同时可供我国其他层次的标

准化文件采用其他类型国际标准化文件时参考。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0000.3-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0000.8-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000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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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1.1-2001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术语  1988-1-2 2002-3-1 
GB/T 20001 的本部分规定了术语标准的制定程序和编写要求。本部分适用于编

写术语标准和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一章，其他术语工作也可参照使用。 

GB/T 20001.2-2001 标准编写规则 第 2 部分:符号  2001-4-9 2001-10-1 

GB/T 20001 的本部分规定了符号（含文字符号、图形符号）标准的结构和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符号标准的编写。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

编写可参照使用。非符号标准中含有符号内容的编写也可参照使用。 

GB/T 20001.3-2001 标准编写规则 第 3 部分:信息分类编码 2001-4-9 2001-10-1 

GB/T 20001 的本部分规定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本部分适用

于信息量分类编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编写；企业标准的编写可参

照使用，非信息分类编码标准中含有信息分类编码内容的章、条也可参照使用。 

 GB/T 20001.10-2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 2014-12-31 2015-06-01 

GB/T 20001 的本部分规定了起草产品标准所遵循的原则、产品标准结构、要素的

起草要求和表述规则以及数值的选择方法。本部分适用于国家、行业、地方和企

业产品标准的编写，具体适用于编写有形产品的标准，编写无形产品的标准可参

照使用。 

GB/T 20002.3-2014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第 3 部分：产

品标准中涉及环境的内容 
2014-12-31 2015-06-01 

GB/T 20002 的本部分提供了处理产品标准中环境问题的指南。本部分主要适用于

产品标准中环境内容的编写。本部分不包括作为产品生命周期特定方面的职业健

康安全或消费者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情况除外。标准起草者可在其

他指南中找到解决此类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GB/T 24421.1-2009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

基本要求  
2009-9-30 2009-11-1 

GB/T 24421 的本部分规定了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

任务和内容、管理要求。本部分适用于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 

GB/T 24421.2-2009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

标准体系  
2009-9-30 2009-11-1 

GB/T 24421 的本部分规定了服务业组织标准体系的术语和定义，总体结构与要

求，以及服务通用基础标准体系、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服务提供标准体系的构成

与要素。本部分适用于服务业组织标准体系的建立与管理。 

GB/T 24421.3-2009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3 部分：

标准编写  
2009-9-30 2009-11-1 

GB/T 24421 本部分规定了服务业组织标准编写的基本要求、标准的构成及其服

务要求的编写。本部分适用于服务业组织标准的编写。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0001.10-201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_forward.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000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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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421.4-2009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4 部分：

标准实施及评价  
2009-9-30 2009-11-1 

GB/T 24421 的本部分给出了服务业组织标准实施、标准实施评价及标准体系评

价的要求。本部分适用于服务业组织标准实施，并对标准实施和标准体系进行评

价。 

GB/T 24620-2009 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  2009-11-15 2010-1-1 

本标准为服务标准制定时如何考虑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了指导，在此基础上，可制

定任一服务活动的具体标准。本标准提供的清单可供消费者代表和其他参与标准

制定的人使用。本标准适用于服务活动的各个环节，不论是否订立正是合同或结

算。本标准也适用于公共服务和慈善服务，例如教育、医疗，在这些服务里存在

消费者、用户或参与者等服务要素，但不一定涉及支付要素。 

GB/T 28222-2011 服务标准编写通则  2011-12-30 2012-4-1 标准规定了服务标准编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适用于服务标准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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