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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4780《汽车车身术语》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标准制定背景及任务来源 

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 4780-2000《汽车车身术语》自颁布以来，

在车身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该标准的现有版本标龄过长，迄今

已近 20 年了，而这 20 年正是中国汽车行业高歌猛进，飞速变化的

时期。伴随着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汽车车身领域的新技术、新材

料乃至新的设计方法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车身造型、车

身色彩、车身虚拟设计、车身连接、车身内饰件等术语都未涉及， 

GB/T 4780-2000 已远远不能囊括与涵盖车身领域日益增加的新名

词与术语。同时该标准中的英文术语存在不准确的部分，部分英文

术语为中式英语，不利于标准的国际化使用，也不利于高校等科研

院所在汽车人才培养方面的使用。 

鉴于此，综车身分标委【“十二五”计划标准规划】终，将GB/T 

4780-2000纳入了修订计划，并启动了该标准的修订工作， 2016年，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汽车车身术语”标准的修订计划，计划

编号为20160560-T-339，完成年限为2018年。 

标准修订计划下达以后，车身分标委秘书处迅速组建标准修订

工作组，共同参与该标准的研究与修订工作。 

工作组成员单位为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凌云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

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解放商用车设计院、上海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品研发院、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等整车、零部件、认证管理机构。 

二、 主要工作过程   

1、 标准前期研究 

2012年-2013年，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梳理2000版标准内容，

收集、整理车身领域新出现的术语，研讨标准框架，形成标准草案

（V0），东风汽车公司集团内部，多次组织乘用车、商用车、客车用

车身术语等专题讨论，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标准草案（V0）,形成

标准草案（V1），并提交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2、 标准立项 

自2014年开始，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车身分技术委员会组织业

内相关单位，联合开展了GB/T4780-20XX《汽车车身术语》修订的

前期研究工作，在东风汽车公司的标准草案（V1）基础上，编制完

善了相关立项申请材料。 

2015 年，车身分标委秘书处向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

立项申请。 

2016 年 3 月通过工信部立项答辩，同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下 达 了 “ 汽 车 车 身 术 语 ” 标 准 的 修 订 计 划 ， 计 划 编 号 为

20160560-T-339。 

3、 工作组工作过程 



3.1 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2017 年 5 月 24-25 日，工作组在武汉召开 GB/T4780 -201X 

《汽车车身术语》标准修订第一次会议 ，此次会议对立项工作进行

了介绍，对工作组工作作出了安排，讨论了《汽车车身术语》V1 版

草案，搭建了修订框架（见附图 1），对后续工作作拟定了计划，明

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和内容。 

附图 1：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框架 

 

 

 

 

 

 

 

 

 

 

 

 

 

本次会议由工作组成员单位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承办，共有

来自 15 名来自工作组成员单位的代表参见会议。 



3.2 第二次工作组会议 

2017 年 8 月 22-24 日，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湖北随州召开，

主要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回顾介绍 ；对 GB/T 4780-201X《汽车车

身术语》 (草案 V2 版)逐条审查，重点确定术语、名称、数量及适

用范围 ；调整了《车身术语》技术框架（见附图 2）；参会代表对

后续工作达成共识： 

——需做好与其它相关标准的统筹协调； 

——适当引用既有标准成果 ，并充分考虑车身领域未来新技

术、材料工艺，在保证标准内容科学严谨的基础上，兼顾车身领域

未来发展及先进技术 ； 

——工作组成员单位注意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如湖北齐星车

身股份有限公司可在标准中重点关注“专用车 ”、“特种车等。 

附图 2：第二次会议讨论修改的框架 

 

 

 

 

 

 

 

 

 



 

 

本次会议由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共有来自

16 名来自工作组成员单位的代表参见会议。 

3.3 第三次会议 

2017 年 11 月 23-24 日，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厦门举行，会议

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汽车车身术语》(草案 V3 版)800

多个术语进行讨论，重点确定术语英文名称、术语中文定义；统一

各单位配图规范；要求图为黑白线框图，轮廓线条简洁，只突出要

描述的零件，引线朝一个方向倾斜，不能交叉；字体为宋，小 5 号

字。对《车身术语》后续工作组各单位任务作出安排： 

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1 

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纪要及其相关材料 1、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2、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 

完善标准文本，按照“从大到小”、“点-线-面”的逻辑关系重新排

序 

1、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车身分标委

秘书处 

 

3 

配图：黑白线框图，轮廓线条简洁 

只突出要描述的零件，引线朝一个方向倾斜，不能交叉。 

字体：宋体 

字号：小五号字 

1、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2.工作组全体成员单位 

4 “车身造型”、“车身色彩”、“虚拟设计”类术语中文解释和英文名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称确认 

5 

“车身辅料”类术语中文解释和英文名称确认 1、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2、一汽解放商用车设计院 

6 

召开工作组第四次会议 

 

1、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2、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3、工作组各成员单位 

7 

完成工作组工作汇报文件（在车身分标委年会上通报标准修

订进展情况） 

 

1、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8 

完成标准草案 V4 版 1、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工作组成员各单位. 

3、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9 

完成标准征求意见文件（V1）版： 

1、 标准征求意见稿 

2、 标准编制说明 

1、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2、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3、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10 

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等文件提交全标委网站和车身

分标委委员征求意见 

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11 

召开第五次工作组会议。 1、车身分标委秘书处 

2、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3.工作组各成员单位 

本次会议由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承办，共有来自 19

名来自工作组成员单位的代表参见会议。 



3.4 第四次会议 

2017 年 12 月 14 日，工作组第四次会议上海召开，重点对《汽

车车身术语》(草案 V4 版) “车身造型”、“车身色彩”、“虚拟设计”等新

增术语及 800 多个术语英文名称和术语中文描述等做了详细讨论， 

本次会议由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承办。 

3、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标准修订的原则是遵循以下几个方面： 

——单一性∶在创立新术语之前应先检查有无相同或相近的术语，如

有，则选择能较好满足车身领域要求的为本标准的术语。 

——简明性∶信息交流要求术语尽可能的简明，以提高效率。 

——稳定性∶使用频率较高、范围较广，已经约定俗成的术语，没有

重要原因，即使是有不理想之处，也不宜轻易变更。 

——规范性∶要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用字遣词，务求不引起歧义，

不要带有褒贬等感情色彩的意蕴。 

4、本标准与 GB/T 4780－2000 的主要差异有： 

a) 修改了术语的分类方式： 

将术语的分类方式由“设计术语”、“结构术语”、“零部件术语”、“附件

术语”。修改为 “设计术语”、“结构术语”、“零部件术语”。并将“设计术语”

分为“车身类别”、“车身区域”、“车身功能界面”、“车身功能系统”、“车身造

型”、“车身色彩”、“车身虚拟设计”、“车身连接”。 

将“零部件术语”分为“车身结构件”、“开闭件”、“外部装饰件”、“内部

装饰件”、“车身电器”、“车身装备件”、“车身附件”、“车身辅料”。 



b) 新增了 

设计术语、结构术语、零部件术语的部分术语。 

c) 修改了 

设计术语、结构术语、零部件术语的部分术语。 

d) 修改了术语 

适用车型的表达方式，将术语适用车型由 A、B、C 修改为 M1、

M2、M3、N 类。 

5、采用国际标准   

采用了 ISO、SAE 等相关术语。 

6、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统一，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9、贯彻标准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10、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标准实施后废止 GB/T 4780-2000 

11、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