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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20070 《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互换性》分为两个部分： 

——第 1 部分：普通货物运输的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 

——第 2 部分：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 

本部分为 GB/T 20070 的第 2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ISO 1726-2:2007《道路车辆 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车 第 2 部分：

低位连接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互换性》。 

本部分与 ISO 1726-2:2007 相比，技术性差异如下： 

——第 1 章修改为“GB/T 20070 的本部分规定了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和大容积半挂车之间机械连

接的互换性尺寸、控制尺寸和标记。本部分适用于二轴半挂牵引车和与之匹配的半挂车，三轴半挂牵引

车可参照执行。”，以符合 GB/T 1.1 的要求。 

本部分与 ISO 1726-2:2007 相比，编辑性修改如下： 

——修改标准名称为《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互换性 第 2部分：低牵引座半挂牵

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 

——删除了原 ISO 1726-2:2007的前言； 

——使用“GB/T 20070 的本部分”代替“ISO 1726的本部分”； 

——增加了“目次”； 

——增加图 2中了 X的说明； 

——增加了图 2b）中 r2和 r3的标注； 

——删除了原 ISO 1726-2:2007的参考书目。 

本部分不涉及专利。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约斯特（中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山东德方液压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集车辆（集团）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董金松、张红卫、宋尚斌、张学礼、宗成强、杨劲松、宋冠华、宋延文、李玉

生、李学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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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互换性 第 2 部分：低牵引

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 

1 范围 

GB/T 20070 的本部分规定了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和大容积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的互换性尺寸、控

制尺寸和标记。 

本部分适用于二轴半挂牵引车和与之匹配的半挂车，三轴半挂牵引车可参照执行。 

2 互换性尺寸 

2.1 最大载荷状态下半挂牵引车牵引座离地高度 

最大载荷状态下，半挂牵引车的牵引座结合面离地高度h应为900 mm～950 mm（见图1）。 

 

图 1  半挂牵引车牵引座离地高度 

2.2 与半挂车脱开状态下半挂牵引车牵引座离地高度 

与半挂车脱开状态下，半挂牵引车的牵引座结合面离地高度h应不超过1000mm。 

2.3 半挂车前部回转半径 

半挂车前回转半径r1应不超过2040mm（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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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L4——两旋转圆柱面之间的距离（见3.4 a）； 

L5——旋转圆柱面和旋转圆锥面之间的距离（见3.4 b）； 

r1——半挂车前部回转半径（见2.3）； 

r3——以牵引销中心和半挂车鹅颈较低部分的距离形成的半径（见2.4 d）；  

ω1——前倾角； 

ω2——后倾角； 


——铰接角； 

X点——位于相对于半挂车对称平面的测量点，在牵引座上方距接合面80mm，与半挂车最前端的距离大于等于

80mm。 

图 2  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之间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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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鹅颈外形 

2.4.1 鹅颈由多个不同平面组成的表面和一个连接两个平面的旋转表面组成，各表面之间应平滑过渡，

如图3所示。各平面及旋转表面确定如下： 

a) 第一个平面（AB），垂直于牵引销轴线的水平面，长度为L1，宽度与半挂车宽度相同，到与

如b）所述第二个平面的相交点截止； 

b) 第二个平面（BC），宽度与半挂车宽度相同，与第一个平面的夹角为γ1，到与如c）所述第三

个平面的相交点截止； 

c) 第三个平面（CD），宽度与半挂车宽度相同，与第一个平面的夹角为γ2，到与如d）所述旋转

表面的相交点截止； 

d) 一个旋转表面，由垂直线段EF和介于第三个平面与垂直线段之间的以r2为半径的一段圆弧DE

构成旋转曲线，以r3为半径，绕牵引销轴线旋转而成，各表面应连续； 

e) 第四个平面（AU），位于半挂车前端且与半挂车牵引销轴线垂直的水平面，长度为L3，宽度

与半挂车宽度相同，到与水平面夹角为α的倾斜面（UV）的交点截止；最前端点（V）不应超

出以牵引销轴线为中心2040mm为半径旋转而成的垂面。 

2.4.2 鹅颈外形由下列参数确定： 

——第一个平面的长度，L1=500mm； 

——第一个平面和第二个平面的长度之和，L2=1350mm； 

——第四个平面的长度，L3=1800mm； 

——第三个平面与鹅颈垂直线段之间的圆弧半径，r2=450mm； 

——以牵引销轴线与鹅颈垂直线段距离形成的旋转半径，r3=2100mm； 

——第二个平面和第一个平面的夹角，γ1=1°； 

——第三个平面和第一个平面的夹角，γ2=7°； 

——水平面和倾斜面的夹角，α≥3.5°； 

——以r2为半径的圆弧中心由上述尺寸确定。 

 
a）构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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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三维视图 

说明： 

L1——第一个平面的长度（AB）； 

L2——第一个平面和第二个平面的长度之和（AB和BC）； 

L3——第四个平面的长度（AU）； 

r1——半挂车前回转半径； 

r2——圆弧半径（DE）； 

r3——以牵引销轴线与鹅颈垂直线段距离形成的旋转半径（EF）； 

α——水平面和倾斜面的夹角； 

γ1——第二个平面（BC）和第一个平面（AB）的夹角； 

γ2——第三个平面（CD）和第一个平面（AB）的夹角。 

图 3  优化的鹅颈外形 

3 控制尺寸 

3.1 半挂车相对于半挂牵引车的纵倾角 

半挂汽车列车直线行驶时，半挂车相对于半挂牵引车的前、后倾角（见图2）在满足下列要求时，

与半挂牵引车（铰接件除外）不应相互接触： 

——前倾角  ω1≤3.5°； 

——后倾角  ω2≤4.5°。 

注：测量ω1和ω2时，牵引座结合面应处于水平位置。半挂牵引车应处于最大载荷状态，并停在水平面上。 

3.2 侧倾角 

当半挂车相对于半挂牵引车底盘的侧倾角δ（见图4）应不大于2°时，半挂牵引车底盘与半挂车之

间应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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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侧向倾角 

3.3 铰接角 

3.3.1 在汽车列车状态下，当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的铰接角φ（见图2）为25°、后倾角ω2为4.5°时，半

挂车与半挂牵引车的轮胎或挡泥板等部件应无干涉。 

3.3.2 在汽车列车状态下，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的铰接角应能达到90°，且铰接角从25°向90°增加时，

同时后倾角从4.5°向3°减小时半挂车与半挂牵引车的轮胎或挡泥板等部件应无干涉。 

3.4 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的自由空间 

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之间的自由空间（见图2）应满足下列规定： 

a) L4是两个旋转圆柱体之间的距离，两者都以牵引销轴线为轴线，一圆柱体半径为r3（鹅颈较低

部分），另一圆柱体半径则是包含半挂牵引车后部所有零部件的最小半径，L4应大于等于

100mm。 

b) L5是一旋转圆柱体（其轴线即牵引座联结轴线）与一个有着相同轴线的圆锥体表面之间的水平

距离，旋转圆柱体的半径为r1=2040mm。圆锥体表面（不应与位于牵引座水平面上方半挂牵引

车的任何点干涉）相当于由半挂车厢体向半挂牵引车前部倾斜4°的直线形成，该表面上的X

点位于相对于半挂车的对称平面，在牵引座上方距接合面80mm，X点处L5应大于等于80mm。 

4 标记 

符合本部分的半挂牵引车应标记为：半挂牵引车  GB/T 20070.2-L；符合本部分的半挂车应标记为：

半挂车  GB/T 20070.2-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