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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06 年 1 月，为规范普通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设计与使用，确保半挂牵引

车与半挂车能够挂的上、摘得下，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

话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国家推荐性标准《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

互换性》（GB/T 20070-2006），该标准修改采用了修订后的《Road vehicles — 

Mechanical coupling between tractors and semi-trailers — Part 1: Interchangeability 

between tractors and semi-trailers for general cargo》（ISO 1726-1:2007），规定了安

装 50 号牵引装置的半挂汽车列车机械连连接的互换性，主要针对的是运输普通

货物的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为推动牵引车辆与半挂车的标准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9 年 12 月，为降低物流戚本，推动现代物流和综合运输发展，促进节能

减排，提升经济运行整体质量，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甩挂

运输发展的通知》（交运发〔2009〕808 号），以促进甩挂运输发展。为给甩挂运

输提供适用的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交通运输部在组织开展甩挂运输推荐车型遴

选、制定行业标准等相关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国家推荐性标准《道路甩挂

运输车辆技术条件》（GB/T 35782-2017），以解决现有标准限值过于宽松而导致

车辆匹配后性能不良、外廓尺寸超标等问题，形成了普通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机

械连接互换性的通用和专用标准。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相关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调整运输结构、提高运输效率、

降低运输成本，交通运输部先后发布了《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物流

业“降本增效”的若干意见》（交规划发〔2016〕147 号）等多个文件，积极推进

厢式化、模块化、轻量化等先进车型发展，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与普通铰

接汽车列车相比，低牵引座铰接汽车列车具有更大的装载容积；随着道路基础设

施的改善，运输轻泡货物比例的增加，使用低牵引座铰接汽车列车的情况将越来

越普遍，是提高载货效率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国内尚未针对低牵引座半挂牵

引车和大容积半挂车的机械连接提出互换性尺寸要求，且由于半挂牵引车与半挂

车多由不同的生产企业设计生产，给使用过程中的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的匹配带

来了较大困难，不仅会导致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不能组合，甚至导致组合后的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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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列车发生运动干涉以及车辆超长、轴荷分配不均等问题，因此急需制定低牵引

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 之间的机械连接互换性要求标准，以规范、引导

和推动大容积铰接列车的健康发展，实现货物高效运输，同时有利支撑我国货运

车辆标准化发展。因此，交通运输部于 2016 年组织开展了交通运输部标准化项

目《低耦合铰接汽车列车机械连接互换性技术要求研究》（2016-10-107），通过该

项目的研究，制定适用于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组成铰接列车的机

械连接互换性国家推荐性标准。 

此外，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还是构成欧盟模块化汽车列车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前下部安装牵引杆连接器的牵引车和中置轴挂车以及标准箱体，

通过不同的组合逻辑，能够实现多种列车的组合形式。欧盟模块化汽车列车与传

统列车相比具有更高效、更安全、更经济、更环保、更灵活、更节省道路空间的

优点，能够满足公路、铁路和海洋联运的要求，是中长途公路运输的理想选择。 

因此，在开展项目研究的基础上，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作为交通运输

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于 2016 年 8 月提出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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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标制定

计划；2018 年 5 月国标委在官网上对该标注的制定计划进行了公示，2018 年 9

月，标准计划下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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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计划编号：20181907-

T-339），归口单位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标准计划下达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组织成立

了由标准化研究项目参研单位为主的标准工作组，开展标准编写工作。 

（二）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确保标准内容制定的准确性、实用性，且充分反映实际情况、能够真正

指导牵引车辆与半挂车生产企业的设计与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合理选择和使

用车辆，最大程度的提高车辆装载容积，保证标准内容科学、合理、协调、可行，

同时也需要考虑到能够满足公路交通运输安全和管理要求。在交通运输部研究任

务下达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联合国内主要的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生产

企业、牵引车与挂车间机械连接装置生产企业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标准工作组，共

同组织开展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通过广泛调研与技术研讨等多种方式确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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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翻译国际标准，形成标准草案。标准研究项目立项后，标准工作组立即

组织对 ISO标准《Road vehicles — Mechanical couplings between tractors 

and semi-trailers — Part 2:Interchangeability between low-coupling 

tractors and high-volume semi-trailers》（ISO 1726-2:2007）进行了翻译，

并根据我国标准化管理实际情况以及国家标准 GB/T 1.1 具体编写要求，确定本

标准的采标方式为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原国际标准，并结合已经发布实施的

国家推荐性标准《道路车辆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互换性》（GB/T 20070）

对国际标准名称进行了调整，使该部分与 GB/T 20070 形成系列标准，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国家标准推荐性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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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2、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际车型应用情况。2016 年 11 月，标准工作组成员

在受邀参加国际公路运输技术论坛（IFRTT）暨第 14 届重型车辆运输技术国际

研讨会（HVTT14）期间，与来自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瑞典、英国、美国

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技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相关企业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就重型商用车辆发展现状与相关技术研究成果进行了技术交流，

深入了解世界各国为提升道路运输效率在车型方面所开展的各项研究以及最新

的研究成果，作为模块化汽车列车的重要组成部分，低位牵引座半挂牵引车和大

容积半挂车是世界各国为提升运输效率所采用的有效手段。 

3、与国际机械连接装置进行交流。标准工作组成员先后于 2017 年 1 月和

2017 年 5 月两次与 VBG 卡车装备集团总经理、中国欧盟商会以及斯堪尼亚等就

牵引车与挂车间机械连接装置技术性能与测试评价开展技术交流。在介绍我国道

路货物运输对发展大容积标准化汽车列车的迫切需求以及机械连接装置对于车

辆运行安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对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装置的结构

特点、性能特点、适用车型以及安装位置、安装要求与测试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

交流，充分了解低牵引座半挂车与大容积半挂车产品及机械连接在国外的应用情

况以及相关标准要求，为本部分标准的研究与制定提供了宝贵经验。 

4、组织专题调研，了解国内现状与需求。2017 年 6月至 7月，结合交通运

输部货运车型标准化专题调研工作，标准工作组分别以济南、合肥、深圳、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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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西安、长春、北京等 8个城市为中心集中开展了货运车型标准化会议调研

工作，此次调研共有整车及车辆配套零部件生产企业，物流企业，车辆检测机构，

政府管理机构与行业协会等单位开展；围绕货运车型标准化等领域充分听取了各

方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和大容积半挂车产品开发与实际需求

情况，了解普通铰接列车在互换性方面遇到的应用问题以及合理化建议。 

5、2017 年 11 月，为推进我国大容量铰接汽车列车的发展，实现大容量铰接

汽车列车机械连接的标准化，促进道路货物运输的节能、降本、增效，标准工作

组北京组织召开大容量铰接汽车列车机械连接互换性技术研讨会。5 个车辆生产

单位和 6 个汽车检测机构选派熟悉大容量铰接汽车列车机械连接互换性技术人

员参加了会议，对已经形成的标准草案记性深入的技术交流与研讨，进一步完善

了标准草案。 

6、2018年 5月，标准工作组集中在武汉约斯特（中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对标准草案进行了集中研讨，对已经形成的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包括

引用标准的程度、标准框架、技术描述和技术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

意见稿。 

（三）主要参加单位 

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标准计划，标准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

究院负责起草。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是全国汽车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挂车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曾制定《半挂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 23336）、《货运全挂车通用技术条件》（GB/T 17275）和《车辆运输车通

用技术条件》（GB/T 26774）、《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

值》（GB 1589）、《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道路车辆牵引车与半

挂车之间机械连接互换性》（GB/T 20070）、《半挂牵引拖台》（JT/T 1100）等几十

项汽车挂车行业国家或行业标准，在汽车挂车行业内具有较强的技术标准化实力。

相关协作单位主要包括约斯特（中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和山东德方液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是我国设计生产牵引车辆与挂车间机械连接装置的主要企业，且拥有

国际标准的制修订经验，产品产销国内外，具有非常强大的产品设计开发经验，

主要参与标准的起草，根据实际产品经验提供相关技术支撑。中集车辆（集团）

限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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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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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牵引车辆的主要生产设计厂家，产品设计与开发能力突出，在挂车与牵引车辆

开发方面示例雄厚，是较早开展相关产品设计与销售的公司之一，也是交通运输

部甩挂运输相关标准的主要参加单位，在本标准中主要根据生产设计经验，提供

测试样车，参加标准编写并提供技术支持。 

（四）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工作组成员主要对标准中涉及的相关技术细节，进行了现场调研，问卷

咨询，网络检索等方面的工作，对国外标准以及相关技术来源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对相关技术条款在国内的适用情况进行了研究。董金松、张红卫、宋尚斌、张

学礼、宗成强等同志分别负责标准组织规划、试验研究与资料翻译，并全程组织

参加标准的起草与组织研讨；杨劲松和宋冠华主要负责与牵引车辆、挂车机械连

接产品相关技术要求的验证工作，参加标准编写和研讨；宋延文、李玉生和李学

登分别从车辆角度提供技术支撑和相关验证工作，参加标准编写与研讨。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适用性与协调性原则 

本部分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修改采用了 ISO 1176-2:2007，除编辑性修改外在技

术内容上与国际标准保持了一致，并与已经发布实施的国家标准 GB/T 2007-2006

组成了系列标准，一个适用于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一个适用于大容积的道路货物

运输。同时与正在研究制定的中置轴汽车列车机械连接互换性标准、已经发布实

施的机械连接装置部件的互换性构成了我国汽车列车机械连接互换性标准，完善

了标准体系，同时由于相关标准均采用 ISO 标准体系的技术标准，因此能够确保

标准技术内容的适用性和协调性。 

2、科学性与规范性原则 

标准格式和制定程序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和相关管理规定进行编制；标准技术内容要充分

体现科学性，语言简练便于引用和使用，相关技术内容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才能

确定。为确保符合我国标准编写规范，在制定标准过程中，虽然笨部分标准与原

ISO 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等效的，但做了编辑性修改，去掉了不必要的部分，使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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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更加简练。，同时也更加科学与规范。 

3、前瞻性与引领性 

标准制定应具有前瞻性，能够充分体现引导未来技术发展方向，体现交通运

输行业对道路货物运输车辆发展与鼓励方向，积极引用国际成熟的模块化汽车列

车、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和大容积半挂车的发展与应用，共同推进我国道路运输

装备的标准化与现代化，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提升道路运输效率。 

（二）主要内容的论据 

1. 关于标准范围 

本部分标准修改采用了国际标准《Road vehicles — Mechanical couplings 

between tractors and semi-trailers — Part 2:Interchangeability 

between low-coupling tractors and high-volume semi-trailers》（ISO 1726-

2:2007），院国际标准规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为规定了低位连接的半挂牵引

车和大容量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的互换性尺寸，同时对互换性尺寸进行了描述，

主要是指包括鹅颈轮廓尺寸和与角度相关的控制尺寸，但上述内容并未包括机械

连接装置高度、标记等要求，原国际标准的内容涵盖不全，且国际标准的描述不

符合我国标准的编写要求，因此修改为标准规定的内容与后续标准实际内容，也

就是每一章的标题对应起来，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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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 GB/T 2007-2006 为一个标准的两个部分，相关标准将在后续中进

行修改。因此在标准的前沿中根据国际标准的最新版及修订版，注明本部分与已

经发布实施的 GB/T 20070-2006 标准之间的关系，GB/T 20070-2006 适用于普通

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而本部分适用于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

挂车，即与 GB/T 20070-2006 相呼应，又以示区别。 

关于适用车型上，在欧盟五轴铰接列车和六轴铰接列车具有相同的最大总质

量要求，五轴铰接列车多为二轴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的组成，以期获得更好的载

货容积与轴荷分配。因此，标准主要适用车型为二轴半挂牵引车和与之适配的半

挂车，但也不排除三轴牵引车，符合本标准要求的三轴半挂牵引车同样与半挂车

具有相同的互换性，但三轴半挂牵引车实现具有一定的技术困难，不推荐使用，

仅要求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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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换性尺寸 

1）概述 

互换性要求主要包括互换性尺寸要求和控制尺寸要求两部分。对于组成铰接

列车的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而言，其互换性主要是指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机械连

接装置的位置（高度、牵引座前置距、半挂车牵引销回转半径），从而影响汽车

列车匹配后的运行干涉，运动干涉主要包括半挂牵车与半挂车的前后倾角、侧倾

角以及铰接角，为避免干涉还应注意半挂车鹅颈部分的尺寸，上述各种要素最终

形成了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的互换性要求。 

2）牵引座离地高度。 

半挂牵引车牵引座的离地高度（见图 1）有两个状态，一个是与半挂车连接

且在半挂车满载分配到半挂牵引车上的质量满足牵引车最大设计总质量状态下

的离地高度，该高度是与半挂车匹配之后的高度，该值大小就决定了满足状态下

汽车列车的高度，是直接关系到满载状态下汽车列车通过性的关键参数，因为我

国公路隧道设计细则中不同等级公路应尽车道的高度为 4 米。另一个状态为空载

状态，也就是半挂牵引车未与半挂车组成汽车列车时的高度。测量时，需要将车

辆静止挺于水平面上，将牵引座上平面与水平面平行，测量牵引座左右两侧与水

平地面地面的距离，然后取平均值。该值既不能太大，否则将导致与半挂车匹配

后半挂车被抬得过高，不仅影响车辆的通过性，而且增加列车风阻，增加了燃料

消耗量；该值过小，导致与半挂车匹配后半挂车存在低头的情况，不利于半挂车

的质量分配，且在制动过程中可能转移到牵引上的质量过多，引起半挂牵引车超

载。因此，该值应与半挂车牵引销座板离地高度相适应，并适当的保持组成汽车

列车后半挂车稍微有抬头迹象。 

与满载状态下运输普通货物半挂牵引车的牵引座离地高度（1150 mm-1300 

mm）相比，低牵引座的半挂牵引车离地高度（900 mm～950 mm）最小值降低了

250mm，最大值降低了 350mm，调整范围缩减了 100mm，更有利于不同车辆见

的匹配。与空载状态下运输普通货物半挂牵引车的牵引座离地高度（≤1400mm）

相比，低牵引座的半挂牵引车离地高度（≤1000 mm）降低了 400mm，对半挂牵

引车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外品牌的曼恩、斯堪尼亚以及奔驰均生产销售了低牵引座的半挂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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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的主要技术特征就是使用了 355 或 315 的小轮胎，使用

全空气悬架代替钢板弹簧，并且使用了改进型的挡泥板避免与轮胎干涉，尤其是

使用了高度更低的牵引座，通过各种综合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

的设计。国内的一汽解放和重汽集团等技术领先的车辆生产企业，正在使用更低

的牵引座开发符合标准要求的半挂牵引车，以满足国内日益增加的需求。 

 

图 1  半挂牵引车牵引座离地高度 

3）半挂车前部回转半径。 

半挂车前部回转半径是指以半挂车牵引销轴中心为圆点，半挂车牵引销轴线

至半挂车前端距牵引销轴线最远点在水平面上的距离为半径，牵引销前部半挂车

的所有部分均应在该半径范围内（见图 2）。 

 

图 2  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相对位置 

为确保不停车辆生产企业生产的半挂车与半挂牵引车匹配后车辆长度满足

国家标准限值要求，新修订的《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

值》（GB 1589-2016）规定了半挂车前部回转半径要求，要求半挂车前回转半径

不应大于 2040 mm，为了保持标准的一致性，最大程度的提高车辆的装卸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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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标准的半挂车前部回转半径要求与 GB 1589 相一致。 

4）半挂车鹅颈外形尺寸。 

半挂车鹅颈外形主要是由几个平面和曲面共同组成的，该鹅颈应具有合理的

尺寸，避免尺寸过小牵引车后悬上部纵梁等装置与半挂车鹅颈产生运动干涉，鹅

颈外形应采用尽可能多的平面构成，最好均为曲面，但过多的平面和曲面会增加

产品的设计生产难度。 

与普通道路货物运输半挂车相比，大容积半挂车的鹅颈外形共有 5 个平面，

增加了 1 个平面，使鹅颈外形更为平滑，尺寸也更为合理，避免了车辆之间的运

动干涉；在半挂车前面增加了一个倾斜面，能够使半挂车与牵引车进行耦合连接

时更顺滑方面。 

5）半挂车相对于半挂牵引车的纵向倾角。 

半挂车相对于半挂牵引车的纵向倾角与牵引座自身的纵向倾角不同，由于受

车体结构的限制总体要小的多。由于半挂车与牵引车结合面设计的较低，因此需

要采用更加紧凑的牵引座以降低半挂车牵引座离地高度，因此大容积半挂车相对

于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的纵向倾角更小，前倾角ω1≤3.5°，后倾角ω2≤4.5°，

远低于普通货物运输车辆（前倾角ω1≤6°，后倾角ω2≤7°）。前倾角ω1≤3.5°，

后倾角ω2≤4.5°对应的道路最小纵坡为 6.1%。而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规定，我国道路设计的二级公路的最大纵坡为 6%，能够满足二级及以

上道路的同行，因此对于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和大容积半挂车组成的汽车列车至

少应在二级及以上的道路上才能同行。 

6）半挂车相对于半挂牵引车的侧向倾角。 

半挂车相对于半挂牵引车的纵向倾角主要针对在不同道路上行驶时的车辆

通过性，该通过性主要是指牵引车辆与半挂车不发生运动干涉。由于牵引车辆与

半挂车之间的高度差更小，牵引座相对于半挂车底盘的可活动空间更小，因此与

普通铰接列车（侧向倾角为 3°）相比，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的

侧向倾角（侧向倾角为 2°）更小，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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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侧向倾角 

7）铰接角。 

半挂车相对于牵引车的铰接角主要针对的是汽车列车在转弯行驶时车辆的

相对状态，在调头弯或倒车时尤为明显，在改种状态下组成汽车列车的两部分不

能发生干涉。在规定的铰接角度，车辆不应发生干涉共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

固定铰接角为 25°、后倾角为 4.5°两车不应发生干涉；另一种情况外，随着铰

接角的增大直至 90°时，在后倾角由 4.5°向 3°减小的过程中车辆不应发生干

涉。一动一静两种状态。 

8）驾驶室最后端与半挂车前端的最小距离。 

半挂牵引车驾驶室最后段与半挂车箱体最前端之间的距离主要是为了保持

在各种运输状态下，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不会产生运动干涉，从而造成车辆

部件损坏，该值对于普通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和低牵引座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

的要求相同，均为 80mm。 

9）半挂牵引车尾部最外侧与半挂车鹅颈最后端的最小距离。 

半挂牵引车尾部最外侧与半挂车鹅颈最后端的最小距离主要是为了保证在

各种运行状态下，半挂牵引车的底盘最外侧与半挂车鹅颈部分不会产生运动干涉，

从而造成车辆部件损坏，该值对于普通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和低牵引座牵引车与

大容积半挂车的要求相同，均为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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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车辆标记。 

由于本部分标准仅适用于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与 GB/T 

20070-2006 所适用的车辆类型不同，部具有互换性，因此为便于实际应用，避免

出现混用而导致列车行驶安全事故，因此需要对车辆进行明显的标识，以示区别。 

标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车辆类型，分为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标识

的内容就是符合的标准要求，因此对于半挂牵引车应标记：半挂牵引车 GB/T 

20070.2-L，半挂车应标记：半挂车 GB/T 20070.2-L，其中的 L 是指低位连接。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标准编写过程中，标准工作组成员深入半挂牵引车和半挂车整车设计生产企

业和机械连接装置生产企业一线进行调研，并通过标准工作组成员了解国外标准、

产品的实施情况，证明相关技术要求能够满足低位连接的半挂车牵引车和大容积

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互换性需求，能够保证车辆在二级及以上道路行驶时不发生

运动干涉。 

四、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为运输密度较低货物用的第牵引座半挂牵引车大容积半挂车的互换

性尺寸要求，不涉及产品外观与技术装置等要求，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道路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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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要求，是对现有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匹配相关标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有利于指

导和规范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生产企业的生产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和大容积半

挂车的车辆设计，有利于指导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合理选车用车，有利于道路货物

运输管理部门实现货运车辆的标准化，确保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与挂车在实现高

效运输的同时，能够实现合理匹配，确保运动不干涉。 

六、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水平差距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发修改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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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结构与编辑性修改外，本部分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国际标准 ISO 1726-2:200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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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此能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部分与 ISO 1726-2:2007 相比，技术性差异和

编辑性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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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了原 ISO 1726-2:2007 的参考书目。 

本部分与已经发布实施的《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互换性》

（GB/T 20070-2006）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对于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

接的互换性要求。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的关系 

本部分属于汽车标准体系中的推荐性标准，是整车类别中的挂车标准，应纳

入整车及列车板块中。 

本部分修改采用了国际标准 ISO 1726-2:2007，属于匹配连接互换性标准，与

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均相互协调，不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内容。由于

与 GB/T 20070-2006 构成半挂牵引车与半挂车之间机械连接装置互换性要求体系，

且本标准在前言中已经明确与 GB/T 20070-2006 的权属关系，因此建议本标准发

布实施后对 GB/T 20070-2006 进行修订，以符合我国标准管理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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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九、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由于目前我国对低牵引座半挂牵引车与大容积半挂车的开发、设计与使用尚

处于初始阶段，标准的作用更多的是引导车辆生产企业按照本部分要求进行设计

与生产车辆，因此建议将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部分的提出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归口管理标委会为全

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具体属于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挂车分技术委员会，

适用对象主要是半挂牵引车生产单位和挂车生产单位以及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

企业，因此相关内容的实施，需要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委的

统一协调下开展，以便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推广。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