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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大件运输特殊要求》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根据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下发的《关于征集 2022 年度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

会团体标准项目的通知》，由南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牵头，林森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电工时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向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申请立项并参与

编制《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大件运输特殊要求》团体标准。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储能是解决新能源发电和负荷用电时空不匹配的最佳调节手段，它能够将电力生产和消

费在时间上进行解耦，使得传统实时平衡的“刚性”电力系统变得“柔性”。储能通过随时

存储和释放能量的方式，可为电力系统提供可靠、高效、安全以及优质的服务。在电力领域，

新能源从增量替代逐渐开始存量替代。大容量的电化学储能设施的需求激增，继而出现了以

锂电池为主体的大型电化学储能舱的运输需求。

锂电池组按照我国《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2012）属于第 9 类危险货物，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是采用集装箱，将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交直流转换装置、热管理系统，

以及消防系统等集成安装于箱内，具有集成度高、单位面积能量高、运输方便且易于安装等

优点，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应视为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因舱内具有 9 类危险货物，因此其运

输应遵循《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同时，电

化学储能系统又属于电力设备范畴，其运输应适用《电力大件运输规范》（DL/T 1071）相关

要求，随着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规格尺寸越来越大，部分型号的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车货总规格

业已达到大型设备运输范畴，根据其不同的规格尺寸，对于超过《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

及质量限值》（GB 1589）的设备设施，应按照《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的要求进

行运输，因此电化学储能系统舱需要遵守“9类危险货物+电力设备+大型物件”的多重运输

要求。

目前已知的涉及电化学储能系统运输的标准规范，仅为《电化学储能系统方舱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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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EC 175-2018）、《电化学储能系统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T/CNESA 1002-2019），

但内容仅仅是存在于运输试验阶段及简单的运输要求，因此急需对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这一特

殊货物的特殊要求制定一部相应的运输标准规范进行补充，以确保含有 9 类危险货物的大型

物件（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的安全高效、合法合规的公路运输，为新能源的发展和“双碳”

目标做好安全运输的保障。

三、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原则、技术内容的依据

1、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起草。

2、本文件规定了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的术语和定义、规格、承运人的特要求、前期准备

阶段、组织实施阶段、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的交付验收等，针对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大件运输的

特殊要求，确保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在大件运输中的安全。

3、本文件主要针对超过 GB 1589 锂电池储能系统舱的大件运输的特殊要求。在运输过

程中除应遵循 JT/T 617 及 DL/T 1071 规定的要求外，应遵循本文件。其它类型的电化学电

池储能系统的大件运输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4、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其随后所有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6944-2012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8897.4 原电池 第 4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GB 12463-200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3392-2005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 21966-2008 锂原电池和蓄电池在运输中的安全要求

GB 28644.1-2012 危险货物例外数量及包装要求

GB 28644.2-2012 危险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求

JT/T 617-201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DL/T 1071-2014 电力大件运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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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EC 175-2018 电化学储能系统方舱设计规范

T/CNESA 1002-2019 电化学储能系统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T/APD 0001-2019 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规范

QGDW 1886-2013 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典型设计规范

5、同时，本文件参考了下列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3 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52 号

[4]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 1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4号公

布，2011 年 2 月 16 日国务院第 144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根据 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5]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

管理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9 年第 29 号

[6]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 号

[7]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

[8] T/APD 0001-2021 大件物流企业运输安全管理规范

6、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按外形和质量可分为三级，按其长度、宽度、高度，以及质量四

个条件中级别最高的确定。具体划分见表 1。

表 1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规格

型号 长度

m

宽度

m

高度

m

质量

t

一级储能舱 12.2~16 2.55~3.0
2.9~3.2 36~85

二级储能舱 16~24 3.0~3.75

三级储能舱 ＞24 ＞3.75 ＞3.2 M＞85

注：上限或下限包含本数

7、承运人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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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大件运输的承运人应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取得《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具备有关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范围，具备

相关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范围，企业信用良好。

（2）拥有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9 号）要求的

运载设备，并按照 GB 13392-2005 中附录 C的要求悬挂标志。

（3）具备与运输的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性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驾

驶人员、装卸人员、押运人员、护送人员、应急处置人员），并取得相应资格证明。

（4）配备与运输的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性质相适应的安全标准化制度、安全防护、环境

保护、消防设施设备、应急救援器材。

8、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接收的特殊要求

承运人接收时应检查每个提交运输的包装箱是否标明了以下信息见图 1，以及第 9 类危

险品标识见图 2：

a) 内装锂电池；

b) 应小心装卸；

c) 如有损坏，应进行隔离检查，重新包装；

d) 联系电话（以便询问）。



5

图 1 储能系统舱包装标志示例

图 2 第 9类危险品标识

9、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起吊特殊要求

无论舱体集装箱处于任何一种工况状态下，托运人应保证舱内货物应紧密堆码并栓固，

以防止在舱体集装箱的装卸和运输的动态状态下导致货损，保证储能系统整体适合道路运输

和吊装操作。

（1）起吊

储能系统舱应采用吊具顶吊、吊索顶吊和吊索底吊的起吊方式，实际运用中应根据不同

舱体箱型，采用允许的起吊方式；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起吊，在舱体起吊前均应检查，保证紧

固箱体的栓固装置处于开启状态。

（2）吊具顶吊

使用舱体集装箱专用吊具通过顶角件的顶孔起吊集装箱，起吊力垂直；起吊装置应与箱

体正确连接，连接装置应仅作用于角件。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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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舱体吊具顶吊

（3）吊索顶吊

使用非垂直力从四个顶角件起吊舱体集装箱；起吊装置应与箱体正确连接，吊钩应由里

向外勾挂。吊索具规格和角度应满足相关吊装规范要求。见图 4、图 5

图 4 舱体吊索顶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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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吊钩由里向外勾挂

（4）吊索底吊

用吊索从四个底角件的侧孔起吊舱体集装箱，吊索底端连接装置仅与四个底角件连接，

并且起吊力距角件外表面的距离应不大于 38mm，见图 6。起吊装置应与箱体正确连接。见图

7。

图 6 起吊力距角件外表面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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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舱体吊索底吊

舱体集装箱的起吊夹角α，应不小于下表的最小值。见表 2。

表 2 舱体集装箱的起吊夹角数值

舱体集装箱型号 起吊角α，最小

40 英尺箱 30°

30 英尺箱 37°

20 英尺箱 45°

10 英尺箱 60°

10、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绑扎加固特殊要求

（1）在公路运输时，舱体集装箱主要受到运输加速度产生的作用力，为防止集装箱产

生移位和倾覆，从而导致人员伤害或货物损坏，在运输前需要对集装箱进行绑扎加固，集装

箱的运输绑扎加固主要通过栓固定底角件来完成，角件强度应与集装箱重量和响应规范要求

匹配。

（2）运输车辆的运载面应提供栓固和绑扎舱体集装箱的转锁、索链、拉杆、钢丝绳等

系紧、栓固装置，通过栓固装置，将舱体集装箱与运输车辆固定为整体。

11、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运输特殊要求

（1）运输前应当对车辆的灯光、制动、转向、传动系统进行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

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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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启运检查：出车前检查内容应包含车辆性能检查、运营证件的检查、货物质量检查

及绑扎警示检查，启运检查发现不合格及时整改，否则不予出厂；

b）途中检查：运输途中停车时应开展检查，着重检查车辆性能、监测仪表数据、绑扎

紧固情况，货物完好情况。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

c）抵达检查：车辆抵达目的地后，向货物交接人交接前检查货物完好性，不得将质量

缺陷货物进行交付。

（2）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绑扎固定后，应在货物超宽、超长部位设置警示灯带、警示灯、

反光条等警示材料，同时在货物表面悬挂明显安全警示标志，提醒社会车辆远离大件货物。

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剧烈振动、撞击、倾斜或倒置。

（3）运输途中宜保持匀速行驶，应避免快速起步、急剧转向和紧急制动。运输途中执

行防御性驾驶，遵守“预估风险、放眼远方、视野环回、留有余地、引人注意”驾驶原则。

运输过程中，电池应断电隔离，以防发生短路、着火等风险。灭火系统应符合 T/CEC 175—

2018 的规定。

（4）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行驶运输限速要求，按照道路等级来划分，即：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二级公路，以不超过 80km/h 的速度行驶；三级公路，以不超过 36km/h 的速度行驶。

按照《超限运输通行证》中规定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不得随意变更。运输途中应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行车规范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5）运输途中，驾驶人员不得随意停车。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

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设置警戒带，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6）驾驶人员连续驾车达到 4 小时需要在能保证货物安全的区域（服务区、车流量小

的宽阔道路）停车临时休息，不得疲劳驾驶，驾驶人员当天累计驾驶时间不得超过 8小时。

（7）押运人员应熟悉所运危险货物特性，并负责兼管运输全程。运输途中应经常检查

货物装载情况，防止货物脱落、丢失以及燃烧、爆炸、泄漏等，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8）三级储能舱应按照道路大件运输护送方案，执行道路大件运输护送。道路大件运

输护送车辆应全程开启示警灯，适时使用车用电子警报器，并与大件运输专用车辆形成整体

车队，通过对讲机、电话、车载通讯设备等通信设备，保持实时、畅通的通讯联系。护送途

中的管理要求应符合 T/APD 0001-2019 的规定。

（9）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生燃烧、爆炸、污染、中毒或者被盗、丢失、流散、泄漏等事

故，驾驶人员、押运人员、护送人员、应急处置人员等应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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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根据应急预案和《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要求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事故发生地公

安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本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报告。《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按照

JT/T 617.5-2018 中附录 D 给出的安全要求进行应急预案。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接到事故报告

后，应当按照本单位危险货物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和环境保护、卫

生主管部门报告。

12、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装卸特殊要求

（1） 当货物需要装卸时，应当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卸管理人员的

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行。

（2） 应按照来自实践经验的正确方法，以使货物作用在舱体集装箱上的力不超过集装

箱的设计载荷；同时，装卸货物的设备施加在舱体集装箱的力，应不超过集装箱的设计载荷。

（3） 货物应分布于整个舱体集装箱，以保证中心尽可能位于中心位置并尽可能降低，

避免出现以下情况：

a) 避免过分倾斜；

b) 避免舱体集装箱或装卸设备超载；

c) 避免车辆轴载超限；

d) 避免车辆的稳定性不够；

e) 避免出现不允许的载荷集中；

（4）应小心装卸舱体集装箱，粗暴装卸会导致电池短路或损坏，从而使电池泄露、破

裂或者着火、爆炸。

四、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其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文件参考了 ISO/TR 15067:1997 系列 1 集装箱——装卸和栓固

五、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强制性标准符合性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符合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相关的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六、重大技术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的说明；

无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属于行业协会团体标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在会员中约定采用。

八、实施和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可作为行业标准实施。本标准发布后，由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负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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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中约定采用，并供社会自愿采用。各部门、各机构、各地方在制定政策、标准等工作中

可参考本标准。通过本标准实施，将有效地促进大件物流标准规范化和专业化，保障大件物

流健康有序地发展。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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