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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使用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符合《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定义的叉车在使用安全管理方

面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厂厂区、物流园、港口或码头等场所使用的叉车使用安全管理，非《特种设

备目录》范围内的叉车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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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8.1-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GB 5768.2-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 

GB/T 2893.5-2020  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GB/T 26560-2011 机动工业车辆 安全标准和危险图示 通则 

GBT 31523.1-2015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1部分：标志 

GB/T 2893.5-2020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GB 19854  爆炸性环境用工业车辆防爆技术通则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作业环境  working  environment 

叉车在通行、临时停放、装卸、搬运等运行与作业的区域。 

3.2 爆炸性环境  explosion-proof environment 

作业环境中有防爆等级要求的作业场所。 

3.3 冶炼环境  metallurgy environment  

作业环境中用焙烧、熔炼、电解等方法从矿石中提取金属的作业场所。 

3.4 安全设施 safety  facilities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将危险有害因素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以及预防、减少、消除危害所配备的装

置（设备）和采取的措施。分为：预防事故设施、控制事故设施、减少与消除事故影响设施。 

4   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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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机构设置 

使用叉车等特种设备（不含气瓶）总量50台（含本数）以上的使用单位，应当根据特种设备

的类别、品种、用途、数量等情况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落实安全责任人。 

4.2 人员配备 

4.2.1 主要负责人 

使用单位的实际最高管理者是叉车安全使用的主要负责人，对叉车的安全负总责。 

4.2.2 安全管理人员 

4.2.2.1 安全管理负责人 

叉车使用单位应当配备安全管理负责人，按照本规则4.1的要求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使用单位

安全管理负责人应当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4.2.2.2 安全管理员 

使用叉车等特种设备（不含气瓶）总量20台（含本数）以上的使用单位应配备专职安全管理

员，并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此外的使用单位可以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应包括以下内容： 

a)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组织编制并适时更新叉车安全管

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b)建立作业人员管理档案，执行持证上岗要求，定期组织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及相关人员

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并作出记录； 

c)建立和完善叉车安全技术档案，编制定期检验计划并落实定期检验的报检工作，办理叉车使

用登记和变更手续； 

d)组织实施叉车的日常维护保养、自行检查、全面检查并作出记录； 

e)组织制定叉车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并作出记录； 

f)发生事故时按照应急救援预案及时报告，组织救援，协助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g)纠正和制止叉车操作人员及作业区内相关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h)对叉车使用状况进行日常检查和保养，发现问题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

并立即报告主要负责人。 

4.2.3 操作人员 

叉车操作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作业时应随身携带《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禁止违章作业，防止造成事故伤害。 

操作人员的职责包括以下内容： 

a)熟练掌握所驾驶叉车的安全性能； 

b)出车前按照安全检查要求进行叉车检查，确认周围环境安全或鸣号后方可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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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使用单位规定的作业区进行作业，行驶中遵守操作规程和作业环境中安全标识，拒绝违

章指挥；装载物过高存在遮挡视野的安全隐患时，应倒车行驶或在有人指引的情况下正向行驶； 

d)收车后应进行检查、清洁，确保叉车保持完好的安全状况，填写运行记录和交接班记录； 

e)参加应急救援演练，掌握相关的基本救援技能；叉车运行不正常时，按照操作规程采取有

效措施保证安全； 

f)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立即向现场安全管理员和单位安全管理

负责人报告，当事故隐患或其他不安全因素直接危及人身安全时，停止作业并且在采取可能的应

急措施后撤离作业现场。 

4.2.4 维护人员 

维护人员的职责是做好叉车的日常维修保养，只允许有资格的授权人员按照制造商的规定进

行保养、维修、调整和检查车辆。经制造商授权的叉车维修人员维修的叉车质量安全由制造商负

责。  

4.2.5 相关人员 

除安全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外，与叉车作业相关的人员还包括辅助作业人员和非

工作需要进入作业区内的人员，使用单位对相关人员的安全管理要求应包括： 

a)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确需进入作业区的相关人员，应由使用单位安全管理部门进行

专项安全教育后方可准入； 

b)进入作业区的相关人员，应与叉车及装载货物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任何人不可手扶装载

货物，以免倾倒发生危险； 

c)无论叉车起升部件有无载荷，任何人不应在起升部件下站立或通过； 

d)除专用叉车规定外，叉车不得搭载乘客，任何人不得在起升部件或货物上站立。 

4.3  使用单位 

4.3.1 安全管理 

叉车的安全管理，包括明确管理部门和相关责任人员，制定岗位职责等管理制度，编制操作

规程、日常检查程序和检查表，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事故应急演练，制定叉车定期检验

计划等。 

4.3.1.1 安全管理制度 

使用单位应建立叉车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a）岗位责任制：包括安全管理机构（如有）的职责，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

人员岗位责任制度，交接班制度，巡回检查制度等； 

b）隐患自查制度：包括安全检查制度，事故隐患收集、查找、上报和整改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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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急救援制度：包括应急指挥机构与职责分工，设备危险性评估制度，应急救援预案，应

急队伍及装备，应急演练及救援措施，事故报告处理制度等。 

4.3.1.2 安全操作规程 

操作规程是使用单位为保证叉车正常运行制定的具体作业指导文件和程序，其内容和要求应

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和设备的具体特性，符合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的要求，一般包括：操作技

术要求、安全要求、操作程序、禁止行为等。 

4.3.1.3 服务外包单位安全管理 

使用单位可以委托有能力和资质的服务单位对其叉车进行全面安全管理，并对受委托单位进

行安全、服务和质量的监督。双方应以书面协议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受托人履行使用单位义务

的部分，应承担相应责任。 

4.3.2  叉车购置 

使用单位应根据使用工况、使用频率、载荷状态和工作环境等要求选择适应的叉车，在防爆

场所使用的叉车，应根据防爆等级选用防爆叉车。应采购取得生产许可的叉车，禁止采购国家明

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叉车。应查验和保存产品出厂时附有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

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等相关技术资料。 

使用单位购置的进口叉车应符合我国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并经检验合格，随附的安装及维

护保养说明、产品铭牌、安全警示标志等技术资料或文件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并提供中文版本。

叉车的销售代理商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能力。 

4.3.3 叉车租赁 

4.3.3.1 叉车制造单位或运营单位不得对外出租以下类型的叉车： 

a) 未取得生产许可制造的叉车； 

b) 国家政策明令淘汰和报废的叉车； 

c) 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维护保养的叉车； 

d) 未经取得核准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叉车。 

4.3.3.2 叉车承租单位不得承租未办理使用登记或检验不合格的叉车。 

4.3.3.3 叉车在出租期间的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义务由承租单位负责，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 

4.3.4  改造、修理 

4.3.4.1 使用单位应选择具有相应许可资格的单位实施叉车改造，督促叉车改造单位到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告知，改造后申请首次检验，首检合格并且变更使用登记后方可投入使用。 

4.3.4.2 使用单位应选择具有相应许可资格的单位实施叉车修理，要求叉车修理单位对修理后的

叉车自检并出具自检报告，自检报告应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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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检验 

4.3.5.1首次检验 

叉车使用单位应当在新购置或改造后的叉车投入使用前或使用后30日内，向特种设备检验机

构申请首次检验，并取得特种设备使用标志和车牌。 

4.3.5.2 定期检验 

叉车使用单位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叉车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

备检验机构申报定期检验，向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提供相关资料和必要的检验条件，对提交的

资料真实性负责。 

4.3.6 使用登记 

使用单位应在叉车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

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叉车跨原登记机关行政区域使用时，使用单位或叉车产权单位应在投入使用前告知设备所在

地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4.3.7 报废 

叉车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它报废条件，

使用单位应依法履行报废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其使用功能，并向原负责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证注销手续。 

前款规定报废条件以外的叉车，达到设计年限15年以上，需要继续使用的，建议委托特种设

备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性能评估，采取加强检验、检测和维护保养等措施确保使用安全。 

4.3.8 叉车管理 

4.3.8.1 安全技术档案 

使用单位应建立叉车的安全技术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a)叉车的使用登记证书； 

b) 叉车的主要设计图样、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保养说明、改造修理等相关技术资料

和文件； 

c) 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d)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e) 叉车及其附属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记录； 

f) 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4.3.8.2 安全性能要求 

叉车的安全性能和技术参数，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的要求。 

4.3.8.3 车身标志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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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出厂产品铭牌、安全警示标志及其说明外，使用单位还应将定期检验标志和使用登记标

志张贴在叉车的显著位置。 

4.3.8.4 自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使用单位应对使用的叉车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并对叉车的安全附件、安全

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检修。自行检查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作出记

录。 

4.4  作业环境 

4.4.1 场（厂）内道路 

场（厂）内道路的平纵断面设计应符合GBJ 22的有关规定，并保持路面平整、路基稳固、边坡

整齐、排水良好以及完好的照明设施。 

4.4.2 作业场地照明 

叉车作业场地不应仅依靠叉车自身照明进行作业，使用单位应为叉车的作业区域和作业场地

设置照明，作业场地的照明设置应满足GB 50034 的要求。 

4.5  特殊作业环境 

4.5.1 防爆环境 

4.5.1.1 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区域或贮存仓库区，应根据安全生产的需要，将道路划分为限制

通行或禁止通行的路段，并设置安全设施。 

4.5.1.2 在防爆环境作业的车辆应满足相应防爆等级要求。  

a）进入防爆环境作业的车辆应符合GB 19854要求； 

b）进入易燃易爆场所作业，车身应喷涂““EX””字样或标识； 

c）运送易燃、易爆物品的专用叉车，应备有消防器材和相应的安全措施。排气管应安装在车

前，尾部应可靠安装接地链。 

4.5.2 冶炼环境  

根据钢铁企业使用的叉车特殊要求，应在规定的道路和作业环境设立明显的安全设施标识，

参与作业的叉车道路宜与普通车辆道路分开。载运炽热物体应使用专用叉车，其安全性能应持续

得到满足，叉车的油箱应采取隔热措施。 

4.5.3 作业平台 

提供叉车作业的平台，应保证足够的作业空间，作业区域应大于叉车最大长度的3倍，并在平

台的边缘部分设置车辆防撞装置。 

4.6  安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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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作业环境安全标识的设置应符合GB 5768.1、 GB 5768.2 和GB/T 2893.5的要求，分为

警告标志、禁止标志和指示标志，使用单位可按照附录A、附录B和附录C的规定在作业环境内选择

使用。 

5  应急管理 

5.1 应急预案 

按本规则要求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的使用单位，应制定叉车事

故专项应急预案，其他使用单位可以在综合应急预案中编制叉车事故应急的内容。使用单位可根

据单位能力和需要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置应急救援装备。 

5.2 应急演练 

    使用单位应制定叉车事故应急救援演练计划，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演练全

过程要做好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时间、演练内容、负责人、参加人、事故类型、存在问题及整改

措施等，并不断改进应急救援预案。 

6  事故报告及处理 

6.1 事故报告 

6.1.1 叉车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使用单位应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

事故隐患。 

6.1.2 叉车发生事故后，事故发生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采取措施，积极施救，防止事故扩大，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和有关证据，并及时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不得迟报、谎报或者瞒报事故情况。 

6.2 事故处理 

6.2.1 发生事故后，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及时收集整

理资料，配合事故调查处理；必要时应当对设备、场地、资料进行封存，由专人看管。 

6.2.2 事故调查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事故相关设备，不得毁灭相关资料，不得隐

匿、毁灭有关证据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 

6.2.3 事故发生单位应依法落实整改措施，预防同类事故发生。事故造成损害的，事故责任单位

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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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资料性附录）警告标志 

序号 图形标识 名称 说明 使用导则 

1 

 
 

当心叉车和其

他工业车辆 

警示来自叉车和其他工

业车辆的危险，避免与

叉车或其他工业车辆发

生碰撞 

用于叉车通行作业区可

能导致伤害的警示 

2 

 

当心触电 警示触电的危险 
用于叉车通行作业区可

能发生触电危险的警示 

3 

 

慢行 表示叉车应慢速通过 
用于提醒叉车操作者减

速慢行 

4 

 

上陡坡 

表示叉车操作者需要注

意上陡坡，看到警告标

识后，应当减速慢行，

谨慎驾驶 

用于叉车通过爬坡作业

区时避免倾翻导致伤害

的警示 

5 

 

下陡坡 

表示叉车操作者需要注

意下陡坡，看到警告标

识后，应当减速慢行，

谨慎驾驶  

用于叉车通过下坡

作业区时避免倾翻导致

伤害的警示 

6 

 

向左（右）急

弯路 

表示叉车操作者需要注

意向左（右）的急弯路，

看到警告标志，应当减

速慢行，谨慎驾驶 

用于叉车通过急弯路段

时避免侧翻导致伤害的

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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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资料性附录）禁止标志 

序 

号 
图形标识 名称 说明 使用导则 

2 

 

禁止驶入 表示禁止叉车驶入 
用于非叉车作业区指

示、平面布置等 

3 

 

禁止通行 
表示禁止叉车和行

人通行 

用于场（厂）内作业区

禁止叉车和行人通行作

的指示、平面布置等 

4 

 

禁止使用叉车 表示禁止使用叉车 

用于场（厂）内非叉车

作业区指示、平面布置

等 

5 

 

禁止人员通行 表示禁止人员通行 
用于场（厂）内禁止人

员通行的区域 

6 

 

禁止站在货叉

上 

表示禁止人员站在

叉车的货叉上 

用于叉车可能对站在上

面人员造成伤害的货叉

的指示、平面布置等 

7 

 

禁止站在货叉

下 

表示禁止人员站在

叉车的货叉下 

用于叉车可能对站在下

面人员造成伤害的货叉

的指示、平面布置等 

8 

 

禁止坡道转弯 

表示禁止叉车在坡

道上运行时左右转

弯 

用于叉车在斜坡以及转

弯作业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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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禁止坡道停车 
表示禁止叉车停在

斜坡上 

用于叉车禁止在斜坡作

业区停放的指示 

10 

 

禁止直行 表示禁止叉车直行 
用于叉车禁止在作业区

直行的指示 

11 

 

禁止向右转弯 
表示禁止叉车向右

转弯 

用于叉车禁止在作业区

向右转弯行驶的指示 

12 

 

禁止左转弯 
表示禁止叉车向左

转弯 

用于叉车禁止在作业区

向左转弯行驶的指示 

13 

 

禁止直行和向

右转弯 

禁止直行和向右转

弯 

用于叉车禁止在作业区

直行和向右转弯行驶的

指示 

14 

 

禁止直行和向

左转弯 

禁止直行和向左转

弯 

用于叉车禁止在作业区

直行和向左转弯行驶的

指示 

15 

 

禁止向左向右

转弯 

表示禁止向左向右

转弯 

用于叉车禁止在作业区

向左向右转弯行驶的指

示 

16 

 

禁止掉头 
表示禁止叉车掉头

行驶 

用于叉车禁止在作业区

掉头行驶的指示 

17 

 

禁止超车 
表示禁止叉车超车

行驶 

用于叉车禁止在作业区

超车行驶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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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禁止长时停车 
表示禁止叉车长时

间停放 

用于禁止叉车长时间停

放在作业区的指示 

19 

 

限制速度 

表示叉车行驶速度

不准超过标志所示

数值。如图示例表

示 限 制 速 度 为

5km/h 

用于限制叉车行驶速度

不应超过标志所示数值

（如图示例为5km/h）的

作业区指示 

20 

 

限制高度 

用于限制叉车行驶

速度不应超过标志

所示数值（如图示

例为5km/h）的作业

区指示 

用于限制叉车通过高度

不应超过标志所示数值

（如图示例为3.5m）的

作业区指示 

21 

 

限制宽度 

表示禁止装载宽度

超过标志所示数值

的叉车通行。如图

示例表示禁止装载

宽度超过3m的叉车

进入 

用于限制叉车通过宽度

不应超过标志所示数值

（如图示例为3m）的作

业区指示 

22 

 

限制质量 

表示禁止总质量超

过标志所示数值

（如图示例为10 t）

的叉车通过 

用于限制叉车载重量不

应超过标志所示数值

（如图示例为10 t）的

作业区指示 

23 

 

会车让行 
表示叉车会车让

行。 

用于叉车在作业区会车

时应停车让行的指示 

24 

 

减速让行 
表示叉车应减速让

行 

用于叉车应慢行或停

车，让其他车辆或行人

通行的作业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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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停车检查 
表示叉车在停车检

查 

用于叉车停车检查的作

业区指示 

26 

 

停车让行 
表示叉车应停车让

行 

用于叉车应停车让其他

车辆或行人通行的作业

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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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资料性附录）指示标志 

序 

号 
图形标识 名称 说明 使用导则 

1 

 

人行横道 
表示请人员走人行

通道通过。 

用于作业区内专门

为人员划出、而非

叉车通行区的提示 

2 

 

请勿超过堆垛层数 
表示叉车堆垛作业

时勿超过规定层数 

用于叉车堆垛作业

区勿超过规定层数

的提示 

3 

 

直行 表示叉车只准直行 
用于叉车直行通过

车道的作业区提示 

4 

 

向左（或向右）转

弯 

表示叉车只准向左

（或向右）转弯 

用于叉车向左（或

向右）转弯行驶的

作业区提示 

5 

 

鸣喇叭 
表示叉车行至该标

志处应鸣喇叭 

用于叉车通行区可

能存在视线受阻、

需鸣笛警示的作业

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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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叉车使用安全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4 月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标委接受本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计划完成

时间：2022 年 9月。 

（二）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下简称场车）是八大类特种设备之一，根据特种设

备目录，场车分为叉车和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叉车适用于搬运、牵引、推顶、堆

垛或在货架分层堆垛各种货物的轮式车辆，它可以满足各种物料搬运、牵引、推顶、

堆垛的需求，广泛应用于港口、车站、机场、货场、工厂车间、库房、流转中心和配

送中心等，并可进入船舱、车厢和集装箱内进行托盘货品的装卸、转移作业。当前，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类制造业带动了叉车行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是全

球排名第一的叉车超级生产大国和销售大国，国内大型叉车制造企业有林德(中国)叉

车有限公司、合肥叉车、杭州叉车集团、福建华南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根据《中

国工程机械工业年鉴》统计，近几年叉车行业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经济增速

放缓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 2017 年、2018 年，叉车行业在国内复

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销售量屡破新高，2018年销售量突破 50万台大关，2019年叉车

行业进入调整期，受国内外经济承压、国际贸易摩擦等影响，增速放缓，全年实现销

售 60.8万台，进入 2020 年后，叉车行业重拾升势，总销量为 80.03万台，同比增长

31.63%。 

我国还是叉车的使用大国，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021 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

状况的通告》，全国在册登记的特种设备总量达 1816.23万台，比 2020年上升 10.18%，

其中场车 156.4 万台，同比 2020 年底上升 20.11%，其中叉车的占比在 90%以上。使

用数量比较大的行业有工业制造企业、物流装卸行业和港口码头行业。由于叉车应用

十分广泛，作业环境比较复杂，不仅有载重量大、堆垛高度较高，也有载客人数多、

运输路线人车混杂，每年都安全事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叉车数量的成倍增长，叉车

发生的事故也逐年攀升，已经成为特种设备事故中的占比最大的设备。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018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市场监管总

局关于 2019 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020 年全国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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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021 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

分析全国近四年的特种设备事故和场车事故情况，场车事故已连续四年成为八大类特

种设备事故起数最多的种类，其中叉车事故的原因主要是使用环节违章作业或操作不

当引起的，具体如下表 1。 

表 1   2018-2021年全国特种设备事故和场车事故情况分析表 

年份 
事故总

数（起） 

死亡总

数（人） 

场车事

故（起） 

场车事

故死亡

人数

（人） 

占全部

特种设

备事故

的比例 

违章作业或

操作不当原

因数（起） 

其他原因

（如无证操

作）（起） 

2018 219 224 59 54 26.94% 23 7 

2019 130 119 45 42 34.61% 24 10 

2020 107 106 33 28 30.84% 5 14 

2021 110 99 42 34 38.18% 17 5 

 

叉车作为场车的主要品种之一，叉车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原

因等造成倒塌、坠落、撞击和剪切事故，因此规范和加强叉车的使用安全管理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目前的法规标准中，仅《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N0001-2017）对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的使用安全规范做了一些规定，《以及

GB∕T 36507-2018工业车辆使用操作与维护安全规范》对工业车辆的使用操作、维护、

运输、牵引、组装、存放和改装时的提出安全要求，但是对于叉车的使用安全管理规

范方面涉及较少，叉车的日常使用安全管理规范目前尚无国家标准或我省的地方标准。

为此完全有必要制定团体标准来指导国内叉车使用单位规范化管理。 

（三）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牵头单位：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主要负责标准申报、立项、组织研

讨、征求意见、汇总上报等工作； 

2、参加单位：内蒙古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包头分院、上海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

院、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上海利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奇宾叉车有

限公司、福建华南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镇江

分院、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三）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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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工作自 2020 年 4 月开展以来，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首先通过对国

内大量叉车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现状进行摸底调查，研究国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

叉车使用单位对叉车的安全管理模式，发现使用单位在安全管理存在的隐患和管理漏

洞，获取必要的数据和基础信息，在此基础上与使用单位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叉车使

用单位提供的不同作业环境下叉车安全方面的各项管理需求，组织编制标准草案，以

保证叉车的安全管理确实能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与部分叉车使用单位共同协商达成

共识后，将标准草案在其企业内部试行一段时间，以获得真实的有效的现场数据或者

意见反馈。不断修订和完善相关管理规定，确保试行企业在叉车安全使用方面能产生

了很好的正面效果，以此来验证所获取的叉车使用安全方面的管理方案符合相关的安

全管理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标准草案。  

  起草单位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起草组第一次讨论会，根据讨论会的意见做

了修改，增加了应急管理、事故报告及处理两个章节内容，形成的征求意见稿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再次在起草组内部征求意见，截止 3 月 15 日为止，起草组成员未提出新

的修改意见。 

起草组于 3 月 18 日向中特协团标委场车工作组 23 名委员征求意见，共征集到

23 名委员的修改意见 104 条，起草组充分讨论后，吸收采纳 93 条，采纳 6 条，不采

纳 5条，主要是根据相关标准对附录 A、附录 B、附录 C的格式和内容进行了修改。 

现正式向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标委提出向社会征求意见。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编制的原则是按照 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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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并遵循以下原则： 

1、合理性原则 

本标准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法规和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的基本要求，在充分

调研国内商贸、物流、机制制造、加工、港口码头等不同行业的叉车使用单位，叉车

租赁单位对叉车管理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深入研究近年来叉车相关的事故案例，分

析各种安全风险，参考了叉车相关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对于防范叉车安全事故、

提高叉车管理规范性方面具备合理性。 

2、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选取了国内华东、华南、华中、东北、西北片区的具有典型行业特征的叉

车使用单位、叉车制造单位和运营单位对叉车使用管理方面的制度，依据特种设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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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规则的要求，对叉车的使用安全提出通用性的管理要求，有一定的认同度，参

与单位结合各自实践经验，提交补充方案进行讨论，确定的规范有较高的通用性。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对使用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提出的要求是基于现行有效的特种设

备使用管理规范，进一步根据叉车使用单位的在用设备数量和企业规模提出切实可行

的管理要求，对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力求可落实实施，在使用过程涉及到的租赁、

检验、修理、改造等环节的要求均是在日常管理实践中已证明可是实施的，确保叉车

使用单位可操作性。 

（二）主要依据及参考文献 

［1］GB 5768.1-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2］GB 5768.2-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 

［3］GB/T 2893.5-2020  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4］GB/T 26560-2011 机动工业车辆 安全标准和危险图示 通则 

［5］GBT 31523.1-2015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1部分：标志 

［6］GB/T 2893.5-2020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

与要求 

［7］GB 19854  爆炸性环境用工业车辆防爆技术通则 

［8］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9］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10］TSG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11］TSG N0001—2017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三）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使用管理、应急管理、事故报

告及处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原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的叉车使用安全管理的基

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厂厂区、物流园、港口或码头等场所使用的叉车使用安全管理，

非《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的叉车可参照本标准。 

2. 术语和定义 

本章定义了“作业环境”、“防爆环境”、“冶炼环境”、“安全设施”四个术语，借

鉴了起重机械的工作环境定义，在叉车相关标准中属于首次应用的名词术语，是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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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首创。 

3.使用管理 

本章主要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使用单位、作业环境、特殊作业环境、安全标

识共六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引用了《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的中对机构设置和

人员配备的相关规定。在使用单位管理方面，明确了叉车购置和叉车租赁的要求，首

次提出对叉车的报废建议，是本标准的创新；作业环境方面主要是提出了场内道路的

基本要求，以及特殊作业环境的基本要求；对叉车作业环境的安全标识的做了详细的

规定，安全标识定义为警告标志、禁止标志和指令标志，并以 3个资料性附录进一步

阐述。 

4.应急管理 

本章主要提出了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以及如何开展应急演练。 

5. 事故报告及处理 

本章主要规定了事故报告流程和配合事故处理的要求。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叉车使用单上海利驰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奇宾叉车有限公司、福建华南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包头铝

业有限公司对该标准规定的项目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证明：该标准切实可行，具有

可操作性。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对叉车使用单位规范叉车的安全管理，提高叉车使用安全性能有

一定的意义，标准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叉车在使用环节发生事故的概率，节

约企业管理成本，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 

五、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采纳公开发表的标准和规范，未涉及需识别专利的情况。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国际同类标准的对比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叉车行业安全监管的特点，在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

标准的基础上，对叉车使用安全管理规范方面的做出具体的明确和细化，制定过程充

分考虑了与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协调一致性，当有关法律法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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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技术规范和标准修订时，导致本标准中有关条款不适宜，以最新的有关法律法规、

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规定为准。 

八、重大分岐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无重大分岐。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体标准发布，并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

会组织宣贯。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202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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