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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内河助航标志》（GB 5863—1993）和《内河助航标志主要外形尺寸》（GB 

5864—1993）（以下简称“两项内河航标国标”）为 1986年首次发布、1993年首

次修订的。这两项内河航标国标规定了内河航标的种类、功能、形状、尺寸、

颜色、灯质、图例及配布原则等，是我国内河航标的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是

我国内河航标维护、管理、建设的主要技术依据。“两项内河航标国标”的颁布

实施，在统一和规范全国内河航标制式、保障船舶航行安全、促进水运事业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两项内河航标国标”自 1993年颁布至今，已有近 27年未进行修订，

而期间我国内河航运事业快速发展，内河航标技术也已发生重大革新，新时代

下内河水运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实施、现代船舶发展对航标助航效能和服务的要

求提高，以及航标自身技术的发展变化对内河航标相关技术标准提出了新的要

求。全国内河航标维护管理单位普遍认为，现行内河航标制式有必要作适当调

整，内河航标配布技术要求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和明确，才能与快速发展的航运

业相适应。对“两项内河航标国标”进行修订的呼声日益迫切。并且近年来发

布施行的有关内河航标的行业标准，也对内河航标制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亟

待通过“两项内河航标国标”的修订，归纳新的内河航标制式。 

因此，为适应内河航运事业发展、满足实际使用、统一和规范新时期内河

航标制式，对“两项内河航标国标”进行合并修订和补充完善，形成技术先进、

内容全面、分类合理、便于引用的，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标准。《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内河助航标志>等 8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发﹝2019﹞39号，2019年 12月 31 日）将本标准列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修订项目（计划编号 20193457-Q-348）。 

（二）起草人员及其所做工作。 

根据国标委发﹝2019﹞39号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内河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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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等 8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提出并

归口。起草单位为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参与标准起草单位：长江航道局、黑龙江航道局、广东省航道局、江苏省

交通运输厅、长江武汉航道局、长江南京航道局、长江重庆航运勘察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昕、李峰、王勇、傅钢、胡才春、仲伟斌、颜昌平、

邓乾焕、周俊安、李术元、张钦松、张德春、曹德良、马宪浩、杨守威、张晓

丹、吴立、张晨。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工作情况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承担工作 

李  昕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总体把关，负责前言、引言、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等    

李  峰 长江航道局 高级工程师 负责总体要求 

王  勇 长江航道局 高级工程师 负责航标配布 

傅  钢 长江航道局 教授级高工 负责无线电航标与虚拟航标 

胡才春 长江航道局 高级工程师 
负责视觉航标主要外形尺寸及

附录 A  

仲伟斌 长江航道局 教授级高工 
负责附录 B，参加视觉航标及航

标配布 

颜昌平 长江航道局 教授级高工 
负责附录 C，参加视觉航标及航

标配布 

邓乾焕 长江武汉航道局 高级工程师 
负责附录 D，参加视觉航标及航

标配布 

周俊安 长江武汉航道局 高级工程师 负责视觉航标 

李术元 长江南京航道局 教授级高工 参加视觉航标及航标配布 

张钦松 广东省航道局 高级工程师 参加视觉航标及航标配布 

张德春 安徽省港航发展中心 教授级高工 参加视觉航标及航标配布 

曹德良 黑龙江省航道局 高级工程师 参加视觉航标及航标配布 

马宪浩 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参加航标配布 

杨守威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工  程 师 负责标准图、表 

张晓丹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工  程 师 参加航标配布和附录 A 

吴  立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工  程 师 参加无线电航标与虚拟航标 

张 晨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参加标准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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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承担工作 

朱  庆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负责校核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19年 5月～2020年 3月，标准起草单位牵头，开展国家强制性标准“内

河助航标志”修订的申报。2019年 5月完成并提交项目建议书和预研报告，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国标委发﹝2019﹞39 号文《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内河助航标志>等 8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知》，委托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内河助航标志》的标准起草单位。2020

年 4月 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与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签定“《内河助航标志》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项目协议书”（合同编号：

GBJF-Q-2020-018）。 

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开展了资料收集和对长江、黑龙江、珠江、

汉江等内河航道水系管理维护部门的广泛调研和实地踏勘。 

2020年 3月～2020年 5月，牵头单位成立标准起草组，受疫情影响，主要

通过网络开展沟通、研讨和工作安排。至 2020年 5月起草单位完成《内河助航

标志》标准初稿的编写。 

2020年 5 月 22日，标准起草单位召开编写组第三次工作会，对《内河助航

标志》的标准初稿进行了研讨，会后修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年 6月～2020年 8月，开展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工作。2020年

6月将修改后的标准初稿函送业内专家审阅，并按照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2020

年 6月初，标准起草单位以航道研函﹝202010 号﹞“关于征求《内河助航标志》

（修订）初稿意见的函”，向 22 家我国内河部分航道管理部门及行业专家发函

进行意见征求。截止到 2020 年 8 月底，已收到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和专家数 8

个，电话回复无意见的 3个；未回复单位数 10个。 

2020 年 9 月～2020 年 10 月，编写组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

完善；2020 年 10 月初，编写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2020 年 6 月实施）的规定，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再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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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修改后，上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1.合法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等法律法规。 

2.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是在《内河助航标志》（GB 5863—1993）和《内河助航标志主要外

形尺寸》（GB 5864—1993）的基础上总结完善。尊重这两项国家强制性标准长

期实行后所形成的内河航标体系架构，保留总体原则要求和主要的航标制式，

保持内河航标体系架构的稳定性和基本原则的延续性，并与现行行业标准《内

河航标技术规范》（JTJ/T 181-1-2020）以及《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2014）

和《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JTJ 287—2005）等其他相关标准规范相协调。 

3.发展性原则。 

本标准将充分考虑水运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形势,适应发展需要。 

4.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遵守国家现行标准《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和《交通运输标准制定、修订程序和

要求》（JT/T 18—2020）所提出的标准编写工作要求、格式要求。 

（二）编制依据。 

1.《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内河助航标志>等 8 项强制性国家标

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19﹞39号文）； 

2．《<内河助航标志>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项目协议书》（合同编号：

GBJF-Q-2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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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

2020）； 

4.《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2020年 1月 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25号公布）； 

5.《交通运输标准制定、修订程序和要求》（JT/T 18—2020）； 

6.《航标术语》(GB/T 17765—1999)； 

7.《内河助航标志》（GB 5863—1993）； 

8.《内河助航标志的主要外形尺寸》（GB 5864—1993）； 

9.《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2014）； 

10.《内河航标技术规范》（JTS/T 181-1—2020）。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是在原 GB 5863—1993《内河助航标志》和 GB 5864—1993《内河助

航标志主要外形尺寸》两项标准基础上进行合并、修订与完善，与 1993年版的

《内河助航标志》相比，在章节结构和主要内容上都做了修订。具体情况见表 2

和表 3。 

表 2 标准章节结构修订一览表 

GB 5863—1993《内河助航标志》 修订后 

章节 条款数量 章节 条款数量 

—  前言  

—  引言  

1 主题内容与使用范围 2段 1范围 2段 

2 引用标准 1个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5个标准 

—  3 术语 3.1～3.11 

3 总则 3.1～3.4 4 总体要求 4.1～4.6 

—  5 视觉航标  

4 航行标志 4.1～4.10，

十种 

 5.1 航行标志 5.1.1～5.1.12， 

十一种 

5 信号标志 5.1～5.6，六

种 

 5.2 信号标志 5.2.1～5.2.9，八种 

6 专用标志 6.1～6.2，二

种 

 5.3 专用标志 5.3.1～5.3.3，二种 

—   5.4 警示标志 5.4.1～5.4.3，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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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863—1993《内河助航标志》 修订后 

章节 条款数量 章节 条款数量 

GB 5864—1993《内河助航标

志主要外形尺寸》 

1～6 7 视觉航标主要外形

尺寸的要求 

7.1～7.4 

7 内河航标配布  8 航标配布  

—   8.1 一般规定 8.1.1～8.1.7 

7.1 内河航标配布类别   8.2 配布类别 8.2.1～8.2.2 

7.2 内河航标配布原则   8.3 配布原则 8.3.1～8.3.7 

附录 B  内河航标图例 30类图例 附录 B 内河航标图例 27类图例 

附录 C  内河航标配布方法

示例 

C1～C8 — — 

附录 D  内河航标工作船

（艇）及航道（标）站标识 

D1～D3 附录 D 内河航标工作

船（艇）及航道（标）

站标识 

D1～D4 

附录 E  内河导标计算方法 E1～E6 — — 

附录 F  内河航标的编号 F1～F6 — — 

注：表中修订前的原标准除注明外是指GB5863—1993《内河助航标志》。 

表 3 标准编制修订内容一览表 

GB 5863—1993 

《内河助航标志》 本标准 
修订变化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1 
主题内容与 

使用范围 
1 范围 

章标题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修改后更规范。 

——适用范围采用《航道法》的写法。 

2 引用标准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章标题按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

则》修改后更规范。 

——增加了 GB/T 17765《航标术语》、

GB/T 8416《视觉信号表面色》、GB 12708

《航标灯光信号颜色》、JTS/T 181-1《内

河航标技术规范》、交通运输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 

- - 3 术语和定义 

根据本标准编制需要，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规定新增一章。

规定了 11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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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863—1993 

《内河助航标志》 本标准 
修订变化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3 总则 4 总体要求 

章标题按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

则》修改后更规范。 

——增加了内河航标分类，包括视觉

航标、无线电航标、虚拟航标（见 4.2

条）； 

——更改了视觉航标的类别，增加了

警示标志（见 4.4，1993 年版的 3.4）； 

——增加了无线电航标、虚拟航标的

总体要求（见 4.5、4.6 条）。 

- - 5 视觉航标 
章标题按视觉航标归类描述，更加清

晰。 

4 航行标志 5.1 航行标志 

——航行标志为 11种（见 5.1.1），

增加了间接导标（见 5.1.7，图 6）； 

——增加了塔形侧面标图示,删除了

锥形侧面标图示（见 5.1.2 图 7（b）岸

标或灯桩）； 

——增加了左右通航标的功能，可通

过连续布置标示相邻航道分隔线（见

5.1.9）； 

——增加了塔形示位标图示（见

5.1.10，图 9）； 

——增加了桥涵标中对双向通航桥孔

设置桥涵标的规定（见 5.1.11）； 

——桥涵标中增加了通航净高标牌，

表示通航桥孔内满足设计通航净空高度

标准的桥孔范围（见 5.1.11，图 10（b））； 

5 信号标志 5.2 信号标志 

——信号标志为 8种（见 5.2.1），增

加了航道信息标（见 5.2.8，图 19）、航

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见 5.2.9，图 20）

两种；  

——更改了界限标的功能表述形式，

除了标示通航控制河段范围界限，还可

用于标示桥区水域或其他需要标示范围

的河段（见 5.2.4，1993 版的 5.3）； 

6 专用标志 5.3 专用标志 

在水底管线标上增加了横向单箭头辅

助标牌，可标示水下管线的方向（见

5.3.2，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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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863—1993 

《内河助航标志》 本标准 
修订变化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 - 5.4 警示标志 

增加了警示标志类（见 5.4），包括禁

止抛锚标（见 5.4.2，图 23）、危险水域

标（见 5.4.3，图 24）两种标志； 

- - 6 
无线电航标

与虚拟航标 

根据内河航标技术发展和分类调整，

新增一章，规定了无线电航标与虚拟航

标的总体原则，6.1～6.2条针对无线电

航标，6.4～6.7针对虚拟航标。 

1～6 

GB5864—

1993《视觉航

标主要外形

尺寸》 

7 
视觉航标主

要外形尺寸 

将 GB5864—1993《视觉航标主要外形尺

寸》合并到新标准中。原 GB5864—1993

中的总体要求融入本章，对各种航标具体

的外形尺寸规定纳入本标准附录 A 中。 

7 
内河航标配

布 
8 航标配布 章标题结合本标准的名称，进行精炼。 

- - 8.1 一般规定 

根据已施行的多个航标的行业标准和

实际应用需求，增加一节，规定了航标

配布的主要内容、总体要求、航行标志

最小安全航行距离、航道界限等； 

7.1 
内河航标配

布类别 
8.2 配布类别 

保持一类、二类、三类和重点航标配

布的分类等级不变，更改了航标配布各

类别的文字表述。使之更加简洁准确； 

7.2 
内河航标配

布原则 
8.3 配布原则 

更改了航标配布原则的条款类型和表

述形式，删除了一些不属于原则的具体

航标配布方法； 

 附则   
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和规范化、标准化

的要求，取消该条规定。 

7～23 

GB 5864—

1993《视觉航

标主要外形

尺寸》 

附录 A 

视觉航标主

要外形尺寸

（规范性） 

将 GB 5864—1993《内河助航标志的

主要外形尺寸》合并到新标准中。原 GB 

5864—1993《内河助航标志的主要外形

尺寸》中对各种航标具体的外形尺寸规

定纳入附录 A中 

——增加了新增航标种类的外形尺

寸； 

——对常用航标的分档尺寸进行了微

调； 

附录 B 
内河航标图

例（补充件） 
附录 B 

内河航标图

例（规范性） 

在表 B.1中列出了 27类图例； 

——增加了新增航标种类的图例； 

——增加了表 B.1 的注，说明虚拟航

标的图例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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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863—1993 

《内河助航标志》 本标准 
修订变化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附录 A 
内河航标灯

质（补充件） 
附录 C 

内河航标灯

质（规范性） 

在表 C1中列出了 23种航标的灯质 

——增加了新增航标种类的灯质； 

——取消了过河标右岸规定灯质的莫

尔斯信号“N”或“D”的白色灯色，用

红色替代； 

——补充了过渡导标、首尾导标的规

定灯质； 

——补充了水深信号标的规定灯质； 

附录 D 

内河航标工

作船（艇）及

航道（标）站

标识（补充

件） 

附录 D 

内河航标

工作船（艇）

及航道（标）

站标识（规

范性） 

原标准注明（补充件），调整为（规范

性）。 

附录 C 

内河航标配

布方法示例

（补充件） 

  

删除。具体内容已归并到 JTS/T 181-1

《内河航标技术规范》中，作为本标准

的配套标准。 

附录 E 

内河导标计

算方法（参考

件） 

  
删除。具体内容已归并到 JTS 181—

2016《航道工程设计规范》中。 

附录 F 

内河航标的

编号（参考

件） 

  

删除。具体内容已归并到 JTS/T 181-1

《内河航标技术规范》中，作为本标准

的配套标准。 

（四）主要技术要求内容及修订理由。 

本标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助航标志（以下简称内河航标）的种类、

功能、形状、尺寸、颜色、灯质、图例及配布原则等。 

本标准主要技术要求内容及修订理由如下： 

1. 前言。 

本章依次介绍了标准起草的依据、与其它标准的关系、本标准与代替标准

的关系、与国际标准关系说明、有关专利说明、本标准的提出与归口信息以及

本标准所代替或废止的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等。 

2.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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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了本标准编制的原因、目的。 

3. 标准正文部分。 

（1）范围。 

本章规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应范围。本章标准适用范围的用语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个别特殊通航水域主要指国境河流。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规定了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有国家标准 GB/T 17765《航标

术语》、GB/T 8416《视觉信号表面色》、GB 12708《航标灯光信号颜色》、GB 50139

《内河通航标准》，以及交通行业标准 JTS/T 181-1《内河航标技术规范》等。 

（3）术语。 

本章基于国家标准《航标术语》，并对本标准中重要的航标术语和定义进行

了规范。 

（4）总体要求。 

4.2条  传统的内河航标包括视觉航标、音响航标和无线电航标。随着内河

航标的发展，音响航标在我国内河已不再使用，故本标准不再将其列为内河航

标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内河航标中的应用，特别是

电子航道图技术的发展，虚拟航标在内河航标中逐渐被应用，现行行业标准

JTS/T 181-1—2020《内河航标技术规范》中，已将虚拟航标列为内河航标的一

类。为体现内河航标的技术水平和发展状况，本标准将虚拟航标纳入助航设施

列为内河航标的组成部分。 

4.4条  原 GB 5863—1993《内河助航标志》中视觉航标分为航行标志、信

号标志、专用标志三类。此次编制根据航运发展和航道建设对内河航标提升助

航效能的需求，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JTS/T 181-1—2020《内河航标技术规范》和

JTS 196-10—2019《长江干线桥区和航道整治建筑物助航标志》的实行情况，

针对船舶对航道整治建筑物保护水域和非通航水域标示的述求，增加了警示标

志类。 



11 
 

4.4.2、4.4.3 条  主要对航标颜色及灯质中的光色作出规定，总体上与现

行内河航标灯光光色上保持了一致，在航标表面颜色上增加了蓝、绿两种颜色，

主要是用在航道信息标、航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两种信号标志的标牌底色上。 

（5）视觉航标。 

① 5.1  航行标志。 

5.1.1条  本条中根据使用导标、过渡导标、首尾导标等比较广泛的黑龙江

等内河航道需求，新增了间接导标。将原《内河助航标志》规定的 10种航行标

志调整为 11种。 

5.1.2、5.1.3 条  过河标、沿岸标均根据我国内河航道设置的塔型岸标的

实际应用情况，在塔型体的顶标设置方式和塔身着色上作了拓展：增加了顶标

安装在塔型体上的设置方式和图示，以增加航标视距；在塔型体已按照规定要

求安装了顶标的前提下，增加了不分岸标塔身均可用白色的规定。 

5.1.7条  间接导标为本次新增航行标志种类。设置在用导标标示的较为复

杂的重点浅滩航道，表达所标示的航线与相邻标志标示的航线不是相连续的，

而是间接连续的。本条规定了其功能、形状、颜色和灯质。 

5.1.8条  本条根据我国内河航道设置侧面标的实际应用情况，对于侧面标

固定设置在岸上或水中时，可采用的形状增加了锥形、罐形和塔型，固化了锥、

罐标体所标示岸别，并作了塔型侧面标可加装顶标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区别于

示位标。并增加了塔形侧面标图示,删除了两岸都是锥形侧面标的图示。  

5.1.9条  本条对左右通航标的功能、形状作了拓展，在功能上新增规定可

连续布置在相邻的两条航道分隔线上，标示标志连线两侧分别为不同航路的航

道；在形状上增加了岸标和灯桩采用塔型。 

5.1.10 条  本条对示位标表面色的着色方法增加了“同一河流的塔形示位

标表面色应区别于塔形侧面岸标；设在通航河口处时，表面色应符合‵干支衔

接，左白右红′原则；”的要求，这是因为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原来按重点航标配

布的河流，过去主要是用示位标标示碍航物。在航道等级提升后，虽然连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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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侧面岸标，但从所设的塔形侧面岸标的外形看，出现与原来的示位标没区别

的现象。缘于原《内河助航标志》中规定比较宽泛，没有从形状和颜色上对在

岸上设置两种标志时进行区分。故此次强化了这方面的要求。另外还增加了塔

形示位标图示。 

5.1.11 条  本条对桥涵标的功能、形状、颜色、灯质，以及桥柱灯的设置

均作了如下拓展： 

——除了桥涵标牌外，新增了通航净高标牌作为桥涵标的组成部分，标示

桥梁通航孔满足设计通航净高的范围，这也是随着经济发展，跨江桥梁建设增

多所带来的航标需求，同时对其颜色、形状、灯质作出了规定；并增加了图示。 

——细化明确了正方形、圆形两种桥涵标牌的表达含义，这也是大跨度桥

梁越来越普及，出现普遍性的单孔双向通航桥孔后所带来的新情况，有必要在

桥涵标牌上作细化规定。 

②5.2  信号标志。 

5.2.1条  本条相比原《内河助航标志》规定的 6种信号标志种类，增加了

航道信息标、航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两种标志。将信号标志种类调整为 8种。 

5.2.4条  根据调研，在内河航道中界限标不仅仅用于原《内河助航标志》

规定的标示通航控制河段的上、下界限及船闸闸室内允许船舶安全停靠的界限，

还广泛用于标示桥区航道界限、标示实施船舶定线制的河段内横驶区的界限等。

因此本标准对界限标的功能范围作了拓展，除了标示通航控制河段范围界限，

还可用于标示桥区水域或其他需要标示范围的河段。 

5.2.8条  航道信息标为新增航标种类，目前在内河航道，特别是京杭运河

和长江干线，各类航道标牌应用广泛，设置较多，但因原《内河助航标志》一

直未修订，航道标牌未能纳入航标制式中，对其设置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本

标准根据实际需要与设置经验将其补充到航标中，规定了其功能、形状、颜色、

灯质。并增加了图示。 

5.2.9 条  航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志是根据近年来内河航道整治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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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航道整治建筑物也越来越多，为保护船舶航行安全和整治建筑物安全，

新增的一种提示标志。该标志提示该水域为整治建筑物保护水域，提醒船舶远

离航行。在长江干线航道上，2015 年已按照交通行业标准《长江干线桥区和航

道整治建筑物助航标志》广泛设置了航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志，取得良好的效

果，其他内河随着航道建设和发展，对该种标志设置的需求也很大。故本标准

根据实际需要与设置经验将其补充到航标中，规定了其功能、形状、颜色、灯

质。并增加了图示。 

③5.3  专用标志。 

5.3.2条  根据调研中有些内河按照原《内河助航标志》规定，在一岸单侧

设置管线标时，无法明确标示范围的情况，补充了可在管线标上设置单箭头横

条的规定。并增加了图示。 

5.3.3 条  专用标在原《内河助航标志》中的形状为“任选”；在实际应用

中难以操作。本条规定了专用标的形状为：“浮标采用锥形、罐形或柱形，岸标

灯桩采用塔形；”。 

④5.4  警示标志。 

5.4.1 条  警示标志是根据航运发展和航道建设对内河航标提升助航效能

的需求，针对船舶对航道整治建筑物保护水域和非通航水域标示的述求，新增

的一类内河助航标志。包括禁止抛锚标、危险水域标等 2 种。这两种标志都于

2015 年 5 月起,通过现行行业标准 JTS 196-10—2019《长江干线桥区和航道整

治建筑物助航标志》的规范和实施，广泛用于长江干线航道，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其他内河该类标志设置的需求也很大。因此在 2020年 7月发布实施的现行

行业标准 JTS/T 181-1—2020《内河航标技术规范》中，已经纳入到内河助航标

志体系中。故本标准根据实际需要与设置经验将其补充到航标中，作为新的内

河航标类型。规定了这两种标志的功能、形状、颜色、灯质。并增加了图示。 

（6 ） 无线电航标与虚拟航标。 

6.1～6.3 条  规定了无线电航标的设置方法和要求。在目前内河高等级航

道上应用无线电航标的实例中，主要设置有雷达应答器、雷达指向标或 AIS 装



14 
 

置无线电航标等。 

6.4～6.7 条  规定了虚拟航标的作用、设置方式和要求。由于虚拟航标目

前尚未普及，但应用需求渐增，故对其进行了基本规定，以助于其推广应用和

技术发展。 

6.4条  虚拟航标可用于标示特定水域边界、航道中心线及航行指向，或应

急标示新发现危险水域，亦可用于通航环境复杂的河段或航行条件频繁变化的

水域，在难以设置视觉航标的情况下，发布在导助航系统中显示的数字信息助

航标志。 

6.5条  由于涉及航行安全，虚拟航标信息应经批准才能对外发布。其形式

可通过电子航道图数据平台发布或航标 AIS 站播发，其承载的信息可以固化也

可动态变更。 

6.6条  虽然是虚拟航标，但在导助航系统中体现的航标种类、作用应与所

替代的实体航标相同，其显示的图形应具有与视觉航标图形符号相对应的特征。 

（7） 视觉航标主要外形尺寸要求。 

7.1条  内河视觉航标的主要外形尺寸一直遵循国标 GB 5864—1993《内河

助航标志的主要外形尺寸》，本标准编制时为便于使用，将其汇总到一起作为本

标准的重要部分。 

内河视觉航标外形尺寸在本规范附录 A 中作了原则性统一规定，但我国内

河航道条件不同，需求也不一样，外形尺寸标准难以完全统一。因此，本条作

了外形尺寸可根据实际需要同比例放大或缩小的灵活性规定。 

由于我国内河航道千差万别，各地内河视觉航标具体结构各有特色，在满

足内河视觉航标种类、功能、颜色、灯质、外形尺寸等总体上统一标准外，对

各地内河视觉航标的细部尺寸和具体结构，由相应的产品标准确定。 

（8） 航标配布。 

①8.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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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8.1.2条  本标准在第 1.0.1条明确只规定内河航标的种类、功能、

形状、尺寸、颜色、灯质、图例及配布原则等。内河航标的具体配布技术要与

相关的内河航标技术规范配套使用。主要是指现行行业标准 JTS/T 181-1—2020

《内河航标技术规范》。 

8.1.5条  “最小安全航行距离”是航标配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原

《内河助航标志》中只在岸标设置的规定中引出，没有作为一条专门的规定。

因为最小安全航行距离与航道界限的确定有关，故本条明确了航标在不同的设

置位置的最小安全航行距离确定方法。由于不同河区的特点不一样，航道条件

也不同，最小安全航行距离的取值难以统一规定，应根据各河区的具体条件规

定不同种类航标的最小安全航行距离取值。 

②8.2  配布类别。  

8.2.2条  原《内河助航标志》中对航标配布类别的规定如下： 

a. 一类航标配布：配布的航标夜间应全部发光。白天，船舶能从一座标志看到次一座标志；

夜间，船舶能从一盏标灯看到次一盏标灯。 

b. 二类航标配布：发光航标和不发光航标应分段配布。在昼夜通航的河段上配布发光航标，

其标志配布与一类航标配布相同：在夜间不通航的河段上配布不发光航标，其标志配布密

度与三类航标配布相同。 

c. 三类航标配布：航标配布的密度比较稀，不要求从一座标志看到次一座标志，对优良河

段的沿岸航道可沿岸航行不再配布沿岸标，但每一座标志所表示的功能与次一座标的功能

应互相连贯，指引船舶在白天安全航行。 

d. 重点航标配布：只在航行困难的河段和个别地点应配布航标。优良河段一般仅标示出碍

航物。根据需要与条件配布发光航标或不发光航标。船舶需借助于驾驶人员的经验利用航

标和其他物标航行。 

本标准规定的内河航标配布类别分类标准与原《内河助航标志》中规定基

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二类航标配布，在原《内河助航标志》中规定：“b.二类

航标配布：发光航标和不发光航标分段配布。在昼夜通航的河段上配布发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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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其标志配布与一类航标配布相同；在夜间不通航的河段上配布不发光航标，

其标志配布密度与三类航标配布相同”。理解上就是一类航标配布与三类航标配

布的分段组合，实际应用中体现不出其单独一类的技术要点。因此，总结长期

以来航标配布实践经验，对航标配布的类别按照航标是否连续配布和航标是否

发光两个要点进行分类，并对原《内河助航标志》中规定的其他类别航标配布

的文字描述进行了精炼。 

③8.3  配布原则。 

8.3.1条  由于河流的自然条件不同，船舶航行对助航标志的要求各异。在

天然河流上，船舶航行主要依赖航标为其标示航道方向与界限；而在运河、水

网地区条件优良的航道上，船舶利用地形、地物和少数航标即可满足航行需要。

因此，维护类别相同的航道，不一定需要配布同一类别的航标配布，在具体选

择航标配布类别时，可以在区分航道维护类别的基础上，对要配布航标的航道

进行踏勘、测量，了解其水位变化、流速流态、河床底质、礁石浅滩等具体的

航行条件，以及不同水位情况下的船舶航行轨迹，同时掌握船舶流量，结合河

流的航道条件和船舶航行需要，通过技术和经济论证综合研究确定。 

8.3.3～8.3.7 条  具体配布航标时，根据所确定的航标配布类别，参照当

地河区的常用标志、灯质、航行习惯，首先考虑船舶航行的安全需求，做到既

安全又经济；同时考虑无论是浮标还是岸标，都要维护方便，正常率高，简洁

明了。航标配布不在于数量多、密，而在于精、简，关键点位配好航标，要既

科学又合理。 

（9） 附录 A 视觉航标主要外形尺寸（规范性）。 

附录 A中规定了本标准涉及的四类二十三种内河助航标志的主要外形尺寸。

同一种内河航标根据航标的日间视距要求不同而分档表达不同的尺寸。 

航标的日间视距除与标志尺寸有关外，还与标志的几何形状有关，实验证

明最好的形状是矩形，其次是梯形，然后是圆形、菱形、三角形等。因此，本

标准基本上采用了这几种形状。 

航标视距与大气能见度密切相关。大气对光线削弱的程度取决于大气组成



17 
 

的状况，也就是说，取决于大气中所含的物质、数量、大小和下沉速度等，以

透射系数作为大气透射的鉴定值。大气透射系数的数值因各地区的大气状况不

同而并不一致，一般在 0.74～0.85 之间，我国采用 0.74 作为标称灯光射程的

计算依据。因此，附录 A各表中视距为大气透明系数约为 0.74条件下的参考视

距。 

本标准新增了间接导标、航道信息标、航道整治建筑物提示标、禁止抛锚

标、危险水域标 5种航标，以及桥涵标中的菱形标牌。间接导标与原过渡导标、

首尾导标在尺寸上基本保持一致；航道信息标沿用原 GB 5864—1993《内河助航

标志的主要外形尺寸》指路牌外形尺寸；禁止抛锚标和危险水域标、航道整治

建筑物提示标外形尺寸为新增。其他航标外形尺寸总体上沿用原 GB 5864—1993

的规定。另外，塔型体的塔体尺寸各内河均有相关规定，本附件中是根据常见

的工厂化产品规格尺寸以及实践应用效果而确定。 

（10） 附录 B 内河航标图例（规范性）。 

表 B.1 中规定了本标准涉及的四类二十三种内河助航标志的图例，包括岸

上和水上标志的不同图例。 

在表 B.1 中增加了本标准新增的间接导标、航道信息标、航道整治建筑物

提示标、禁止抛锚标、危险水域标 5 种航标以及桥涵标中的通航净高标牌的图

例。并在表注中说明了虚拟航标的图例表述方法。 

（11） 附录 C 内河航标灯质（规范性）。 

表 C.1 中规定了本标准涉及的四类二十三种内河助航标志的灯质，包括规

定灯质和代用灯质。 

在表 C.1 中增加了本标准新增的间接导标、航道信息标、航道整治建筑物

提示标、禁止抛锚标、危险水域标 5 种航标以及桥涵标中的通航净高标牌的灯

质。在规定灯质中取消了过河标右岸的白色灯色，调整为代用灯质。 

（12） 附录 D 内河航标工作船（艇）及航道（标）站标识（规范性）。 

附录 D 规定了内河航标工作船（艇）及航道（标）站标识，与原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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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此次修订未作修改。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制定情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以下简称“航道法”）是为了规范和加强航道

的规划、建设、养护、保护，保障航道畅通和通航安全，促进水路运输发展而

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于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16 年进行了

修订后于 2016 年 07 月 02 日实施。在《航道法》第二条里明确 “航道包括通

航建筑物、航道整治建筑物和航标等航道设施。” 第二十二条规定：“航标的

设置、养护、保护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规定执行。”本标准作为有关内河助航标志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实行《航

道法》的技术支持之一。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以下简称“航标条例”），明确了航标的管理

和保护的原则、航标建设,养护机构的分工与职责，航标的设置、管理和养护的

相关规定，以及对航标保护的禁止行为以及奖惩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

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相衔接。该条例于 1995 年 12 月 3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87号发布，后来根据 2011年 1 月 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

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进行了修订。 

3. JTS/T 181-1《内河航标技术规范》。 

该规范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2年度水运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的

通知”（交水发〔2012〕582号）要求，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有关单位，通

过大量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论证测试，经反复修改、完善编制而成。

于 2020年 7月 1日施行。 

该规范共分 7 章和 6 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主要内容包括航标制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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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航标的结构和外形尺寸、航标灯器与灯质、航标遥测遥控、航标能源、航标

配布。 

其中规定的内河航标的种类和制式，与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5863—1993《内

河助航标志》和 GB 5864—1993《内河助航标志主要外形尺寸》，已有较大差异。

在执行该规范时，存在与现有强制性国家标准不一致的情况，需要通过新的强

制性国家标准《内河助航标志》的编写，解决这个问题。新的《内河助航标志》

发布施行后， JTS/T 181-1《内河航标技术规范》将作为其配套推荐性行业标

准，形成完整的内河助航标志的标准规范。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

析 

本标准没有引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其它涉及内河助航标志的相关标准。新中

国成立前，我国早期的内河助航标志引自英国的航标制式，来源于海上航标，

种类很少。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系统引用前苏联的内河航标制式。

后来经过独立发展成长，1986年通过总结提炼，正式发布施行了 GB 5863—1986

《内河助航标志》和 GB 5864—1986《内河助航标志主要外形尺寸》两项国家强

制性标准，规定了三类一十八种内河助航标志，形成了我国内河助航标志体系，

后来于 1993年对这两项国家强制性标准进行了修订，通过长期应用实践，我国

内河助航标志在国际上属于先进行列。本次汲取内河航标技术发展所新编的《内

河助航标志》，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相比，

仍可保持先进水平。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7%E7%94%A8%E5%9B%BD%E9%99%85%E6%A0%87%E5%8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4%96%E5%85%88%E8%BF%9B%E6%A0%87%E5%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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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基于 GB 5863—1993《内河助航标志》和 GB 5864—1993《内河助航

标志主要外形尺寸》两项国家强制性标准，对于长期施行两项国家强制性标准

所形成的内河航标体系架构作了继承，仅是根据发展需求补充了少量新的航标

种类，对原有标志，只是完善了少数标志的功能，并未改变其颜色、外形尺寸

等，且对于新增加的标志，有 2020 年 7 月施行的推荐性行业标准 JTS/T 181-1

《内河航标技术规范》作为配套规范。因此，实施本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已有的

内河助航标志的技术改造、老旧产品退出等影响很少，主要是对于新的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宣贯工作。建议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

渡期为 6个月。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该标准的实施监督主体为交通运输部。标准批准发布施行后，通过多种渠

道多种措施开展标准的宣贯、培训，使得我国各主要内河的航道、海事、港航

等部门人员熟悉和掌握，并通过他们向广大驾引人员宣贯。 

该标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作为基本法律支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航标条例(2011 年修订)》具体指导，有各管理部门长期进行航标管理、保

护所形成的比较完善的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支持。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

准的行为进行处理是有理有据的。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国境内的江河、湖泊等通航水域上所配布的内河航标。

不涉及沿海及国际水域，建议可不用对外通报。 

 

https://www.so.com/link?m=bEpjDZrA0QAaF3%2BOz8tcJSHexFT6KEQZ2v0m5Dz0%2BM66nNR46jybF8iRZxW8cOIvEsnTgRP7p2QhgRojRCl1sgNNLwNX21GV1K6%2FbnhB01qmOB3NLQugtU0Semw5KLAkavTjskE2KQv4ZenAsSD1VEn%2BPnt5dpOPqwOoDBO64LGMiCvyHlu6%2FnT91qBrNE3qXYqO8KMj%2Fk9BXS%2BB8tIRoCK4Aer3ACRTs2wRb2Y4mHpC6%2Bvu9Ja858R0txhV44GBiIVhVgOTtYRm1rD%2BLKhTxIzne3i0Ds6TOyiHucLWIm0IOkzvO
https://www.so.com/link?m=bEpjDZrA0QAaF3%2BOz8tcJSHexFT6KEQZ2v0m5Dz0%2BM66nNR46jybF8iRZxW8cOIvEsnTgRP7p2QhgRojRCl1sgNNLwNX21GV1K6%2FbnhB01qmOB3NLQugtU0Semw5KLAkavTjskE2KQv4ZenAsSD1VEn%2BPnt5dpOPqwOoDBO64LGMiCvyHlu6%2FnT91qBrNE3qXYqO8KMj%2Fk9BXS%2BB8tIRoCK4Aer3ACRTs2wRb2Y4mHpC6%2Bvu9Ja858R0txhV44GBiIVhVgOTtYRm1rD%2BLKhTxIzne3i0Ds6TOyiHucLWIm0IOkzvO


21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批准施行后将代替 GB 5863—1993《内河助航标志》和 GB 5864—1993

《内河助航标志主要外形尺寸》，建议同时废止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为我国内河助航标志的基础性标准，不涉及航标具体的产品类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是厂家生产的各类内河助航标志，其外形、颜色、尺

寸等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内河助航标志的建设、施工、管理和养护等过程

中所涉及本标准的内容，也限于对内河助航标志制式和配布原则的规定。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