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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Definition

Anchorage Point
Part of the structure, fitting or attachment on a vehicle to which a 
tie-down is attached. It is designed to withhold the load restraints 
to the main chassis frame of the vehicle.

Attached To prevent load from shifting by using lashing method.

Bale A large package of raw or finished material often wrapped and 
tightly bound with twine or wire.

Blocked To restrain load from shifting by using the blocking method.

Blocking A structure, device or another substantial article placed against 
or around an article of cargo to prevent its horizontal movement.

Contained To prevent load from falling off the vehicles without use of any 
securing devices.

Container

A large reusable receptacle that can accommodate smaller 
cartons or cases and any types of cargoes in a single shipment, 
designed for efficient handling of cargo. Containers in use are 
constructed to International (ISO) or British (BS) Standards.

衬板 非固定的遮盖物或木托，置放在运输交通工具底部，在运输
之际承受货物重量。

直接固定方式 通过柜装、阻挡或连接固定的方式，避免货物移位。

衬垫 置放在运输交通工具平台和货物之间或者货物之间的设备，
旨在增加接触面的摩擦力。

隐患 任何造成危险的可能性，包括可能导致人体受伤害，以及任
何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电子或人机工程相关的隐患。

顶架 不属于驾驶舱结构的垂直架构，专门设计以承受一定重量的
水平力。

捆扎设备 用以固定装载的器材，以免货物移动或者从运输交通工具 
跌落。

负载量 架构承受的总压力，其中包括支撑货物重量或质量或者来自
外来的压力。

货盘 用于储存或者移动货物或货运的移动式平台。

负荷量 运输交通工具本身的最大负荷重量以及无负荷重量之差。

固定设备 包括绳子、钢线、皮带、锁链以及特殊设计的吊带捆扎，必
须依照制造商所批准的用处而运用各项设备。

风险 发生险情并且对任何人造成实际伤害的可能性。

风险评估 鉴定某一特定隐患可能导致的伤害或疾病的可能性与后果的
评估程序。

支柱 安置在拖车旁侧的金属条和/或钢条，作为围栏以防货物堆垛
从运输交通工具跌落。

束缚 使用锁链、绳子、皮带或扣带将货物拴在运输交通工具或拖
车的锚固定点。

2. 简介

2.1		范围
此指南为运输业营运商、司机、装载职员以及主要利益相关方，提供运载货物至运输交
通工具相关的资讯与引导。其宗旨在于提升认知、灌输与教育必须遵从的基本安全原
则，以及针对运载货物的类型展开正确的风险评估。

此指南所提供的资讯包括安全装载货物的良好作业方式以及各种可被接受的置放与固
定/遏制方式。此指南也涵盖其他安全考量因素，譬如不安全装载的后果以及针对某些
货物的固定方式进行风险评估。

此指南不具强制性；其宗旨在于提供合理可行的指导，确保运输交通工具的装载作习对
工作人员和其他大众是安全的。

2.2		术语和定义

名词 定义

锚固定点
属于运输交通工具的架构之一、装置或附件部位，提供定点
以供捆扎设备把货物束缚于运输交通工具的主要基座上，从
而固定货物。

连接固定 使用绑扎固定的方法，以防货物移位。

捆包 大型袋装的原料或成品被包扎，然后以麻绳或金属线牢牢 
拴住。

阻挡 使用阻挡方式固定货物，避免移位。

阻挡物 间隔在货物之间或者围绕货物的架构、设备或实体物件， 
以防货物发生水平移位。

柜装 在没有任何固定设备的情况下，避免货物从运输交通工具 
跌落。

集装箱

可循环使用的大型容器，其设计目的为提供有效的货物处
理——在单一装运一并容纳较小的箱子或盒子以及其他类型
的货物。集装箱必须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或者英国工
业标准（BS）的规格来设计。

Dunnage
The loose mask material or wooden block, used to hold up 
the load of the cargo from the bottom of the vehicle during 
transportation.

Direct Restraint A load is prevented from being shifted by containing, blocking or 
attaching it to the vehicle.

Friction mat
A device placed between the deck of a vehicle and articles of 
cargo, or between articles of cargo, to provide greater friction 
between surfaces.

Hazard
It is anything with the potential to cause bodily injury, and 
includes any physical, chemical, biological, mechanical, electrical 
or ergonomic hazard.

Headboard
A vertically constructed structure that is not part of the cabin 
structure. It is specially designed to withstand a certain amount 
of horizontal force.

Lashing Material used for securing load to prevent it from moving or 
falling off the vehicle.

Load The overall force to which a structure is subjected in supporting a 
weight or mass or in resisting externally applied forces.

Pallet A portable platform used for storing or moving cargo or freight.

Payload It is the loa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ximum laden weight and 
the unladen weight of the vehicle.

Restraint Devices
These include ropes, steel wire ropes, belts, chains and specially 
designed webbing strappings which should only be used for 
applications approved by their respective manufacturers.

Risk It is the likelihood of a hazard causing a specific bodily injury to 
any person.

Risk Assessment
It is the process of evaluating the probability and consequences 
of injury or illness arising from exposure to an identified hazard, 
and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 for risk control.

Stanchions
Metal bar and/or steel rod, placed at the edge of the trailers to 
serve as fence to prevent stacked cargoes from falling off the 
vehicle.

Tie-Down To fasten the cargo with chains, ropes, belts or straps to a vehicle’s 
or trailer’s anchorag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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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旋锁的平台货物拖车用于运输集装箱以及零散的大型货物。

• 集装箱置放在拖车上之后，必须立刻以旋锁固定。

• 零散大型货物如铁条、缆绳、钢管、混凝土管、机械、锡锭、钢板、纸张卷筒；或
者柜装在柳条箱、箱子、货盘等等的货物，必须使用桁架或支柱以防止货物或柳条
箱滑动。

• 拖车必须提供锚固定点，方便人员使用绳线、吊链、吊带捆扎等设备将货物妥当
固定。

1

1. 挖掘机

2

2. 起重机吊架部位

3

3. 工程机械装置

装置延伸侧板的货车

1. 后侧板
2. 延伸侧板
3. 侧板
4. 顶架
图表	3：运输货盘和松散货的货车

图表	4：迷你或小型货车运输船运物料、
工程器材或轻型货物

• 使用低平台拖车运载超规格集装箱以及超限/
重型货物，譬如机械器材、挖掘机、履带式
起重机、建筑设施以及其他重型物件。

• 低平台拖车也运送在一般公路上受装载重量
和高度限制的货物。

• 有些低架拖车可以让机器或器材直接运上其
平台。

• 有些卡车装置了栏架，保护货物免受雨淋日晒。

• 低架拖车用于运输货盘和松散货，其上置放
了箱子、盒子、装袋、捆包、成束货物、圆
桶等等货物。

• 卡车的负载量和尺寸大有不同，其负载量一
般注明在车身侧面，而货物重量不可超过所
注明的最大负荷量。

• 小型货车（也称为迷你货车）是较小型的卡车。

• 小型货车运输船运物料至船舰，或者把工程
器材运至厂房或仓库。

• 货物必须妥当固定于这些运输交通工具上。

3.1		基本原则
• 不论在任何时候，货物不可危及身处运输交通工具内或者公路上的人员。

•  货物必须妥当固定于运输交通工具上，以免在移动之际危及其他人员。

•  货物必须加以柜装或固定，以免发生泄漏、溢出、吹走、掉落、倾倒、移位、摇晃
或移动以及导致运输交通工具失衡。

 

3.2		各类货物所需的运输交通工具
•  运输交通工具必须相当坚固，并且能够承受运载货物的压力。

•  根据货物类型而选择适合的运输交通工具；或者使用各种器材、装置、衬板或其他
方式改装运输交通工具，使之变得适用。

•  运输交通工具切勿超重运载货物。

•  运输交通工具上必须拥有合适的设计，譬如配有锚固定点、平台以及顶架。

•  一般用于运输货物的运输交通工具包括货柜拖车、卡车、低平台装载机/拖车、小型
货车、汽车和运货车。

3.	一般条规要求

1

2

3

4

1
1

2 2

空置平台拖车

1. 锚固定点
2. 旋锁

空置低平台拖车

图表	1：运输集装箱和零散大型货物的平台货物拖车

图表	2：使用低平台拖车（低低平台装载机）运载超规格集装箱以及重型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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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支柱

•  针对支撑货物旁侧的支柱，必须延伸其长
度，直到与货物等高。

•  所使用的支柱必须非常坚固，并能够承受货
物向外移动的压力。

•  安置适量的支柱以固定运输交通工具上的货
物。譬如说：二十尺长的拖车，每侧可以装
有两根支柱；或，四十尺长的拖车，每侧至
少装有四根支柱。

轻型货物以及必需补给品

•  用于运载轻型货物或补给品至船舰和厂房。

1

3.3		顶架

•  顶架必须足够强大及架构稳固，以防固定装置失效之际，防止负载如金属杆、  管
子、横梁、 钣金件等等、 穿透车辆驾驶室。

•  最顶层货物堆垛不可高于顶架。

	  
图表	5：运输轻型货物和必需补给品的
运货车。

1. 驾驶舱后方的顶架	
2. 货车上的顶架

3. 安置在拖车上的顶架

2

3

1

1

1. 支柱

图表	7：各种支柱的例子

图表	6：设计各异的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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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齿状货物捆缚装置

钢条/支柱

悬挂锁链挂钩

捆扎皮带和绳子

一端带有起重钩的合金钢链

螺旋扣

螺旋扣

3.6		货物固定设备

根据货物类型而使用不同的固定设备，譬如锁链、绳子、吊带、扣带等等。遵从安全工
作程序，针对货物类型而采用合适的固定设备。

先固定非柜装货物（UC）于平台，	
接着将平台固定于拖车的锚固定点。

1.	锚固定点
2.	货物固定于平台上的锚固定点
3.	接着将货物固定于拖车的锚固定点

集装箱上附带吊带捆扎的锚固定点

4.	附有封盖环扣的棉带布
5.	锚固定点

4

22

53 3

1

1

1

1

3.5		锚固定点

•  运输交通工具必须配合负荷量、货物类型和性质，提供合适的锚固定点。

•  使用合适的固定设备，保持货物稳固。

图表	8：锚固定点的例子

图表	9：不同类型的货物固定设备10 11



3.8		堆垛/置放货物

Light

Heavy

图表	12：较轻货物应该置放在较重货
物之上

•  货物的堆垛方式必须在没有捆扎的情况下，
也维持高度稳固

•  货物的重量必须均匀分布在平台上，以维持
运输交通工具的整体纵横平衡。

•  货物重心的所在位置非常重要。必须尽量维
持重心在较低和较前方的位置，以免运输交
通工具倾覆。

•  所有货物必须加以固定，以免在操作过程当
中意外移动。

图表	11：束缚固定设备的最低数量

束缚以下货物：
高度少于1.52公尺（5尺）以及重量少于 
500公斤（1100磅）。

束缚以下货物：
高度少于1.52公尺（5尺）以及重量大于
500公斤（1100磅）。

束缚以下货物：
高度少于1.52公尺（5尺）以及重量大于 
500公斤（1100磅）的两项货物

束缚固定（2+1）：
对于额外的每3.02公尺（10尺）或者超过 
3.02公尺（10尺）的货物部件-

1.21公尺（4尺）
200公斤（440磅）

600 kg (1320 lb.) 
600公斤（1320磅）

3.65公尺（12尺）
600公斤（1320磅）

这份指南将建议关于最低数量的束缚固定设备：

束缚固定方式

摩擦力 柜装器材 阻挡物 连接器材

货物的重量 集装箱、
翻斗车、

油槽车

用以容纳货物 
（没有适用固定 

设备），避免从运输
交通工具上跌落。

顶架、
侧板、
后侧板

以阻挡方式避免 
货物随意移动

使用锁链、吊带捆扎
等等捆扎

使用捆扎方式， 
避免货物松散或 

者移动

束缚捆扎

使用束缚固定方式以
避免货物倾覆

+

直接固定方式

图表	10：图解说明束缚固定以及直接固定

3.7		捆扎/	束缚固定

•  适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来固定货物。

•  必须经常检查捆扎设备，并定期重新勒紧。

•  捆扎或松开绳子之前，先检查和确定货物本身非常稳定。

•  货物必须妥当固定，避免任何部位受到其他部位影响而随意移动。

•  固定货物的设备以及运输交通工具车身必须相当坚固，必须适用于所运载的各类型
的货物。

束缚固定是最普遍使用的货物固定方式，避免货物倾滑。此方式使用各种捆扎设备将货
物牢牢固定于交通工具，免之往上移动。直接固定方式则适用柜装、阻挡或连接器材来
固定货物，而非依赖摩擦力。柜装货物无需任何固定设备便能够保持稳固，譬如装有液
体的油槽、装有散状固体的运输槽以及装载一般货物的集装箱。阻挡货物主要在运输交
通工具架构或其他货物之间形成间隔，或者堆垛货物，使之接触运输交通工具的架构，
譬如顶架、侧板和后板。连接货物乃使用捆扎设备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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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和四个圆桶的捆扎方式

图表	13：圆柱形货物的捆扎方式

图表	15：货物位置—重量必
须均匀在拖车之上，以维持运
输交通工具的平衡

图表	16：双排堆垛货物必
须固定在一起，以免旁端出
现空隙

图表	17：
使用柳条箱或者钢箱，以便容
纳货物以及作为顶架与货物之
间的间隔

图表	14：把货物固定在卡车和拖车上，以免在运输过程当中移动

4.	不安全装载的隐患

图表	18：由于忽然刹车和不安全堆
垛，锡锭从运输交通工具倾覆

图表	20：由于金属钢条和管子没有妥
当堆垛和固定，因此在拖车急转弯之
际滑落

图表	19：管子没有妥当固定，而且卡
车没有安装顶架

图表	21：工字梁没有妥当的捆扎和固
定，而且拖车没有安装顶架

请看图表 19 至 21 有关于不安全装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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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责与责任 6.	风险评估

参考附录——	一般货物装载风险评估表格之样本
此指南提供的样本表格仅适用于参考。公司应该根据不同的操作环境，准备正
确、合适的风险评估系统。

管理层必须确定：

•  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援营运操作；

•  委派能够胜任的人选执行职务；以及

•  针对每项操作展开风险评估与批准。

规划操作的负责人应该：

•  在每项操作当中，为司机提供正确的指示；以及

•  针对每项操作展开风险评估

司机应该：

•  检查运输交通工具以及所有周边设备，确保其状态良好，并且能够达到操作指示的
必要条件。

•  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免运输交通工具在装货/卸货之际忽然移动；

•  确保货物被妥当运上运输交通工具；

•  根据公司制定的程序，呈报所有装货/卸货问题、不安全状况或条件、未遂事故以及
一切事件。

•  使用足够的捆扎设备来装置和固定货物，免之随意移动；以及

•  离开装载地点之前，必须先检查货物装载处以及其稳固性。

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其过程如下：

•  确认以及分析工作相关的安全与卫生隐患；

•  评估有关风险；以及

•  划分情况的重要性，并采取恰当的措施控制隐患以及降低风险。

管理层/操作人员应该：

•  在风险评估措施方面拥有足够的知识；以及

•  能够针对每项运作而建议合适的风险评估措施。

司机/传递人员应该：

•  遵从工作场所的风险评估系统，减少安全与卫生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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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安全装载不同类型的货物

7.1.	 一般货物
7.1.1.	圆桶

图表	22：垂直置放在开放式平台上的圆桶/圆柱形货物	

图表	23：沿着轴线水平置放圆桶/圆柱形货物

•  第一排和最后一排必须加以捆扎。位于较后方的货物必须捆扎，以增加其稳固性。

•  所有圆桶/圆柱形货物必须相互碰触，降低移动的可能性。

•  位于货物旁侧的每道捆扎线，必须位于货物总高度一半的位置。

顶架 捆扎设备

•  建议在运输交通工具上安装顶架。

•  对于卷筒或圆柱形货物，应该沿着其轴线置放在运输交通工具上，确保它们只能前
后移动。

•  若货物的长度小于其直径的双倍，则货物必须置放在后方。

•  若货物的长度大于其直径的双倍，却小于运输交通工具的宽度，则必须确保货物在
运输之际不会向前移动。每一排必须接触前排的货物，同时必须填垫前方与后方的
货物，以防向前或向后滚动。

•  所使用的支柱必须能够承受货物装载向外移动的压力。

图表	24：置放于开放式平台上的盒箱
货物

7.1.2	箱子

•  货物必须妥当固定，避免任何部位受到其他
部位影响而随意移动。

•  每一排货物必须加以捆扎。

•  建议在运输交通工具上安装顶架。

7.1.3	麻袋/装袋

•  袋装货物应该相互挨着堆放，并确保相邻堆
层出于交错方向。

图表	25：经过捆扎的货物置放在货盘上并使用开放式平台运输

顶架 捆扎设备 支柱

楔型垫木

捆扎设备 绳子/金属线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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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扎多排货物，以便确保整体装载的稳定
性。

•  若货盘上置放了两层被捆束的袋装货物，则
每排货物必须使用一项捆扎设备加以固定。

•  若使用以帆布为侧的侧开集装箱来运输货盘
装载，则无需捆扎每一排货物也可以堆垛成
两层，但是必须确保第一排和最后一排必须

图表	26:	货盘上置放了一层被捆束的袋

以捆扎设备固定。

•  运输之际，必须完全覆盖和固定旁侧的帆布。

•  若货盘和袋装货物没有包裹成一体，则只能在运输交通工具置放单层货物，并且一
定要以帆布覆盖。

图表	27：装载袋装货物的货盘通过侧开集装箱运输

图表	28：捆包/成束货物放在开放式平台上运输

7.1.4	捆包/	成束货物

图表	30：附装顶架的拖车运输一般货
物，譬如成束的废弃物品

图表	29：附装顶架的货车运输成束的
废弃物品

•  若货物堆垛成单层，则前后排必须加以捆扎。

•  若货物堆垛成双层，则每一排必须使用至少一项捆扎设备。

•  建议运输交通工具在平台上装置顶架，以免货物跌落在驾驶舱上。

固定帆布的设备 捆扎设备 侧开集装箱

以帆布覆盖

顶架

顶架

•  在货盘上捆扎/包裹袋装货物之际，必须确保绳子/包裹/金属线能够将袋装货物和货
盘包含成一体。

•  装载之前，必须检查捆扎袋装货物的绳子/金属线没有损坏。

•  若货盘上置放了一层被捆束的袋装货物，则第一排和最后一排必须捆扎。建议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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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运载杂货/松散货的运输交
通工具

图表	32：运输杂货/松散货的拖车

7.1.5.	轮胎

•  置放在平台或者货车上的每排轮胎必须加以捆扎，避免向旁移动或者从卡车上跌落。

•  轮胎的堆垛高度不可高于驾驶舱。

•  每道绳子/捆扎设备必须连接稳固，以免轮胎松开。

•  针对运输轮胎的运输交通工具，建议安装顶架。

7.1.6	杂货/松散货物

图表	31：以开放式平台上运输轮胎

图表	34：运载空置货盘的拖车

•  货物堆垛高度不可超过顶架。

•  货物必须妥当固定，避免任何部位受到其他部位影响而随意移动。

•  建议在运输交通工具上安置顶架，以免货物滑动并跌向驾驶舱。

•  货物不可高于顶架或侧板（包括其延伸部位）

•  每叠货物必须加以捆扎，以免货物在运输之际随意移动。

•  置放于拖车/平台的货物必须互相接触，并且加以捆扎每叠货物，以防货物从拖车上
跌落或者移向驾驶舱。

•  针对运输杂货/松散货的拖车，建议安装顶架。

7.2.	 货盘货物
7.2.1.	空置货盘

顶架

捆扎设备 绳子/金属线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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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垛在货盘上的货物必须加以紧缩包裹，维持稳固。

•  必须确保货盘的情况良好，并且能够承受货物的重量。

•  除非基于运输交通工具、侧板和顶架的局限，否则必须采取额外固定措施，以防货
盘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移动。

•  堆垛在货盘上的货物必须在没有捆扎的情况下，也维持高度稳固。

•  若货盘堆垛于开放式平台上，则必须使用固定设备，以防每层货盘随意移动。

•  前方货物必须距离驾驶舱较远。

•  若使用货盘装载货物，则建议有关运输交通工具安装顶架。

图表	36：以开放平台的运输金属/钢铁货物

支柱

捆扎设备向前移动
倾覆

支撑木

图表	38：运输不同尺寸的金属/钢铁货物

•  货物堆垛不可高于顶架。

•  货物必须牢牢固定，避免任何部位受到其他
部位影响而随意移动。

•  支柱必须配合货物的高度，并且妥当固定。

•  在货物与平台以及堆垛之间置放衬垫，以增
加摩擦力，避免货物向前移动。

•  安置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
图表	37：置放于拖车开放平台上的钢板

图表	35：装载货物的货盘被置于货车的开放式平台上运输

捆扎设备

7.2.2.	以货盘装载的货物 7.3	 金属/钢铁货物
7.3.1.	 钢板/	钢架（成束/松散）

支撑木

捆扎设备

间隔物

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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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堆垛高度不可高于支柱和顶架。

•  所使用的支柱必须非常强稳，能够承受货物的外向移动。比方说：二十尺长的拖
车，每侧装有两根支柱；或，四十尺长的拖车，每侧至少装有四根支柱。

•  支柱必须高过货物。

•  使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每叠货物至少两道捆扎设备）以固定货物，避免任何
移动的可能性。

•  超过一层以上的货物必须使用额外的捆扎设备。

•  货物的堆垛方式必须在没有捆扎的情况下，也维持高度稳固。

•  面积较小的金属片必须置放在面积较大的金属片之上。

•  如果运输交通工具的甲板上放有两叠或以上的货物，则货物堆垛必须互相接触，或
者间中置放间隔物，以避免最后方的堆垛滑动。

•  使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每叠货物至少两道捆扎设备）以固定货物，避免移动
或抖动。

•  最高堆垛不可高于顶架。

•  安置适量的支柱，以免货物向外移动。比方说：二十尺长的拖车，每侧装有两根支
柱；或，四十尺长的拖车，每侧至少装有四根支柱。

•  安装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  在货物与平台以及堆垛之间置放衬垫，以增加摩擦力，避免货物向前移动而撞击驾
驶舱。

图表	41：平台上必须安置足够的支柱/
钢条，并且使用合适的捆扎设备固定
钢管

图表	40：成叠货物被堆垛成一层或以上

或，四十尺长的拖车，每侧至少装有四根支
柱。

•  支柱必须高于货物。

•  使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每叠货物至少
一道捆扎设备）以固定货物，避免任何移动
的可能性。

•  货物的堆垛方式必须在没有捆扎的情况下，
也维持高度稳固。

•  每层必须安置四至五根完整稳固的支撑木。
置放于支撑木之上的货物必须相当稳定。

•  拖车的各个侧边必须垂直置放四根支撑木，
避免货物移动的可能性。

•  安装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  在货物与平台以及堆垛之间置放衬垫，以增加摩擦力，避免货物向前移动而撞击驾
驶舱。

•  无论层数多少，货物绝对不可高于支柱和顶架。

•  使用适量的支柱固定每叠货物。比方说：二十尺长的拖车，每侧可装有两根支柱；

图表	39：堆垛一层或以上的钢架（成束/松散）

捆扎设备

捆扎设备

两层以上

一层

支撑木支柱

顶架

顶架

支柱

捆扎设备

捆扎设备

两层以上

一层

支撑木

顶架

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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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两层或以上的货物堆垛

7.3.2	管子（成束/	松散）

•  货物堆垛不可高于支柱和顶架。

•  使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每叠货物至少使用两道捆扎设备）以固定货物，以免意
外移动。

•  货物的堆垛方式必须在没有捆扎的情况下，也维持高度稳固。

•  每叠货物必须使用数量相当的支柱。譬如：二十尺长的拖车，每侧都装有两根支
柱；或，四十尺长的拖车，每侧都装有四根支柱。

•  支柱必须高于货物。

•  运输交通工具必须安置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  在货物与平台以及堆垛之间置放衬垫，以增加摩擦力，避免货物向前移动而撞击驾
驶舱。

图表	43：拖车装配以支柱和捆扎设备，以固定管子

图表	44：两层或以上的货物堆垛成两叠或以上

•  货物堆垛不可高于支柱和顶架。

•  使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每叠装载至少使用两道捆扎设备）以固定货物，避免意
外移动。

•  货物的堆垛方式必须在没有捆扎的情况下，也维持高度稳固

•  每叠货物必须使用数量相当的支柱。譬如：二十尺长的拖车，每侧都装有两根支
柱；或，四十尺长的拖车，每侧都装有四根支柱。

•  支柱必须高于货物。

•  运输交通工具必须附加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  在货物与平台以及堆垛之间置放衬垫，以增加摩擦力，避免货物向前移动而撞击驾
驶舱。

Stanchion bar

Lashing devicesHeadboard Dunnage wood

支柱

捆扎设备 支撑木顶架

•  使用一道锁链穿过顶层，捆扎第一叠以及最后一叠货物，避免移动（换言之：首两
根支柱之间是前方捆扎点，而后两根支柱之间则是后方捆扎点）

•  运输交通工具必须安置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  在货物与平台以及堆垛之间置放衬垫，以增加摩擦力，避免货物向前移动而撞击驾
驶舱。

•  针对任何过长货物，必须在其尾端绑上红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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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6：置放于运输交通工具平台上的金属片卷筒

•  装载货物之前，必须事先检查绳子/金属线是否有所破损。

•  货物之间的距离必须尽量靠近，即使没有捆扎也能保持稳定。

•  若货物之间的空隙无法以其他货物或阻挡物填充，则各别货物必须包裹捆扎，加以
固定，以防意外滑动。

•  货物必须与司机的驾驶舱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  使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来固定货物，以防任何意外移动。

•  前后排的装载堆垛必须加以捆扎。 

•  运输交通工具必须安置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  在货物与平台以及堆垛之间置放衬垫，以增加摩擦力，避免货物向前移动而撞击驾
驶舱。

绳子/金属线 填垫木 双重捆扎设备

图表	45：拖车上堆垛起来的钢锭/	钢条

捆扎设备

绳子/	金属线

•  必须捆扎所有卷筒。第一排以及最后一排卷筒必须经过双重捆扎，并以一道锁链连
接前后方以防任何移动。

•  每排卷筒的中心穿以锁链，并垂直固定以避免任何移动。

•  第一排后方的圈盘必须尽量垂直置放（形成直排）并且相互并排接触，以防松散移
动。

•  必须填垫第一排和最后一排。所有卷筒必须以支撑木填垫以防松散移动。

•  楔型垫木的尺寸必须至少是 100毫分 x 100毫分（高度 x 宽度）。

•  摆置方面，必须确保每一排的宽度不可超过前排的宽度。

•  运输交通工具必须安置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7.3.3	钢锭/钢条 7.3.4.	卷筒

7.3.4.1	金属片卷筒（置于拖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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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2		金属片卷筒（置于货盘上）

图表	50：置于货盘上的卷筒

针对捆扎于货盘并且置放在运输交通工具平台上的金属片卷筒：

•  第一排和最后一排货物必须捆扎。

•  每排货盘必须与前排相互接触。

•  卷筒必须固定妥当，以防任何外来压力造成意外移动。

•  在货盘下方置放衬垫，增加货盘和甲板之间的摩擦力，避免移动的可能性。

•  运输交通工具上的每排卷筒必须被捆扎和填垫。

•  楔型垫木的尺寸必须至少为100毫分 x 100毫分（高度 x 宽度）。

图表	48：所有卷筒必须置放成直排图表	47：固定并捆扎各别卷筒

图表	49：置放于运输交通工具平台上的金属片卷筒

楔型垫木捆扎设备

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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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3：必须使用合适的填垫和捆扎方
式固定缆绳盘

图表	51：固定卷筒的特制托架

图表	52：置放垂直钢线圈以免货物向前后移动

•  使用环状捆扎或延边防护以避免移动。

•  根据客户的特别要求而采取这种装载方式。

7.3.4.4	钢线圈

37˚

所有角度为30˚– 60˚

7.3.4.3	金属圈线（位于楔型层）

7.3.4.5	电缆盘

•  第一排后方的缆绳盘必须尽量垂直置放且相
互并排，避免松动。

•  必须以两根支撑木填垫所有缆绳盘，以免前
后滚动。

•  必须以钢链捆扎所有缆绳盘，并朝下固定，
避免货物松动。

•  填垫每排钢线圈，将之整齐装载于拖车平台上。

•  前后排必须经过双重捆扎，避免向前后移动。

•  位于第一排后方的钢线圈必须尽量垂直置放（形成直排）并且相互并排接触。

•  钢线圈必须相互接触以防意外移动。

•  首三排的前方以及最后三排的后方必须置放支撑木。

•  拖车前后必须置放四支支柱，避免货物前后移动。支柱必须具备钢线圈一半的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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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7：开放式平台上的木材货物

图表	56：旁侧向外伸延的木材货物

绳子/金属线 捆扎设备

木材货物（旁侧向外伸延）

•  运输交通工具必须在边侧装有支柱，以免货物向外伸延之际，忽然倾覆。

•  货物必须固定妥当，不受其他货物影响，也不会任意移动。

•  支柱必须配合货物的高度，并且固定妥当。

木材货物

•  货物堆垛不应高于驾驶舱。

•  货物必须固定妥当，避免任何部位受到其他
部位影响而随意移动。

•  每排货物必须捆扎妥当。

7.4	木材货物
•  装载之前，必须事先检查绳子/金属线是否有

所损坏。

•  确保货物保持相同的高度。尽可能将不均匀
的一端置于运输交通工具后方，并将所有木
材捆扎起来，以免忽然滚动。

•  对于较轻的木材货物，可以使用装有侧板
的运输交通工具运载，并确保货物不高于侧
板。若装载总高度超过侧板，则必须将之捆
扎。

•  位于运输交通工具后方的任何木板的松散端
必须牢牢固定并且朝下置放，减少滚动的可
能性。

•  若运输交通工具的平台属于开放式，则必须
另外安置顶架。

图表	54：轻量货物——运输松散木材的
运输交通工具

图表	55：以开放式平台装载木材的运输方式

捆扎设备
绳子/金属线

捆扎设备

绳子/金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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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重型机器/器材

图表	58：使用合适的器材和设备，将重型庞大的货物固定装置于低平台拖车上

图表	59：使用适当的填垫物和捆扎设备固定货物，避免移动

•  低平台拖车用于运输超限柜以及超大型/重型货物，譬如机器、挖掘机、覆带起重
机、建筑设备和其他重型工具。

•  这些拖车也在一般公路上运输重量和高度受限制的货物。

•  有些低平台拖车可以让机器或器材直接运上其平台。

1.	旋锁

7.6	集装箱

集装箱卡车运输

•  拖车可以运输各种类型的集装箱，包括通用集装箱、冷藏箱、液体槽、开顶集装
箱、开门箱、框架箱等等。

•  拖车上提供了旋锁以锁住集装箱。

•  一旦置放在拖车上之后，必须立刻为集装箱上锁。

处于锁紧状态的旋锁。 处于开锁状态的旋锁。

1 1

图表	60：拖车上的旋锁位置

图表	61：使用旋锁固定集装箱，以便安全把货物运转至拖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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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3：货车上的集装袋，至少必须捆扎第一和最后一排

捆扎设备

集装袋必须根据特定的方式运至运输交通工具上：每一袋子必须碰触前方的袋子，而且
总共只能置放一层袋子。

•  第一排货物必须尽量贴近顶架。

•  必须正确捆扎第一排和最后一排集装袋。 

•  每排货物必须从前方至两侧加以捆扎，避免移动跌落。

7.7	预制

图表	65：货物不可高于货柜

7.8.2	金属碎片

•  运输交通工具不应该超载，以免货物在运输
途中滑走跌落。

•  建议使用盖网或者帆布覆盖轻型货物，以免
在运输途中被吹走。

•  在拖车上使用吊带和阻挡物以固定预制组件，确保在运输途中维持水平位置。

•  至于运输必须保持垂直位置的预制组件，则采用镀锌铁线和链动滑轮，也可使用铁
链或吊带进一步稳固货物。

•  拖车必须避免超载预制组件。

•  必须检查地面和拖车最高点之间的高度，确保符合交通法则的规定。

•  离开预制工厂之前，必须检查装有预制组件的拖车两侧（装有钢架）的货物平衡。

•  建议附加顶架，加强保护司机的安全。

7.8	 其他
7.8.1	 集装袋

图表	62：安装钢架的卡车

图表	64：拖车上的集装袋，必须捆扎第一和最后一排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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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运输拖车是经过特殊设计的拖车，用于运载各种机动交通工具，譬如汽车、货
车、轻运货车以及越野车。

•  一般上，拖车后方设有活动斜道，方便移动交通工具上下拖车

•  必须遵从制造商或运输公司的要求，把交通工具固定置放于平台上。

•  运输之前，建议在每辆交通工具的轮子前后方使用合适的填垫物。

•  使用合适的阻挡物，以免交通工具在运输之际意外移动。

图表	69：货车上的搬运箱，最低限度必
须捆扎前后两排，避免货物移动。

7.8.4		搬运箱

•  第一排搬运箱必须尽量贴近顶架。

•  第一排之后的搬运箱必须尽量互相贴近，减
少移动的可能性。

•  每排搬运箱必须使用一道捆扎带加以固定，
避免移动的可能性。

平台前方固定点

交通工具后方的固定点

平台后方固定点

图表	66：确保拖车平台使用正确的器材和固定置放设备，适用于运输汽车/卡车。

7.8.3	汽车运输拖车

交通工具前方的固定点

图表	70：货车的金属框架，第一排货物
贴近顶架置放；必须捆扎前排和后排

7.8.5		金属框架

•  第一排货物必须尽量贴近顶架，避免前倾的
可能性。

•  确保关闭和固定侧板，避免货物向旁侧
移动。

•  使用两道捆扎带，从每排垂直货物的前方穿
过顶端并包围后方，以免货物向前后移动。

图表	67：为轮胎提供合适稳固的吊带系统

前轮填垫\ 后轮填垫

图表	68：为前后方的每个轮胎提供合适的填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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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1：使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连接锚固定点，并采用正确的器材运输不同尺寸的货物。

•  必须使用正确合适的捆扎设备，将所有货物固定于拖车旁侧的锚固定点。

•  使用恰当的阻挡物，阻止货物向前移动。

•  正确地填垫和固定松散货，以避免货物在运输之际移动。

•  根据货物的种类、高度和重量，使用合适的设备进行运输。

7.8.6	其他货物装载类型

44 45



8．装载货物至运输交通工具—恰当与不
恰当事项

关于安全运载货物至运输交通工具、货物的堆垛与置放以及固定设备，下列说明了何
谓恰当与不恰当的事项。

货物的高度不可高于集装箱，以免物品
在运输之际，由于移动而跌落。

正确的货物位置——重量必须均匀分布于
拖车平台，增强运输交通工具的稳定性。

运输交通工具不应该超载，以免物品在
移动之际跌落。

不正确的货物位置——负载重心偏侧一
边，导致运输交通工具重心不稳。

应该执行的事项（恰当） 不应该执行的事项（不恰当）
双排堆垛货物必须固定在一起，以免
旁端出现空隙。

堆垛货物的旁端出现空隙。必须包裹货
物的下半部。

使用柳条箱或者钢制箱置放货品，并在
运输交通工具顶架之间作为阻挡物。

固定货物，使用桁架以防货物移动。

尽量捆扎和固定多排货物，以免任何
移动。

若货品不易包裹、容易滑动或难以固
定，避免将之列为松散货来置放。

货物高于顶架并且不受阻挡。桁架无法
阻止旁侧移动。

货物高于驾驶舱，却没有恰当的货物捆
扎设备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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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束的钢条必须堆垛妥当，牢牢捆绑，	
并且不可高于运输交通工具的垂直桁架。

使用恰当的运输交通工具运载过高过
宽的集装箱。

没有妥当固定捆绑成束的钢条。

使用不恰当的运输交通工具运载过高过
宽的集装箱。

运输交通工具上只能运载一层集装袋货物。

针对过长货品，建议系上红布，以便
警惕其他公路使用者或工作人员。

集装袋货物不可超过一层以上。

没有针对过长货物作出警示，为其他公
路使用者和工作人员造成危险。

确保货车的侧板处于良好状态，以便能
够支撑货物的负载量。

货车的侧板已经损坏失效，无法有效
固定货物。

有效的捆扎设备能够固定货物，避免
移动。

不可使用破损的捆扎设备。正确堆垛所有货物。 货物堆垛方式不正确，货物重量分布
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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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没有被妥当地固定于货车的桁	
架上。

使用错误的支柱固定管状货物。

货物高于支柱高度，并且没有任何捆扎
设备将之固定。

货物高于顶架。

必须捆扎和固定所有货物。

没有任何捆扎设备固定松散货。

木材货物没有妥当堆垛，也没被捆扎。

相邻的货物紧密堆垛，并以捆扎设备	
牢牢固定。

关于不安全装载的详情关于正确安全的装载方式的更多详情

1. 处于锁紧状态的旋锁

过高货物妥当安置于开顶集装箱，并以
旋锁固定该集装箱。

1

1. Padding
2. 使用钢索和拉紧器以固定装载单位

使用钢索捆绑各别货物单位，并在货物
顶端置放衬垫。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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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高度超过支柱高度。

没有捆扎设备和顶架，错误使用支柱
（货物高于支柱）

货物重量没有均匀分布于拖车平台。

没有捆扎设备和顶架、错误使用以及损
坏的支柱（货物高于支柱）

成束的钢管没有捆扎妥当，而且支柱
已经变形。

支柱已经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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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可能性
的严重程度

		间接	(R) 		偶然(	O) 	经常	(F)

严重(Ma) M H H

中等(Mo) L M H

轻微(Mi) L L M

Company:
Conducted by: 
(Designations, Name, signature)

HSE Manager: 
Safety Supervisor: 
Operation Supervisor: 
Lead Drivers: 

Process/Location:
Safe Loading of General Loads on vehicle 
(Trailer or Lorry)/ All Locations

Approved by:
(Name, designation)
(Date)

Last Review Date:
XX Nov 2009
Next Review Date:
XX  Nov 2012

10．附录—般货物装载风险评估表格之样本

H	=	高风险，M	=	中度风险，	L	=	低风险

活动相关风险评估表格

公司名称：

执行监管方：
( 职衔、姓名、
署名 )

健康、安全与环境经理：
安全主管：
操作主管：
主要司机：程序/ 地点：

安全装载一般
货物至运输交
通工具
( 拖车或货车 ) / 
所有地点

批准方：
( 姓名、职衔 )
( 日期 )

最新审核日期： 2009年11月00日 下次审核日期为 2012年11月00日

1.	确认隐患 2.	风险评估 3.	风险管制

1a. 1b. 1c. 1d. 2a. 2b. 2c. 2d. 3a. 3b.

No. 工作活动
项目

隐患 可能发生的
意外/

	III	卫生以
及高风险
人员

现有风险
管制

（如有）

严	
重	
程
度

事	
发	
可	
能
性

风	
险	
程
度

额外风险
管制

执行人员，
职衔

01 运载与
卸载一般
装载

进行运货/
卸货之
际，叉式
装卸车的
移动

叉式装卸
车撞到周
围的交
通工具/ 
人员

所有人员
不可占据
阻碍叉式
装卸车行
走的通道

MA R M

运输交通
工具必须
停泊在
指定运货
地点

司机、主管

叉式装卸
车举起的
整体装载
不稳定

整体装载
从升举设
备上掉落

不可站在
悬挂货物
的旁边/
下方

MA R M

运载/卸货
之际，不
可置放/保
留支撑木

司机、主管

02 一般装载
在拖车或
卡车上的
稳定性

拖车上（
或卡车）
的整体装
载不甚
稳固

整体装载
可能从拖
车（或卡
车）上
掉落

启程之
前，必须
检查货物
堆垛和装
置的稳固
性。

Mo R L

启程之
前，留意
货物的堆
垛方式必
须正确，
并确保货
盘没有
损坏

司机

错误的捆
扎和支撑
设备

捆扎和支
撑设备损
坏失效

使用之
前，必须
检查捆扎
和支撑装
置的状态

Mo R L

维持所有
捆扎设备
处于良好
状态；若
支撑木有
所缺陷，
必须更换

司机

不正确的
固定装置

货物在运
输之际
掉落

确保使用
足够的捆
扎设备和
正确装置
以固定
货物

Ma R M

围绕拖车
（针对卡
车）巡
视，确保
所有货物
的装置非
常稳当。

司机

拖车上的
整体装载
不甚稳固

整体装载
在释开捆
扎之际可
能移动

释开绳子
之前，目
视检查拖
车上的每
个装载是
否稳固

Ma R M

释开皮带/
绳子之
际，必须
多加留意

司机

装载距离
顶架甚远

刹车之
际，装载
可能移动
或者向前
倾跌

确保拖车
上的装载
非常稳
固，不会
移动

Ma R M

使用恰当
的阻挡设
备，避免
装载向前
移动

司机

双层堆垛
货物

装载可能
从上层
跌落

使用捆扎
皮带或者
适当的捆
扎设备，
从顶部固
定整体
货物

Ma R M

若有两层
或以上的
货物堆
垛，建议
提供侧板
或桁架

司机

不平路
面、急转
弯和紧急
刹车

装载从拖
车或卡车
上跌落

在不平路
面行驶之
际，降低
车速；遇
见转弯或
路口则减
缓车速。

Ma R M

与前方的
交通工具
保持一定
的安全距
离，以免
受到紧急
刹车的
影响

司机

03 释开皮带/
吊索

堆垛不均
匀或者货
物堆垛不
稳固

装载从拖
车或卡车
上跌落。

释开捆扎
设备之
前，确保
货物堆垛
非常稳定

Ma R M

同一时间
释开所有
捆扎设
备；释开
之前，先
检测货物
的稳固
性；卸货
之前，接
受方必须
进行风险
评估。

司机和主
管/ 在场的
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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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

•  若有任何询问，欢迎电邮至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
contact@wshc.sg

•  请拨打人力部热线号码 6317 1111，举报任何工作场所相关的不安全作业方式。

•  若要举报意外事故、危险事件以及职业相关疾病，请浏览：
www.mom.gov.sg/iReport

•  欲询问培训项目事项，请拨打 CDAS Logistics Alliance (Ltd) 的联系号码 
6376 5925/26/27/28，或者浏览 www.cdasalliance.sg 查询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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