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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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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中铁科客货运输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北京交通大学、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中

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武汉局集

团有限公司、京铁物流有限公司、山西中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启钢、周凌云、葛金华、孙志刚、陈晓旭、郎茂祥、

李鹤、杨春雷、金伟、李敏、吴建文、曾险峰、白士强、高静娟、刘秋平、张亮

亮、刘刚桥、李杰、丁小东、叶飞、唐力、王丹竹、宫薇薇、于雪峤、席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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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铁科客货运输技术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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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

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

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GB/T 24360-2009 多式联运服务质量要求 

GB/T 8568-2013 铁路行车组织词汇 

GB/T 8226-2008 道路运输术语 

GB/T 38567-2020 港口物流作业数据交换通用技术规范 

GB/T 35551-2017 港口集装箱箱区安全作业规程 

GB/T 17271-1998 集装箱运输术语 

GB/T 30058-2013 国际多式联运单据备案与查询规则 

JT/T 1110-2017 多式联运货物分类与代码 

DB32/T 3766-2020 多式联运运营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多式联运服务 multimodal transport service 

为满足客户需求所实施的一系列多式联运经营活动产生的结果。 

[GB/T 24360-2009，定义 3.3] 

3.2  铁路行车组织 organization of train operation 

综合运用铁路各种技术设备，合理组织列车运行，以实现旅客和货物运输过

程的生产计划与组织工作。主要内容包括：车站技术作业组织，车流组织，列车

运行图和铁路通过能力，铁路运输工作技术计划和调度工作等。 

[GB/T 8568-2013，定义 2.1] 

3.3  货运工作计划 goods traffic plan 

根据运输方案、旬间装卸车计划所规定的任务，上级布置的次日轮廓计划、

日请求车计划和厂矿、企业的要求等所编制的表、卸车计划，装卸劳力、机械调

配、篷布运用及专用货车使用等计划。 

[GB/T 8568-2013，定义 7.5.1] 

3.4  直达列车 through goods train; block train 

在装（卸）车站或技术站编组，通过一个及其以上编组站不进行改变作业的

列车。 

注：包括始发直达列车、阶梯直达列车、空车直达列车、循环直达列车、技

术直达列车等。 

[GB/T 8568-2013，定义 2.26] 

3.5  道路运输 road transport 

在道路上使用汽车从事旅客或货物的运输，也称公路运输或汽车运输。 

[GB/T 8226-2008，定义 2.1.1] 

3.6  货运业务 freight transpor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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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营销、托运货物受理、承运到交付全过程中的经营管理工作。 

[GB/T 8226-2008，定义 2.3.3] 

3.7  电子数据交换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 

按照协议或规定，对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标准信息，经数据通信网络，在各

自的电子计算机系统之间进行交换和处理。 

[GB/T 38567-2020，定义 2.3] 

3.8  集装箱箱区 container storage area 

具有装卸、交接、堆存、保管、查验等特定功能和用途的集装箱专用区域。 

[GB/T 35551-2017，定义 3.1] 

3.9  集装箱运输 container transport 

以集装箱为单元进行货物运输的一种货运方式。 

[GB/T 17271-1998，定义 3.2.1] 

4  适用院校专业 

（1）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铁路运输管理、水路运输管理、外轮理货、公路运输管理、

物流服务与管理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铁道交通运营管理、铁路物流管理、智能交通技术运用、交

通运营管理、交通枢纽运营管理、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集装箱运输管理、港口

物流管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交通运输、交通工程等。 

（2）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铁道运输服务、交通运营服务、交通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汽车服务与营销、汽车运用与维修、水路运输服务、港口

机械运用与维修、外轮理货、邮政快递运营、邮政快递安全技术、邮政通信服务、

物联网技术应用、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

管理、冷链物流服务与管理、国际货运代理、物流设施运行与维护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铁道交通运营管理、智能交通技术、

道路运输管理、交通运营管理、国际邮轮乘务管理、水路运输安全管理、港口机

械与智能控制、港口与航运管理、集装箱运输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邮

政快递运营管理、邮政快递智能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

商务、关务与外贸服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

理、铁路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港口物流管理、工程物流管理、采购

与供应管理、智能物流技术、供应链运营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铁道机车智能运用技术、智能交通管理、国际邮轮运营管

理、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邮政快递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跨境电

子商务、物流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从事多式联运业务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如铁路局集团公司、公路运

输公司、货运销售代理、汽车物流企业等）的货运销售、中欧班列管理、铁海联

运管理、公铁联运管理、仓储管理、车站管理、货运管理、国际货代等岗位群，

包括但不限于：货运值班员、库区理货员、单船指导员、集装箱验箱员、装卸作

业指导员、集装货物组装员、安全监督员等。 

6  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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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 三

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初级）：主要面向从事国内货物收运管理、国内

货物装卸管理、国内多式联运、多式联运单证流转等工作。 

【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中级）：主要面向从事国际货物运单填报、国际

货物收运检查、货运收费、货物运输条件识别、国际普通货物多式联运、中欧班

列货物运输、铁海联运货物运输、公铁联运货物运输等工作。 

【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高级）：主要面向从事国际货运结算、集装箱装

卸、中欧班列货物运输、铁海联运货物运输、公铁联运货物运输、多式联运信息

化、货物诉讼与赔偿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多式联运

经营人服务

与责任认知 

1.1 多式联运经

营人与合同认知 

1.1.1 能掌握多式联运经营人类型 

1.1.2 能起草并审核多式联运合同 

1.1.3 能填制多式联运单证 

1.2 多式联运经

营人服务认知 

1.2.1 了解多式联运经营人服务范围 

1.2.2 能以收货人名义设计发送货物流程 

1.2.3 能以发货人名义设计收取货物流程 

2.多式联运

组织认知 

2.1 集装箱货流

组织认知 

2.1.1 掌握集装箱货物运输过程中货物的集散

方式 

2.1.2 能根据需求设计集装箱货流的组织形式 

2.1.3 能独立完成集装箱货物的交付任务 

3.多式联运

场站管理 

3.1 集装箱货运

站认知 

3.1.1 掌握集装箱货运站种类及作用 

3.1.2 掌握集装箱货运站的主要工作 

3.1.3 能根据需求设计集装箱货运站的布局及

规模 

3.1.4 能根据需求设计集装箱货运站的主要设

施设备配置方案 

3.2 集装箱码头

装卸业务认知 

3.2.1 能应用装卸桥-跨运车方案 

3.2.2 能应用装卸桥-轮胎式门式起重机方案 

3.2.3 能应用装卸桥-轨道式门式起重机方案 

3.2.4 能应用装卸桥-底盘车方案 

3.2.5 能应用装卸桥-集装箱叉车方案 

3.3 集装箱码头

大门业务认知 

3.3.1 了解码头大门的设置原则 

3.3.2 能描述码头大门业务操作程序 

4.多式联运

单据设计 

4.1 海运提单认

知 

4.1.1 掌握海运提单定义、性质、种类 

4.1.2 能填写海运提单内容 

4.1.3 了解海运提单约束法规 

4.2 集装箱运输

提单认知 

4.2.1 掌握集装箱运输提单概念 

4.2.2 了解集装箱提单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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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集装箱公

铁联运基础

知识认知 

5.1 公铁联运基

础知识认知 

5.1.1 掌握公铁联运基本概念 

5.1.2 掌握公铁联运特征及构成要素 

5.2 铁路集装箱

场站业务认知 

5.2.1 了解铁路集装箱场站概况 

5.2.2 能根据需求设计铁路集装箱场站业务流

程 

5.2.3 能完成铁路集装箱场站单证流转 

6.集装箱海

铁联运基础

认知 

6.1 集装箱海铁

联运概念认知 

6.1.1 掌握集装箱海铁联运基本概念 

6.1.2 掌握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要素 

6.2 集装箱海铁

联运系统认知 

6.2.1 掌握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运营模式 

6.2.2 能根据需求设计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运

作流程 

7.中欧班列

国际联运基

础认知 

7.1 国际铁路货

物联运范围和货

物运输基本条件

认知 

7.1.1 掌握国际铁路货物联运概念 

7.1.2 了解中欧班列通道布局 

7.1.3 能国际铁路货物联运的基本条件设计国

际联运组织方案 

 

表 2 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多式联运

经营人服务

与责任实施 

1.1 多式联运经

营人与合同执行 

1.1.1 掌握多式联运经营人类型 

1.1.2 能起草多式联运合同 

1.1.3 能执行多式联运合同订立过程 

1.1.4 能执行多式联运支付方式 

1.2 多式联运经

营人服务流程执

行 

1.2.1 掌握多式联运经营人服务范围 

1.2.2 能执行以收货人名义分发货物流程 

1.2.3 能执行以发货人名义分发货物流程 

1.3 多式联运经

营人责任范围认

知 

1.3.1 掌握多式联运责任制类型 

1.3.2 了解《多式联运公约》采用的责任形式 

1.3.3 能描述单一运输公约下承运人的责任 

1.4 多式联运经

营人赔偿责任认

知 

1.4.1 能区分多式联运经营人为其受雇人、代

理人和他人所负的赔偿责任 

1.4.2 能明确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基

础、限制 

1.4.3 能完成多式联运赔偿与追责 

1.5 集装箱多式

联运与保险认知 

1.5.1 掌握集装箱多式联运保险特征与类型 

1.5.2 能执行集装箱多式联运与海上货物运输

投保工作 

1.5.3 能区分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保险和货

物保险之间的关系，并应用其解决理赔问题  

2.多式联运 2.1 集装箱货流 2.1.1 掌握集装箱货物运输过程中货物的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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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组织 组织 方式 

2.1.2 能根据需求设计集装箱货流的组织形式 

2.1.3 能根据业务标准完成集装箱货物的交付

任务 

2.1.4 能根据集装箱货流变化设计组织模式 

2.2 集装箱箱务

管理 

2.2.1 了解集装箱营运管理体制 

2.2.2 能执行集装箱调运管理任务 

2.2.3 能执行集装箱分配及使用任务 

2.2.4 能执行集装箱用箱和交接任务 

2.2.5 能执行集装箱堆存与保管任务 

2.2.6 能执行集装箱灭失、损坏、逾期还箱的

处理任务 

2.2.7 能执行集装箱码头内中转箱的箱务管理

任务 

2.2.8 了解集装箱管理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3.多式联运

场站管理 

3.1 集装箱码头

的选址与布置 

3.1.1 掌握集装箱码头设计的特点和要求 

3.1.2 能根据需求设计集装箱码头选址方案 

3.1.3能完成集装箱码头设施设备配置方案 

3.2 集装箱码头

机械设备认知 

3.2.1 能了解码头前沿设备 

3.2.2 能根据业务需求配置码头水平运输设备 

3.2.3 能根据业务需求配置堆场作业设备 

3.3 集装箱码头

装卸业务操作 

3.3.1 能执行装卸桥-跨运车方案 

3.3.2 能执行装卸桥-轮胎式门式起重机方案 

3.3.3 能执行装卸桥-轨道式门式起重机方案 

3.3.4 能执行装卸桥-底盘车方案 

3.3.5 能执行装卸桥-集装箱叉车方案 

3.4 集装箱码头

大门业务操作 

3.4.1 能根据布局及规模设计码头大门 

3.4.2 能执行进出码头大门的审核、放行业务 

3.5 集装箱码头

堆场操作 

3.5.1 能够根据集装箱堆码位置、运输需求、

在港时间等因素设计装卸方案 

3.5.2 能计算堆场堆存能力 

3.5.3 能根据堆存指令引导集卡至指定位置 

4.多式联运

单据设计 

4.1 海运提单设

计 

4.1.1 掌握海运提单定义、性质、种类 

4.1.2 能独立完成海运提单的缮制工作 

4.1.3 能根据不同业务主体完成单证流转 

4.2 集装箱多式

联运单据设计 

4.2.1 能填写集装箱多式联运单据 

4.2.2 能根据不同业务主体完成集装箱多式联

运单据流转 

4.2.3 能完成电放提单、单子提单等多种形式

业务操作 

4.3 多式联运提

单相关条款认知 

4.3.1 了解《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有关条款

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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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3.2 能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执行多

式联运提单填制工作 

5.多式联运

信息化应用 

5.1 信息化与多

式联运认知 

5.1.1 掌握多式联运信息化发展趋势 

5.1.2 能独立操作铁路货运站管理系统 

5.1.3 能独立操作货运代理管理系统 

5.2 EDI 与电子

单证认知 

5.2.1 掌握电子单证的优势与风险 

5.2.2 掌握 EDI技术在多式联运中的应用 

5.2.3 能运用集装箱多式联运单证管理系统完

成单证填报与流转 

5.3 RFID 技术认

知 

5.3.1 掌握 RFID技术的概念与基本原理 

5.3.2 能根据多式联运业务需求应用RFID技术 

5.3.3 能运用基于RFID技术的集装箱港口电子

标签系统 

6.集装箱公

铁联运业务

操作 

6.1 铁路集装箱

场站业务操作 

6.1.1 掌握铁路集装箱场站概况 

6.1.2 能执行铁路集装箱场站业务流程 

6.1.3 能执行铁路集装箱场站单证流转 

6.2 公铁联运接

取送达业务操作 

6.2.1 掌握接取送达业务概况 

6.2.2 能执行接取送达业务流程 

6.2.3 能操作接取送达管理系统 

7.集装箱海

铁联运业务

操作 

7.1 集装箱海铁

联运系统操作 

7.1.1 能根据集装箱海铁联运运营模式完成业

务操作 

7.1.2 能操作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完成单证

填写 

7.1.3 能操作集装箱海铁联运系统，完成货物

收取、交付、结算业务 

7.2 海上运输整

箱货出口操作 

7.2.1 能执行整箱货出口运输、报关、报检操

作 

7.2.2 能协助完成海关查验不通过后单证补报

工作 

7.2.3 能执行整箱货出口单证交接流转 

7.3 海上运输整

箱货进口操作 

7.3.1 能执行整箱货进口运输、报关、报检操

作 

7.3.2 能协助完成海关查验不通过后单证补报

工作 

7.3.3 能执行整箱货进口单证交接流转 

7.4 铁路货物运

输操作 

7.4.1 能根据船期设计铁水联运组织方案 

7.4.2 能执行集装箱海铁换装任务 

7.4.3 能完成铁海联运单证流转 

8.中欧班列

国际联运业

务操作 

8.1 中欧班列货

运场站作业流程

操作 

8.1.1 掌握中欧班列场站分类及分布 

8.1.2 能执行口岸站换装、查验、集并等任务 

8.1.3 能完成口岸站单证的流转 

8.1.4 能完成报关或转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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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8.2 中欧班列业

务流程操作 

8.2.1 能完成中欧班列货源组织与委托书签订 

8.2.2 能完成中欧班列订舱、定制木箱、熏蒸

等工作 

8.2.3 能完成国际货协运单填制工作 

8.2.4 能协调国外货运代理，编制全程运输方

案 

8.2.5 能完成货物收取与交接工作 

 

表 3 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多式联运

经营人服务

与责任实施 

1.1 多式联运经

营人责任范围认

知 

1.1.1 掌握多式联运责任制类型 

1.1.2 能界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范围 

1.1.3 能根据单一运输方式承运人责任完成货

物追责 

1.2 多式联运经

营人赔偿责任认

知 

1.2.1 能区分多式联运经营人为其受雇人、代

理人和他人所负的赔偿责任 

1.2.2 能明确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基

础、限制 

1.2.3 能完成多式联运赔偿与追责 

1.3 集装箱多式

联运保险执行 

1.3.1 掌握集装箱多式联运保险特征 

1.3.2 能根据运输需求与货物特征选择合适的

险种 

1.3.3 能根据保险险种完成保费收取、责任界

定、赔偿等工作 

2.多式联运

组织 

2.1 集装箱箱务

管理 

2.1.1 根据客户需求设计集装箱运用方案 

2.1.2 结合集装箱分布现状，完成集装箱调配 

2.1.3 根据市场需求设计集装箱采购、租赁方

案 

2.1.4 设计箱修点布局方案 

2.1.5 总结集装箱破损原因 

2.2 集装箱空箱

调运和管理 

2.2.1 能总结集装箱空箱调运产生的原因 

2.2.2 能计算有关空箱调运的各种费用 

2.2.3 能设计集装箱空箱调运方案 

2.3 多式联运组

织管理 

2.3.1 能根据船期适配铁路集疏运方案 

2.3.2 能根据班列适配公路运力资源 

2.3.3 能通过询价设计费用最低或时间最短的

组织方案 

3.多式联运

场站管理 

3.1 集装箱码头

堆场操作管理 

3.1.1 能设计集装箱堆码方案 

3.1.2 能计算堆场堆存能力 

3.1.3 能优化堆场集装箱装卸作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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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多式联运

信息化应用 

4.1 信息化与多

式联运应用 

4.1.1 掌握物联网、RFID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多式联运中的应用 

4.1.2 能完成 RFID标签读取 

4.1.3 能应用定位追踪技术监控集装箱位置信

息 

4.1.4 能根据物联网设备评价集装箱运用方案 

4.2 EDI 与电子

单证应用 

4.2.1 能应用标准的 EDI报文格式 

4.2.2 能根据结汇需求或委托合同审核电子提

单 

4.2.3 能完成电子提单的流转 

5.集装箱公

铁联运组织

与管理 

5.1 公铁联运接

取送达组织与管

理 

5.1.1 能根据客户需求设计两端接取送达方案 

5.1.2 能配置与铁路运量适配的公路运力资源 

5.1.3 能操作接取送达管理信息系统 

5.1.4 能计算集装箱公铁联运价格 

5.1.5 能优化公路配送方案 

6.集装箱海

铁联运组织

与管理 

6.1 海上运输整

箱货出口管理 

6.1.1 能设计出口集装箱运用方案 

6.1.2 能执行集装箱出口报关、报检 

6.1.3 能计算集装箱海铁联运出口价格 

6.1.4 能填报集装箱海铁联运出口单证 

6.2 海上运输整

箱货进口管理 

6.2.1 能设计进口集装箱运用方案 

6.2.2 能执行集装箱进口报关、报检 

6.2.3 能计算集装箱海铁联运进口价格 

6.2.4 能填报集装箱海铁联运进口单证 

6.3 铁路货物运

输管理 

6.3.1 能根据船期设计铁路运输方案 

6.3.2 能设计铁路装载加固方案 

6.3.3 能计算铁路运输价格 

7.中欧班列

国际联运组

织与管理 

7.1 中欧班列开

行组织与管理 

7.1.1 能完成中欧班列货运合同签订 

7.1.2 能计算中欧班列全程运输价格 

7.1.3 能设计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方案 

7.1.4 能填制国家货协运单 

7.2 中欧班列口

岸站组织与管理 

7.2.1 能执行中欧班列口岸站集并、换装作业 

7.2.2 掌握中欧班列报关或转关、报检、查验

作业流程 

7.2.3 能完成口岸站单证的流转 

7.3 中欧班列相

关单证缮制 

7.3.1 掌握国际货协运单填写规则 

7.3.2 能独立完成国际货协运单填制 

7.3.3 能根据客户需求填写国际货约运单 

7.3.4 能执行运单制毕后的流转 

7.3.5 能执行相关费用收取、开票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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