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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道路使用人，我们往往将道路交通规则、标志和信号系统看作是

理所当然的，这套系统的形成，是为了管制道路交通和避免事故。然而，这套系统包含

了大量的研究和规划工作，从 1900 年代初期汽车的出现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又进一步加快。  

 高效率、安全和可持续的道路交通，要求对道路的建设、车辆制造和道路交通进行

适当管理。考虑到道路交通带有跨越边界的一面，有关管理必须在国际议定规则的基础

上实现国际统一。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自 1947年成立以来，制定了有关道路交通各方面内容的国际

规定：道路、车辆和道路使用人。这些规定已收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协定和公约，

并定期加以更新，使之跟上最佳做法和最新的技术发展。  

 这些协议和公约在欧洲经委会国家的实施，大大降低了欧洲经委会范围内道路上的

死亡人数，尽管道路交通量急剧增加。然而，尽管这方面的发展是令人鼓舞的，但仍丝

毫不能松懈。2004年，在欧洲经委会地区的道路上，有超过 14 万人丧生，500多万人受

伤。全世界的数字更是令人不寒而粟：每年大约有 120 万人在道路事故中丧生，还有

2,000到 4,000万人受伤，其中大约 80%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除了个人的悲剧和

巨大的伤痛外，每年全世界道路事故造成的社会损失估计达到大约 5千亿美元。  

 大幅度减少这些数字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在相关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制定适当

的道路交通法。联合国大会 A/RES/60/5号决议鼓励会员国加入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

和《道路标志和信号公约》，确保本国高层次的道路安全，决议还鼓励会员国努力减少

道路交通伤亡，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本出版物载有合订的《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和欧洲的《公约补充协定》，并收入了

欧洲经委会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工作组起草和通过的所有修正，使其安全规定更加严谨。  

 我相信，这些法律文书的实施，将有助于防止世界各地道路上发生的大量伤亡，我

鼓励所有尚未加入这些文书的联合国会员国尽快加入并实施这些文书。人们常说，时间

就是金钱。在这个问题上，时间也是生命。让我们立刻行动起来，挽救众多的生命。  

 

Marek Belka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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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有关道路交通的国际法，最早可追溯到 1909年 10月 11日在巴黎签订的《关

于汽车交通的国际公约》。汽车的制造、进入国际交通，标志和信号等问题，在

该公约中已作为基本问题加以规定。 

 汽车交通的发展，促使 1926年 4月 24日在巴黎达成了两项新的公约，旨在修

订和扩大 1909 年的公约：《关于道路交通的国际公约》，和《关于汽车交通的国

际公约》。采用了几套不同的案文，作为这两项公约的基础；最主要的有国际联

盟调查道路交通问题特别委员会起草的草案，法国政府提出的一个草案，和瑞典

政府提出的一个草案，主要着眼于部分警示标志的标准化。 

 1926 年的公约并没有完全解决路标和信号的问题。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欠缺，

1931年 3月 30日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统一路标的公约》。  

 1943年 12月，南北美洲各国在泛美联盟的主持下，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达成

了《美洲汽车交通规则公约》。这项区域性公约并未涉及路标和信号的问题。 

 1948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 1926年和 1931年的两项公约均已

过时，在 8 月 28 日通过的第 147B(VII)号决议中，提出在日内瓦召开联合国道路

和汽车交通问题会议。这次会议工作的基础，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内陆运输

委员会起草的一份公约草稿，和 1943 年的《美洲汽车交通规则公约》。会议在

1949年达成了《道路交通公约》和《关于路标和信号的议定书》。 

 这几项文书的第一项，在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废止并取代了 1926 年的公约

和 1943 年的美洲公约。这两项文书有一项程序规定，使之无须要求召开任何大

会，便可作出修正，条件是三分之二的缔约国同意。这项程序的提出，既对《公

约》，也对《议定书》，但仅对《议定书》发挥了作用，对《议定书》的修正于

1964年 10月 22日生效。 

 1964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无须召开大会便可作出修订的程序，对

1949 年的《公约》而言没有发挥作用，尽管需要进一步统一各国有关道路交通的

规则和对汽车设备的要求，而 1949 年的《议定书》也需要进行该项程序无法做到

的更加根本性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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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第 1034(XXXVII)号决议决定，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应开展一些具体

的技术性研究，以便起草关于道路交通和车辆标准技术规格的公约修订草案，还

应起草一份有关路标和信号及道路标线的文书草案。决议要求各区域经济委员会

尤其应当参加这项工作。 

 翌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编写的有关案文草稿 (E/3998 和

Add.1, 和 E/3999 和 Add.1)，决定召开一次大会，起草新的道路交通公约，取代

1949年的公约，以及关于路标和信号的另一项公约或任择议定书(第 1082(XXXIX)

号决议)。 

 1966年 7 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129(XLI)号决议为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了

最后安排，次年，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该决议作了修改(第 1203(XLII)号决议)。

具体而言，经社理事会决定，应起草两个公约草案，作为会议工作的基础

(E/CONF.56/1和 Add.1和 Corr.1, 和 E/CONF.56/3和 Add.1和 Corr.1)，这几项草

案的文本应发给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以便它们能够分别提出它们认为必要

的修改方案或建议。  

 筹备工作，特别是案文的起草，由现在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道路交通安全

问题工作组的前身(第一工作组)负责。 

 会议于 1968年 10 月 7 日至 11 月 8 日在维也纳举行，世界各国均参加了会

议，会议于 11 月 8 日结束，对通过的两个案文举行了开放签字的仪式，即《道路

交通公约》(E/CONF.56/16/Rev.1)，和《路标和信号公约》(E/CONF.56/17/Rev.1)。

当天便有 36个国家在《道路交通公约》上签字。《公约》于 1977年 5 月 21日生

效，现有缔约国 67个。 

 根据 1968 年《公约》的第四十八条，公约生效后即在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废

止并取代之前的几项道路交通公约，特别是 1949年的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  

 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开放签字后，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内陆运输委员会

(ITC)考虑到必须进一步统一欧洲的道路交通规则，确保更高层次的保护环境，请

欧经委会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专家组起草一份维也纳公约的补充协定草案。内陆运

输委员会在 1971 年 5 月 1 日批准了该协定的最后文本 (见文件 E/ECE/813-

E/ECE/TRANS/567)，并于同日开放供签字。协定于 1979 年 6 月 7 日生效，到

2007年 2月 1日，协定已有 32个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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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必须定期修订这些案文，以顾及技术进步，并解决在道路安全和保护环

境等领域社会更高的要求。因此，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唯一负责道路安全的常设工

作组，欧洲经委会的第一工作组对《道路交通公约》和欧洲对公约的补充协定提

出了若干次更新，结果通过了几项重大修正。 

 对《公约》 (见文件 ECE/TRANS/89 ∗ 和  TRANS/WP.1/2003/1/Rev.4)和《协

定》(见文件 ECE/TRANS/91∗∗ 和 TRANS/WP.1/2003/2/Rev.4)共有两套修正案，均

属这种情况，修正案分别于 1993年和 2006年 3 月 28 日生效。在这两个日期之

间，还曾对《欧洲协定》的附件作过第二次修订，并于 2001年 1 月 27 日生效(见

文件 ECE/RCTE/CONF.6/FINAL和 Corr.1)。∗∗∗ 

 关于道路交通和关于路标和信号的两项维也纳公约是面向全球的，这两项公约

和欧洲的补充协定是重要的法律工具，不仅能够通过统一规则便利贸易和运输，

还有利于制定道路安全政策，减少道路事故和受害的人数。参加这几项公约的国

家越多，道路安全也会越普及。 

 

 

 

 

                                                 

∗ 收入这些修正的公约，曾以文号 E/CONF.56/16/Rev.1/Amend.1发表。  

∗∗ 收 入 这 些 修 正 的 协 定 ， 曾 以 双 文 号 发 表 ： E/ECE/813/Amend.1-E/ECE/TRANS/ 

567/Amend.1。  

∗∗∗ 该案文也曾以双文号文件发表：E/ECE/813/Amend.2-E/ECE/TRANS/567/ Amend.2。  





 
 

第 一 部 分 

 

《道路交通公约》 

1968年 11月 8日订于维也纳 

(合订本  * )

                                                 

*  包括 1993 年 9 月 3 日生效的对《公约》的修正(一侧单线标出)和 2006 年 3 月 28 日

生效的修正(一侧双线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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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公约》 

 缔约国， 

 愿制定统一交通规则，便利国际道路交通，加强道路安全， 

 兹议定以下条款： 

第 一 章 

总  则 

第 一 条 

定  义 

 本《公约》中，下列术语悉照本条解释：  

 (a)  缔约国的“国内法”，系指一缔约国现行的国家或地方法律及规则之全

部； 

 (b)  一国境内称为“国际交通”之车辆，须： 

(一) 为通常居住在该国以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所有； 

(二) 非在该国登记；和 

(三) 暂时输入该国； 

但对在缔约国境内滞留一年以上且无较长时间中断者，缔约国可拒绝认其为“国

际交通”车辆，间断时间之长短，可由缔约国作出规定。 

 如果车辆组合中至少有一辆符合上述定义，可称之为“国际交通”的车辆组合； 

 (c)  “建筑密集区”，系指在入口和出口处特别立有如是标志的地区，或国

内法另有规定之地区；1 

 (d)  “道路”，系指供公共交通使用的任何通道或街道之全部路面； 

                                                 

1 《欧洲协定》的附件对定义作了补充(见第 3 段，(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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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车行道”，系指道路通常供车辆交通使用的部分；道路可包括若干条

彼此清楚分隔开的车行道，例如以分道带或不同层面； 

 (f)  在建有一条或多条旁道或小路专供某些车辆使用的车行道上，“车行道

边缘”，对道路的其他使用人而言，系指车行道其余部分的边缘； 

 (g)  “车道”，指车行道上划分出来的任何一条纵向条形带，不论是否以纵

向路面标线划分，宽度足以通过一行摩托车以外的汽车行驶；  

 (g)之二   “自行车道”，系指车行道专供自行车使用的部分。自行车道以纵

向路面标线与车行道的其余部分分开； 

 (g)之三   “自行车路”，系指单独的路，或道路专供自行车使用、立有相应

路标的部分。自行车路通过建筑结构与其他道路或同一道路的其他部分隔开； 

 (h)  “交叉路口”，指任何平地十字路、丁字路或分叉路，包括这些十字

路、丁字路或分叉路形成之空地； 

 (i)  “平交道口”，系指道路与靠专用轨道系统运行的铁路或电车轨道的任

何平面交叉处； 

 (j)  “高速公路”，指专门为机动车交通设计和建筑的道路，不为沿路房舍

或场地使用，且高速公路： 

(一) 除在特定地点或属暂时性质之外，设有双向交通分开的车行道，

其隔离方式可为不作交通使用的分道带，或在特殊情况下采用其

他方式； 

(二) 不与任何道路、铁路或电车轨道或人行道平交；和 

(三) 立有专门的高速公路路标； 

 (k)  “临时停车”与“停车”： 

(一) “临时停车”，指上下人员或装卸货物所需时间之内的车辆静止

状态；和 

(二) “停车”，指车辆的静止状态既非为避免妨碍另一道路使用人或

避免与障碍物碰撞，也非出于交通规则之强制规定，且车辆之静

止状态并不限于上下人员或装卸货物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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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符合以上 (二 )目条件但未超过国内法规定时限的任何静止车辆，是否视为

“临时停车”，以及符合以上 (一 )目条件但已超过国内法规定时限的任何静止车

辆，是否视为“停车”，缔约国可自行决定； 

 (l)  “自行车”，指任何至少有两轮，完全由车上之人力驱动的车辆，特别

是通过脚踏板或手柄驱动； 

 (m)  “轻便摩托车”，指任何装有内燃机、汽缸容量不超过 50 毫升，最大

设计时速不超过每小时 50 千米(30 英里)的两轮或三轮车。但缔约国可自行决定，

根据本国法律，不具有自行车特性之车辆，特别是可依靠脚踏板驱动的特性，或

其最大设计时速、质量，或其发动机的某些特性超过某种限制的车辆，不将其视

为轻便摩托车。本定义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限制缔约国在适用本国的道路

交通法法规方面将轻便摩托车完全作为自行车对待； 

 (n)  “摩托车”，指任何装有引擎、带或不带挎斗的两轮车。缔约国也可在

其国内法中，将整备质量不超过 400 千克的三轮车视为摩托车。“摩托车”一词

不包括轻便摩托车，虽然缔约国可根据本《公约》第五十四条第 2 款为此发表一

项声明，对本《公约》而言，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2 

 (o)  “机动车”，指任何靠本身动力行驶的道路车辆，但不包括在缔约国境

内不作为摩托车的轻便摩托车，轨道车辆也不在此列； 

 (p)  “汽车”，指通常在道路上载运客货或在道路上牵引载运客货车辆之任

何机动车辆。本定义包括无轨电车，即连接导电体而无轨行驶的车辆。本定义不

包括仅偶尔用于在道路上载运客货，或在道路上牵引载运客货车辆之车辆，如农

用拖拉机等； 

 (q)  “挂车”，指任何在设计上应由机动车牵引的车辆，包括半挂车； 

 (r)  “半挂车”，指在设计上可与汽车相连的任何挂车，连接方式使其部分

车身安置在汽车上，其质量及装载质量之大部分由汽车负担；  

 (s)  “轻型挂车”，指任何允许最大质量不超过 750千克的挂车； 

 (t)  “车辆组合”，指道路上成一单位行驶的连接车辆； 

 (u)  “铰接车辆”，指由汽车和与汽车连接的半挂车组成的车辆组合； 
                                                 

2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定义(见第 3 段，(n)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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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驾驶人或驾驭人”，指任何在道路上驾驶汽车或其他车辆(包括自行车)

的人，或引导一只或成群牲畜、驭负、牵引或骑乘牲口之人；  

 (w)  “最大允许质量”，指车辆登记国主管机关宣布允许车辆装载之最大质

量限额； 

 (x)  “整备质量”，指无驾驶人员、乘客或装载之车辆质量，但包括充足燃

料及车辆通常携带工具之质量； 

 (y)  “装载质量”，指车辆装载后，连同驾驶人员及乘客在内的实际质量； 

 (z)  “行车方向”和“顺行方向”，如依国内法规定，车辆驾驶人必须让对

面来车在左侧交会，则指右侧；否则此定义指左侧； 

 (aa)  驾驶人须为其他车辆“让路”的规定，是指该驾驶人不得继续或恢复前

进或动作，否则有可能迫使其他车辆的驾驶人突然改变方向或行车速度。 

3 见脚注。  

第 二 条 

《公约》附件 

 本《公约》包括以下附件： 

附件一：准许国际交通汽车及挂车入境义务的例外； 

附件二：国际交通汽车及挂车的登记号码； 

附件三：国际交通汽车及挂车的国别标志； 

附件四：国际交通汽车及挂车的识别标志； 

附件五：汽车及挂车所应具备的技术条件； 

附件六：国内驾驶证； 

附件七：国际驾驶证； 

                                                 

3 《欧洲协定》的附件中还提出了补充定义(见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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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附件与《公约》为一整体。 

第 三 条 

缔约国的义务 

1.  (a)  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其境内现行的道路规则在实质上符合本

《公约》第二章的规定。在缔约国的规则不违背《公约》规定的条件下： 

(一) 如《公约》的任何规定所适用的情况在有关缔约国境内并不存在，则

缔约国的规则无需照搬《公约》规定； 

(二) 缔约国的规则也可包括第二章未列载之规定； 

 (b)  本款之规定，不要求缔约国对任何违反其道路规则所照搬的第二章中的

规定，作处罚规定。  

2.  (a)  缔约国也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其境内现行有关汽车和挂车所应具备技

术条件的规则，符合本《公约》附件五的规定；在不违反附件五规定之安全原则

的条件下，上述规则可包含附件五所未列之若干规定。缔约国还应采取适当措

施，确保其境内登记的汽车和挂车在进入国际交通时，符合本《公约》附件五的

规定。 

 (b)  对缔约国境内关于本《公约》所称汽车以外其他机动车辆所应具备之技

术条件，本款规定对缔约国的现行规则不要求任何义务。 

3.  在不违反本《公约》附件一所规定之例外的条件下，缔约国有义务准许具备本

《公约》第三章规定条件且其驾驶人具备第四章规定条件的汽车和挂车入境从事

国际交通。缔约国也有义务承认依照第三章规定发给的登记证，视为其中所指车

辆具备该第三章规定条件之表面证据。 

4.  缔约国为准许不具备本《公约》第三章规定全部条件之汽车及挂车进入其领土

从事国际交通，以及为在第四章所指情况外，承认另一缔约国境内所发驾驶证在

本国境内之效力，其单方面或根据双边或多边协定已经或可能采取的措施，应视

为符合本《公约》的宗旨 4。 

                                                 

4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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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缔约国有义务准许具备本《公约》第五章所规定技术条件且驾驶人常驻地在另

一缔约国境内的自行车及轻便摩托车进入其领土从事国际交通。缔约国不应要求

国际交通之自行车或轻便摩托车驾驶人持有驾驶证；但依照本《公约》第五十四

条第 2 款声明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的缔约国，可要求进入国际交通的轻便摩托

车驾驶人持有驾驶证。 

5 之二 .  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有系统地、不断地提供道路安全教育，特

别是在各级学校。 

5 之三 .  凡由专业驾驶机构负责向学习驾驶的人传授驾驶的情况，国内法必须对

课程和负责传授驾驶的人员，规定最低限度资格要求。 

6.  各缔约国承诺，如任何缔约国提出请求，表明在其境内登记的机动车或与机动

车连接的挂车涉及交通事故，或车辆的驾驶人严重违反交通规则，可能因此受到

严重处罚，或剥夺其在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境内驾驶的资格，需要确定登记人的身

份，将保证提供所需资料。 

7.  缔约国为便利国际道路交通而简化关税、警察、卫生及其他类似手续，或为确

保某一边界地点的海关办事处及关卡具有相同的权限和办公时间等，单方面或根

据双边或多边协定已经或可能采取的措施，应视为符合本《公约》之宗旨。 

8.  本条第 3、第 5 和第 7 款的任何内容，均不妨碍缔约方有权要求进入其领土的

国际交通汽车、挂车、轻便摩托车和自行车，以及这些车辆的驾驶人和乘客，必

须遵守该国对商用客货车辆的规定、有关驾驶人第三方责任险的规定、海关规

定，以及一般的非道路交通事项的规定。  

第 四 条 

标志和信号 

 本《公约》缔约国但非与本《公约》同日于维也纳开放供签署的《路标和信号

公约》缔约国承诺：  

 (a)  其境内的所有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和道路标线应构成一个统一的系

统，其设计和位置应易于辨认； 

 (b)  标志的种类，应有数量限制，标志只应安放在认为必要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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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危险警告标志应安放在离障碍物足够远的地点，使驾驶人得到充分警

告； 

 (d)  禁止： 

(一) 在标志、标志支架或任何其他交通管制装置附着任何与此类标志或装

置用途无关之物；但如果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准许非盈利社团安装指

示标志，可允许该社团之徽记出现在标志或其支架上，但不得影响标

志的视线； 

(二) 安装任何可能与标志或其他交通管制装置相混淆、使其不易看到或发

挥作用，或可能使道路使用人目眩或分散注意力，以致妨碍交通安全

之任何告示牌、通知、标记或装置； 

(三) 在人行道或路边安放可能对行人，特别是老年人和残疾人，造成不必

要的、妨碍行动的装置或设备。 

第 二 章 

道路规则 

第 五 条 

标志及信号的法律地位 

1.  道路使用人须遵守路标、交通信号和道路标线的指示，即使这些指示看似与其

他交通规则相抵触。  

2.  交通信号灯所传达的指示，优先于规定优先顺序的道路标志所传达的指示。 

第 六 条 

交通勤务人员的指示  

1.  交通勤务人员指挥交通时，无论夜间或日间，均应于较远处易于看到。 

2.  道路使用人应迅即遵守指挥交通的勤务人员所发出的所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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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5 国内法应做出规定，指挥交通的勤务人员所发出的指示应包括以下方

式： 

 (a)  单臂垂直上举：对于所有道路使用人，这个手势表示“注意，停止”，

除非驾驶人已不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此外，如果是在交叉路口，这个手

势不应要求已经进入交叉路口的驾驶人停止； 

 (b)  单臂或双臂左右平伸：对于来自任何方向并将穿过伸出的单臂或双臂所

指方向的所有道路使用人，这个手势均为停止信号；在做出这个手势后，指挥交

通的勤务人员可垂下单臂或双臂；这个手势对于该勤务人员前面或后面的驾驶

人，也为停止信号；  

 (c)  摇动红灯：对于灯光照射方向的道路使用人，这个手势为停止信号。 

4.  指挥交通的勤务人员所发出的指示，优先于路标、交通信号灯和道路标线，以

及其他交通规则所传达的指示。 

第 七 条 

总  则 

1.  道路使用人应避免可能危及或妨碍交通、危及人身或对公共或私人财产造成损

害的任何行为。 

2.  建议国内法做出规定，道路使用人不得妨碍交通或危及交通，如在道路上抛

掷、放置或遗留任何物件或物品，或在道路上设置任何其他障碍。如果道路使用

人不能避免造成上述障碍或危险，他们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消除障碍或危险，如

果不能立即予以消除，应警告其他道路使用人注意其存在。6 

3.  驾驶人应格外注意最易受到伤害的道路使用人，如行人和骑车人，特别是儿

童、老年人和残疾人。 

4.  驾驶人应注意，他们的车辆不应对其他道路使用人或路边沿线房舍的用户造成

不便，例如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不造成噪音、扬尘或烟雾。  

                                                 

5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5 段。  

6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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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汽车驾驶人和座椅配备安全带的乘客必须系好安全带，除非国内法做出例外规

定。 

7 见脚注。  

第 八 条 

驾驶人或驾驭人 

1.  凡行驶的车辆或车辆组合必须有一名驾驶人。 

2.  建议国内法做出规定，驮负、牵引或骑乘之牲口，以及单独或成群之牲畜 (除

在入口处标明之特别区域外)，均应有驾驭人。8 

3.  凡驾驶人均需具备必须的身体和智力能力，以及驾驶车辆之健全身体及精神状

态。 

4.  凡机动车辆驾驶人均应具备驾驶车辆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但此项规定不应禁

止学习驾驶的人依照国内法的规定学习驾驶。 

5.  凡驾驶人或驾驭人应随时能够控制其车辆或驾驭的牲口。9 

10 见脚注。  

6.  车辆驾驶人应始终尽量减少一切非驾驶动作。国内法应对车辆驾驶人使用电话

做出规定。法律应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汽车或轻便摩托车的驾驶人在车辆行进中使

用手提电话。 

                                                 

7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6 段)。  

8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7 段。  

9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7 段。  

10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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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条 

成群牲畜 

 建议国内法做出规定，除非为便利牲畜的大规模集体行动而做例外处理，否则

成群牲畜上路应做适当长度的分段，前后之间保持足够间距，以方便交通。11 

第 十 条 

   在车行道上的位置 12 

1.  一国之内所有道路上的交通方向必须统一，但在适当情况下，专供或主要供两

个其他国家之间交通使用的道路，其交通方向不在此限。 

13 见脚注。  

2.  在车行道上行进的牲畜，应尽量靠近顺行方向车行道的边缘。 

3.  在不影响第七条第 1款、第十一条第 6款之相反规定和本《公约》其他相反规

定的前提下，所有车辆驾驶人均应在条件许可范围内，使车辆靠近顺行方向车行

道的边缘。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对车行道上载货车辆的位置，规定更具体的

规则。 

4.  在包含两条或三条车行道的道路上，驾驶人不得在逆行方向一侧的车行道上行

驶。 

5.  (a)  在有四条或更多车道的双向车行道上，驾驶人不得在完全位于车行道逆

行方向半边的车道上行驶。 

 (b)  在有三条车道的双向车行道上，驾驶人不得在逆行方向车行道边缘的车

道上行驶。 

                                                 

11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的第 8 段。  

12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的第 9 段。  

13 《欧洲协定》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款项(见第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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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不影响第十一条规定的前提下，如有路标表示有附加车道，行驶速度低的车

辆驾驶人应使用该车道。 

第 十一  条 

超车和连贯行驶 

1.  (a)  驾驶人超车应在靠逆行方向的一侧。 

 (b)  但如果被超之驾驶人或驾驭人已发出信号，示意将转入车行道逆行方向

的一侧，且已使其车辆或牲畜向该侧移动，以便转向该侧进入另一道路，进入路

旁的房舍或场地，或在该侧停靠，则驾驶人应在顺行方向一侧超越。 

 (c)  国内法可允许自行车或轻便摩托车驾驶人在顺行方向的一侧通过静止的

车辆，或自行车或轻便摩托车以外的低速行驶车辆，但必须有足够的间距。 

2.  在不影响本《公约》第七条第 1 款或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下，凡驾驶人在超车

之前都必须确定： 

 (a)  尾随车辆的驾驶人尚未开始超车动作； 

 (b)  同一车道前方车辆的驾驶人未发出准备超越另一车辆的警告； 

 (c)  超车不会对来向交通造成危险或妨碍，特别是必须确定，他将进入的车

道在足够的距离之内没有其他车辆，两车的相对速度足以保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超车；和 

 (d)  除非使用禁止来向交通的车道，本人能够回到本《公约》第十条第 3 款

所规定的位置，而不会对被超过的道路使用人造成不便。 

3.  根据本条第 2 款的规定，双向车行道特别是在接近坡顶时，以及在视线不佳、

弯道等情况下禁止超车，除非在这些地点有纵向道路标线划出的车道，完成超车

无须离开标明禁止来向交通之车道。 

4.  驾驶人超车时应为被超的道路使用人留出充分的横向安全距离。 

5.  (a)  在车行道内至少有两条车道专供与驾驶人行进方向相同的交通使用时，

若驾驶人在回到本《公约》第十条第 3 款所要求的位置后必须立即或在极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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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再次超车，为了采取该动作，可留在第一次超车动作所占用的车道，但必须

确定这样做不会给后面跟进的车速更高的驾驶人造成不便。 

 (b)  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自行决定，不对以下车辆的驾驶人适用本款规

定：自行车、轻便摩托车、摩托车，和在本《公约》意义范围内不作为汽车的车

辆驾驶人，或最大许可质量超过 3500 千克或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每小时 40 千米

(25英里)的汽车驾驶人。14 

6.  在出现本条第 5 款 (a)项规定的情况下，若交通密度使车辆不仅占用同一行车

方向车行道之全部宽度，且车辆的行驶速度受到连贯行驶的前方车辆的限制： 

 (a)  在不影响本条第 9 款规定的条件下，沿一线连贯行驶的车辆，车速高于

沿另一线连贯行驶的车辆，不应视为本条所指的超车； 

 (b)  驾驶人若不在最靠近顺行方向车行道边缘之车道，则只能在准备左转、右

转或停车时，方可变换车道；但对根据本条第 5 款(b)项规定制定的国内法，驾驶人

依有关规定变换车道，不适用本项规定。15 

7.  在本条第 5和第 6款所述情况下连贯行使时，如车行道上有纵向标线划分之车

道，则驾驶人不得跨标线行驶。 

8.  在不影响本条第 2 款规定以及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对交叉路口及平交道口超车

规定的其他限制条件下，凡车辆驾驶人不得在下列情况下超越两轮自行车、两轮

轻便摩托车和不带挎斗的两轮摩托车以外的其他车辆： 

 (a)  驶近或已到达非环形交叉的路口，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 本条第 1款(b)项规定的情况； 

(二) 超车使用的道路在交叉路口享有优先通行权； 

(三) 交叉路口的交通由交通勤务人员指挥或有交通信号灯； 

 (b)  驶近或已到达未设护栏或半护栏的平交道口时，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

可自行决定，在有交通信号灯管制道路交通，包括允许车辆继续行进信号的情况

下，准许在平交道口超车。16 

                                                 

14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0 段。  

15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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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车辆不得超越另一驶近人行横道的车辆，人行横道应在车行道上标线划出，或

有相应路标提示，不得超越在人行横道前停止的车辆，除非是以低速行驶，如有

行人穿越横道可随时停车。本款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

在人行横道的规定距离之内禁止超车，或对准备超越在人行横道前停止之另一车

辆的驾驶人设定更严格的规定。 

10.  驾驶人发现在他后面行驶的驾驶人有超车意向时，除本《公约》第十六条第

1款(b)项所规定的情况外，应尽量靠近顺行方向车行道的外缘行驶，并避免加速。

如果由于车行道狭窄、路面或路况等原因，考虑到对面交通的密度，速度较低或

车体庞大的车辆，或必须遵守限速的车辆，若不能被另一车辆轻易或安全地超

过，此种车辆的驾驶人应减速，必要时尽快移至路侧，以便让后面的来车超过。 

11.17 (a) 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在单向车行道上、或在建筑密集区内至少有两条

车道、在建筑密集区外至少有三条车道供同一方向交通使用、并以纵向标线划分

之双向车行道上： 

(一) 允许一条车道上的车辆在顺行方向一侧超越另一车道上的车辆； 

(二) 不适用本《公约》第十条第 3款的规定；  

但必须对变换车道的可能性规定适当限制； 

 (b)  在不违反本条第 9 款规定的前提下，凡本款(a)项所述情况，符合规定的

驾驶方式不应视为本《公约》意义范围内的超车。 

第 十二  条 

对面会车 

1.  对面会车时，驾驶人应在横向留有充分空间，必要时靠近顺行方向车行道的边

缘。如在采取此项动作时驾驶人发现前方有障碍物或其他道路使用人，即应减速

慢行，必要时停车，让对面的道路使用人通过。 

                                                                                                                                                             

16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0 段。  

17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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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山路和具有类似山路特征的坡道上，对面来车很难或无法通过的情况下，下

行车辆之驾驶人应移至路侧，以便让任何上行车辆通过。但如果使车辆能够向路

边停靠的路侧停车带的设置在顾及车辆速度和位置的前提下可使上行车辆向路侧

停靠，且上行车辆进入路侧停车带后即无须任何车辆倒车，则不受上述限制。在

交会之两车必须有一辆倒车方可错车时，应由下行车辆之驾驶人采取倒车动作，

除非上行车辆之驾驶人倒车显然更为方便。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为某些车辆

或某些道路或路段规定不同于本款规定的特别规则。18 

第 十三  条 

车速及车距 

1.  车辆驾驶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均能够控制所驾驶的车辆，俾能行使适当和应有

之注意，随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之动作。驾驶人在调整车速时，应始终注意各方

面的情况，特别是地势、路况、本车车况及车载、天气情况，以及交通密度等，

以便能够在前方视线所及的范围内以及在任何可见障碍物之前停车。遇情况需

要，特别是在视线不佳时，驾驶人应减速，必要时应停车。19 

2.  国内法应对所有道路规定限速。国内法还应对带有特殊危险的某些类别的车

辆，如由于其车重或负载等原因，规定特别限速。国内法还可对某些类别的驾驶

人作出类似规定，特别是新手。 

3.  对第三十四条第 2 款所指的享有优先的车辆驾驶人，或国内法认定的优先车

辆，可不适用第 2款第一句中的规定。 

4.  若无正当理由，任何驾驶人的行车速度不应过度缓慢，以致妨碍其他车辆的正

常行驶。 

5.  尾随另一车辆行驶的驾驶人，应与前方车辆保持充分距离，以免在该车突然减

速或停车时发生碰撞。 

[原第 5 款删除] 

                                                 

18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1 段。  

19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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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在建筑密集区以外，为了便利超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千克或总长度超

过 10 米的车辆或车辆组合的驾驶人，除非他们正在或准备超车，否则应与前面的

机动车保持一定距离，使超过他们的车辆可以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进入被超车辆

前面的空间。但本规定不适用于交通十分密集的情况或禁止超车的情况。此外： 

 (a)  主管机关可免除某些车队适用此项规定，或规定有两条车道用于同一方

向交通的道路不适用此项规定； 

 (b)  缔约国及其行政分区可对本款中要求的车辆性能，规定不同的数字。 

第 十四  条 

关于驾驶动作的一般规定 

1.  凡驾驶人在采取动作之前，如离开或进入一行停泊的车辆、在车行道上向左或

向右移动、向左或向右转入另一道路或路边的房舍或场地，必须顾及其他道路使

用人的位置、方向和速度，首先确定他这样做不会对其前、后，或将要超过他的

其他道路使用人造成危险。21 

2.  任何驾驶人在准备调头或倒车之前，必须确定此项动作不致对其他道路使用人

造成危险或妨碍。 

3.  在转弯或作有横向移动的动作之前，驾驶人须对其意图发出明确和充分的警

告，如使用车上的转向灯，否则应尽可能用适当手势。转向灯所发出的警告应在

动作的整个过程中持续发出，动作完成后即行停止。 

                                                 

20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2 段。  

21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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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条 

对于定班公共交通车辆的特别规定 

 建议  22 国内法作出规定，在建筑密集区，为了便利定班公共交通车辆的行

驶，其他车辆的驾驶人在不违反本《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规定的条件下，应减速

慢行，必要时应当停车，以便公共交通车辆能够采取离开标明车站的动作。缔约国

或其行政分区在这方面制定的规定，丝毫不影响公共交通车辆的驾驶人应负的责

任，在用转向器发出准备离站的警示后，务必小心注意，以免有发生意外之虞。 

第 十六  条 

改变方向 

1.  在向右或向左转弯进入另一道路或路旁房舍或场地之前，驾驶人在不影响本

《公约》第七条第 1款和第十四条规定的前提下： 

 (a)  如欲在顺行方向一侧转出，应尽量紧靠顺行方向车行道之边缘，并尽量

作紧转弯； 

 (b)  如欲在另一侧转出，在不违反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为自行车和轻便摩托

车改变方向所颁布的其他规定――如分两步穿过交叉路口――的条件下，在双向车

行道上，应尽量靠近车行道的中线行驶；在单向车行道上，应尽量靠近逆行方向

之一侧行驶，又如欲转入另一双向道路，则应在该条道路之车行道顺行方向一侧

转入。 

2.  在不影响本《公约》第二十一条有关行人规定的条件下，驾驶人在改变方向

时，应让其他道路使用人通过车行道或他准备离开的同一道路上的其他部分。 

                                                 

22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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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条 

减速慢行 

1.  任何车辆的驾驶人均不得突然刹车，除非因安全原因确有必要。 

2.  任何驾驶人如欲明显减速，除非其减速是对迫近的危险作出反应，否则必须首

先确定，他这样做不会对其他驾驶人造成危险或不应有的不便。除非已经确定身

后没有尾随车辆，或任何后方行车距离尚远，否则驾驶人应作出适当手示，对其

意图发出明确而及时的警告。但如果减速警告是由本《公约》附件五第 31 段所指

的车辆停车灯发出，则不适用本项规定。  

第 十八  条 

交叉路口和让行义务  

1.  任何驾驶人在接近交叉路口时，均应根据实地情况，格外小心注意。车辆驾驶

人尤其应调节行车速度，以便能够及时停车，让有优先通行权的车辆通过。 

2.  任何驾驶人从小路或泥土路驶出，在进入非小路或泥土路的另一道路时，应向

在该路上行驶的车辆让路。对本条而言，“小路”或“泥土路”的定义，可由国

内法作出规定。 

3.  任何驾驶人从沿路房舍或场地驶入道路时，应向在该路上行驶的车辆让路。23 

4.  在不违反本条第 7款规定的条件下： 

 (a)  在车辆靠右行驶的国家，车辆驾驶人在非本条第 2 款和本《公约》第二

十五条第 2和第 4款所指的交叉路口，应向其右侧驶来的车辆让路； 

 (b)  境内车辆靠左行驶的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自行制定交叉路口优先通

行权的规则。24 

                                                 

23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5 段。  

24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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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尽管交通信号灯允许通过，但如果因交通密度过大，驾驶人很可能不得不在交

叉路中间停车，因而妨碍或阻止横向交通，在此情况下驾驶人不应进入交叉路口。 

6.  驾驶人如已进入由交通信号灯管制的交叉路口，可无需等待其前进方向的道路放

行，即驶离交叉路口，但这样做不得妨碍向放行方向行驶的其他道路使用人行车。 

7.  [删除若干字]非轨道行驶的车辆驾驶人应向有轨车辆让路。 

25 见脚注。  

第 十九  条 

平交道口 

 道路使用人在行进及通过平交道口时应格外小心注意。尤其：  

 (a)  任何车辆的驾驶人均应以适中速度行驶； 

 (b)  除必须遵守灯光信号或声响信号所发出的停车指示外，任何道路使用人

均不得进入已经或正在置放横跨道路的护栏或半护栏、或正在开启半护栏的平交

道口； 

 (c)  凡平交道口未设置栅栏、半栅栏或信号灯，任何道路使用人必须确定无

轨道车辆驶近，方可进入平交道口； 

 (d)  任何驾驶人在进入平交道口之前必须首先确定，他不会被迫在平交道口

停车； 

 (e)  任何道路使用人在通过平交道口时不得逗留；如车辆被迫停止，驾驶人

应尽量设法将其移开轨道，如无法做到，应立即想尽一切办法，确保轨道车辆的

驾驶人及时得到危险警报。 

                                                 

25 《欧洲协定》的附件另有补充条款(见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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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条 

行人规则 

1.  除车行道上行人交通有危险或妨碍车辆交通的情况外，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

自行决定不执行本条之规定。26 

2.  如果在车行道之侧设有人行道 (便道 )，或供行人使用的边道，行人应使用这部

分路面。但如果行人充分小心注意： 

 (a)  推拉或负担笨重物件的行人，如果在人行道或边道上行走可能严重妨碍

其他行人，可使用车行道； 

 (b)  由一人带领或排成行列的行人队伍，可在车行道上行走。  

27 见脚注。  

3.  如果无法使用人行道 (边道 )或便道，或没有设置此种道路，行人可在车行道上

行走；在有自行车道和交通密度许可的情况下，行人可在自行车道上行走，但在

使用自行车道时，不得妨碍自行车或轻便摩托车的交通。 

4.  行人依照本条第 2和第 3款在车行道上行走，应尽可能靠近车行道边缘。28 

5.  建议国内法作出如下规定：行人在车行道上行走，应取逆行方向一侧，除非这

样做会给他们造成危险。然而，推自行车、轻便摩托车或摩托车的行人，以及由

一人带领或排成行列的行人队伍，在任何情况下均应靠车行道顺行方向一侧行

走。在车行道上行走的行人，在晚间或视线不佳的情况下，以及日间车辆交通密

度较大有此需要时，除非排成行列，否则应尽可能单行行走。29  

6.  (a)  行人在横穿车行道前务必小心注意，方可步入车行道，在附近有人行横

道时，应使用人行横道； 

                                                 

26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6 段。  

27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款项(见第 16 段)。  

28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6 段。  

29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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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有路标标示或车行道上标线划出的人行横道上横穿车行道： 

(一) 如果人行横道装有对行人的信号灯，行人应遵守信号灯所发出的

指示； 

(二) 如果人行横道未装有对行人的信号灯，但车辆交通由交通信号灯

或交通勤务人员指挥，则行人在交通信号灯或交通勤务人员所给

的信号表明车辆可以继续前进时，不得步入车行道； 

(三) 在其他人行横道上，行人必须在考虑到驶近车辆的距离和速度

后，方可步入车行道。 

 (c)  行人在车行道口上以路标标示或车行道标线划出人行横道的以外地点穿

越车行道时，必须首先确定穿越车行道不会妨碍车辆交通，方可步入车行道。30 

 (d)  行人一旦开始穿越车行道，不得走不必要之远路，也不得在车行道上无

故徘徊或逗留。 

7.  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对行人穿越车行道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第 二十一 条 

驾驶人对行人的行为  

1.  任何驾驶人均应避免可能对行人造成危险的行为。 

2.  在不影响本《公约》第七条第 1款、第十一条第 9款和第十三条第 1款规定的

前提下，凡车行道上以路标标识或以标线划出人行横道之处：  

 (a)  如车辆交通在该处横道是由交通信号灯或交通勤务人员指挥的，不得前

进的驾驶人需在横道之前或横道前方的横线处停止，在准许其前进时，不应阻止

或妨碍已经跨入人行横道的行人通过；驾驶人转入另一道路时，如路口处有人行

横道，应减速慢行，并为正在使用或将要使用人行横道的行人让路，必要时停止

前进； 

                                                 

30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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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车辆交通在该处人行横道没有交通信号灯或交通勤务人员指挥，驾驶

人在接近人行横道时应低速行驶，确保不得对正在或将要使用人行横道的行人造

成危险；必要时驾驶人应停车，让行人通过。 

3.  本条之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31  

 规定凡行人在本《公约》第二十条所定条件下，正在或即将使用以路标标

示或在车行道上以标线划出的人行横道时，车辆驾驶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停

车，或 

 禁止驾驶人妨碍或阻止正在交叉路口或紧邻交叉路口的地点穿越车行道的

行人，即使该路口并无路标标示或车行道上无标线划出人行横道。 

4.  驾驶人欲在顺行方向一侧超越停在标示停车站的公共交通车辆时，应减速慢

行，必要时停止行使，以便乘客上下。 

32 见脚注。  

第 二十二 条 

车行道安全岛 

 在不影响本《公约》第十条规定的前提下，如车行道上设有安全岛、安全岗或

其他装置，驾驶人可在其行驶的车行道上，从其左侧或右侧通过，但以下情况除

外： 

 (a)  安全岛、安全岗或装置在允许通行一侧有路标标示； 

 (b)  安全岛、安全岗或装置位于双向车行道之中心线，在此种情况下，驾驶

人应沿安全岛、安全岗或装置顺行方向一侧行驶。 

                                                 

31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7 段。  

32 《欧洲协定》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款项(见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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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三 条 

临时停车和停车 

1.  在建筑密集区之外，临时停车或停车，以及停止行进的牲畜，应尽可能停驻在

车行道以外的其他地点。不论是在建筑密集区之内还是之外，均不得在自行车

路、自行车道、公共汽车道、骑马使用的小路、人行小路、人行道或专供行人使

用的便道上停留，除非适用的国内法允许。 

2.  (a)  车行道上停止前进的牲畜，和车辆临时停车或停车，应尽量靠近车行道

边缘。除非在驾驶人的顺行方向一侧，否则驾驶人不得在车行道上临时停车或停

车；但如顺行方向一侧因有轨道而无法停车时，可在另一侧临时停车或停车。此

外，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还可： 

(一) 在某些情况下，不禁止在一侧或另一侧临时停车或停车，例如在

顺行方向一侧有路标禁止临时停车； 

(二) 在单向车行道上，准许在顺行方向一侧以及另一侧，或仅允许在

另一侧临时停车或停车； 

(三) 准许在车行道中央特别标明的位置临时停车或停车； 

 (b)  除非国内法另有规定，凡两轮自行车、两轮轻便摩托车和不带挎斗的两

轮摩托车以外的其他车辆，不得在车行道上并排临时停车或停车。临时停车或停

车，应与车行道外侧平行，除非停车地点的设计允许其他方式。33 

3.  (a)  禁止车辆在车行道上的下列地点临时停车或停车：34 

(一) 人行横道上、自行车横道上和平交道口上； 

(二) 道路上的电车或铁路轨道上，或与轨道过近可能妨碍电车或火车

行驶的地点，此外，除非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另有规定，禁止在

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停车； 

35 见脚注。  

                                                 

33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8 段。  

34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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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凡车辆在任何地点临时停车或停车可能引起危险者，均应禁止，特别

是： 

 (一) 立交桥下和隧道内，但特别标明的地点除外； 

 (二) 车行道接近坡顶处和视线不佳的弯道上，考虑到相关路段上的车

速，不能保证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超车者； 

 (三) 车行道纵向道路标线之侧，本款(b)项(二)目不适用，但车行道在标

线与车辆之间的宽度不足 3 米，且标线禁止在同一侧驶近之车辆

跨过该线者； 

 (四) 车辆将挡住道路使用人看到路标或交通信号灯视线的任何地点； 

 (五) 路标指示供行驶速度较低的车辆使用的附加车道； 

 (c)  禁止车辆在车行道的下列地点停车：  

(一) 靠近平交道口、交叉路口和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有轨车辆停车

站之处；国内法限定的距离内；36 

(二) 建筑或场地的车辆入口处； 

(三) 停泊的车辆将妨碍进入另一正常停泊车辆或阻止该正常停泊车辆

离开的任何地点； 

(四) 在有三条车行道的道路上中间一条车行道，及在建筑密集区以

外，以适当标志标明为优先道路的车行道； 

 (五) [删除] 

4.  驾驶人或驾驭人在离开其车辆或牲畜之前，务必采取一切适当的提防措施，避

免发生任何事故，如果是汽车，需防止被他人擅用。 

5.37  建议国内法作出如下规定：两轮轻便摩托车或无挎斗的两轮摩托车以外的所

有机动车辆，以及所有加挂或未加挂的挂车，在下述情况下停于建筑密集区以外

                                                                                                                                                             

35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案文(见第 18 段)。  

36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8 段。  

37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的第 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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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行道上时，应在足够距离之外将至少一种适当装置放在最适当的位置，向驶

近的车辆驾驶人发出信号，发出充分的提前警告： 

 (a)  车辆是夜间停于车行道，在当时的情况下驶近的驾驶人不可能知道该车

所造成的障碍； 

 (b)  其他情况，如驾驶人迫不得已在禁止临时停车的地点停车。 

6.  本条之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制定其他有关停车和临时

停车的规定，或对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的临时停车和停车作出具体规定。 

38 见脚注。  

第 二十四 条 

开  门 

 除非确定不会对其他道路使用人造成危险，否则禁止打开车门、开门不关或下车。 

第 二十五 条 

高速公路和类似道路  

1.39  在高速公路上，以及如国内法有此规定，在高速公路的专用上下匝道上： 

 (a)  行人、牲畜、自行车、不视为摩托车的轻便摩托车，汽车及其挂车以外

的所有其他车辆，以及在平坦道路上设计时速不能达到国内法规定速度的汽车或

汽车挂车，禁止使用上述道路； 

 (b)  禁止驾驶人： 

(一) 在标明停车处以外的其他地点临时停车或停车；如被迫停车，驾

驶人应尽量将车辆移至车行道之外，并移出平齐路肩，如无法做

到，应立即在较远处发出有车在此的信号，及时向驶近的驾驶人

发出警告； 

                                                 

38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18 段)。  

39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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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头、倒车，以及驶入中央分道带，包括连接两条车行道之间的跨道。 

40 见脚注。  

2.  将要进入高速公路的驾驶人应给已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车辆让路。如有加速道，

应使用加速道。 

3.  离开高速公路的驾驶人应适时驶入高速公路出口方向的车道，如有减速车道，

应及早驶入减速道。  

41 见脚注。  

4.  对适用本条第 1、第 2 和第 3 款而言，其他专供汽车交通使用的道路，以适当

路标标示，且与沿路之房舍及用地无出入通道，也应视为高速公路。42 

第二十五条之二 

关于有专门路标之隧道的特别规定 

 在有专门路标标示的隧道中，须适用以下规则： 

1.  任何驾驶人不得： 

 (a)  倒车； 

 (b)  调头； 

 (c)  [删除] 

2.  即使隧道中有照明，所有驾驶人仍必须打开远光灯或近光灯。 

3.  只有在紧急或危险情况下，驾驶人方可临时停车或停车。驾驶人停车必须尽可

能使用专门指定的位置。 

4.  在长时间停车的情况下，驾驶人须关掉发动机。 

                                                 

40 《欧洲协定》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19 段)。  

41 《欧洲协定》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19 段)。  

42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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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六 条 

关于行进队伍和残疾人适用的特别规则 

1.  禁止道路使用人穿插行进队伍、有人带领的学童行列和其他行进队伍。 

2.  残疾人使用自力推动的残疾人轮椅或以步行速度行走，应使用人行道 (便道 )及

适当之边道。 

第 二十七 条 

关于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驾驶人及摩托车的特别规则 

1.  虽有本《公约》第十条第 3 款的规定，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自行决定不禁

止骑自行车的人双人或多人并行。 

2.  禁止自行车驾驶人双手离把骑车、任由另一车辆拖曳、携带或推拉妨碍本人骑

车或危及其他道路使用人的物件。此项规定也适用于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的驾驶

人；但除此之外，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的驾驶人仍须双手扶把，除非是在做本

《公约》第十四条第 3款所规定的发出信号的动作。43  

3.  禁止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驾驶人在车上载人，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准许对

此项规定的例外，具体而言，可准许在车上安装附加鞍座载人。摩托车驾驶人不

得载人，除非在挎斗摩托车的挎斗中，或如果驾驶人背后安有附加鞍座(座垫)可以

载人。 

4.  在设有自行车道或自行车路的情况下，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禁止自行车驾驶

人使用车行道的其余部分。在同样情况下，可准许轻便摩托车的驾驶人使用自行

车道或自行车路，且如果认为必要，可禁止轻便摩托车驾驶人使用车行道的其余

部分。国内法应作出具体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其他道路使用人可使用自行车道或

自行车路，或横穿自行车道或自行车路，但必须始终确保自行车驾驶人的安全。44 

45 见脚注。  

                                                 

43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20 段。  

44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20 段。  

45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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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见脚注。  

第 二十八 条 

声响及灯光警告 

1.  声响警告装置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a)  发出适当警告，以避免事故； 

 (b)  在建筑密集区以外，有必要提醒将被超越的另一驾驶人注意。 

声响警告装置发出的声响不应过长。 

2.  在傍晚至黎明期间，汽车驾驶人可发出本《公约》第三十二条第 3 款所规定的

灯光警告，而不用声响警告。如果在日间使用灯光警告更适合当，也可为本条第 1

款(b)项所指之目的，使用灯光警告。 

3.  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也可为本条第 1 款(b)项所指的之目的，准许在建筑密集

区使用灯光警告。 

第 二十九 条 

轨道车辆 

1.  在轨道占用车行道的情况下，所有道路使用人在电车或其他有轨车辆驶近时，

均应尽快离开轨道，让轨道车辆通过。 

2.  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对轨道车辆在道路上的行驶，以及与轨道车辆的会车或

超车，采用不同于本章规定的特殊规则。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不得采用与本

《公约》第十八条第 7款规定相抵触的规定。47 

48 见脚注。  

                                                 

46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第 27条之二至 27条之四)(见第 20 段之二)。 

47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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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  条 

车辆的装载 

1.  如果已规定车辆的最大允许质量，车辆的装载质量绝不能超过最大允许质量。  

2.  车辆的每件载货均应妥为安放，必要时加以固定，以免：  

 (a)  对人造成危险，或损害公共或私人财产，尤其是因货物在路上拖曳或跌

落到路上而造成损害； 

 (b)  妨碍驾驶人的视线，或损害车辆的稳定与驾驶； 

 (c)  发出噪音、扬尘，或造成任何其他可以避免的妨碍； 

 (d)  遮蔽灯光，包括停车灯和转向灯、逆反射器、登记号牌，以及依照本

《公约》或国内法的规定，车辆必须配备的登记国的识别标志，或遮挡依本《公

约》第十四条第 3款或第十七条第 2款用手势发出的信号。 

3.  所有用于固定或保护载货的附件，如缆索、链条和帘布等，必须系紧所载货物

并扣牢。所有用于保护载货的附件，必须符合本条第 2款对载货规定的条件。 

4.49  突出于车辆前后或两侧的载货，如其他车辆的驾驶人可能注意不到突出物

件，应有明显标识；夜间应在车头以白灯和白色反光装置作出标识，在车尾使用

红灯和红色反光装置。具体而言，机动车辆： 

 (a)  突出车头或车尾 1米以上的载货，必须作出标识； 

 (b)  载货侧面突出车辆外端，若突出的外端超出车辆前方位置(边)灯外端 0.40

米以上，夜间应于前面标识，若载货侧面突出外端超出车辆尾部红色位置灯 (边灯)

外端 0.40米以上，夜间应在后面做同样标识。 

5.  本条第 4款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对上述第 4款所

称之装载突出，作出禁止、限制规定，或要求特别批准。 

                                                                                                                                                             

48 《欧洲协定》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21 段)。  

49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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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之二 

载  人 

 载客的乘坐和人数，不得妨碍驾驶或影响驾驶人的视线。 

第 三十一 条 

发生事故时的行为 

1.  在不影响国内法有关救助伤员义务规定的条件下，交通事故中所有有关的驾驶

人或其他道路使用人须： 

 (a)  在不造成另一起交通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立即停车； 

 (b)  尽量在肇事地点确保交通安全，如事故中有人死亡或重伤，在不影响交

通安全的前提下，保护事故现场，包括防止对确定责任可能有用的痕迹消失； 

 (c)  如与事故有关的其他人提出要求，向其告知身份； 

 (d)  如事故造成伤亡，即行报警并留守或返回事故现场，等候警察到场，除

非得到警察准许离开，或必须照顾伤员，或本人必须接受救护，否则不得离开。 

50 见脚注。  

2.  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在未造成严重伤害和有关人等并未要求报警的情况下，可

根据国内法不强制执行本条第 1款(d)项的规定。 

第 三十二 条 

灯光使用规则 

1.  从傍晚到黎明期间，以及在所有视线不佳的其他情况下，如雾、雪或大雨等，

行驶中的车辆必须打开以下车灯： 

                                                 

50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款项(见第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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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机动车和轻便摩托车：根据本《公约》对各类车辆要求的设备，远光灯

或近光灯，和后位置灯； 

 (b)  挂车：在依本《公约》附件五第 30 段要求配置前位置灯的情况下，打开

前位置灯和不少于两个后位置灯。 

2.  在以下情况下，应关掉远光灯，打开近光灯： 

 (a)  在道路照明充足的建筑密集区，和在非建筑密集区车行道始终有照明的

情况下，且照明良好，足以使驾驶人看清较远的距离，也足以使其他道路使用人

在较远处看到车辆；  

 (b)  在驾驶人将与另一车辆会车时，以便在足够距离之外防止目眩，使另一

车辆的驾驶人能够顺利行驶，不发生危险； 

 (c)  在所有其他需要避免造成其他道路使用人或沿路之水道或铁路使用人目

眩的情况下。 

3.  但在一车紧跟另一辆车之后时，可用远光灯发出第二十八条第 2 款所指的预示

超车的灯光警告。 

4.  雾灯只能在大雾、降雪、大雨或类似条件下使用，并以前雾灯替代近光灯使用。

国内法可准许同时使用前雾灯和近光灯，及在狭窄、弯曲道路上使用前雾灯。 

5.  装有前位置灯的车辆，前位置灯应与远光灯、近光灯或前雾灯同时使用。 

6.  在日间，道路上行驶的摩托车应至少在前方开一近光灯，在尾部开红灯。国内

法可准许使用日间行车灯替代近光灯。 

7.  国内法可规定，汽车驾驶人在白天必须使用近光灯或日间行车灯。在这种情况

下，后位置灯须与前灯同时使用。 

8.  傍晚至黎明期间，以及在所有视线不佳的其他情况下，机动车及其挂车在路上

临时停车或停车，必须使用前后位置灯表明其存在。在大雾、降雪、大雨或类似

条件下，可使用近光灯或前雾灯。在这些情况下，可使用后雾灯作为后位置灯的

补充。 

9.  虽有本条第 8 款之规定，但在建筑密集区，仍可使用停车灯替代前后位置灯，

条件是： 

 (a)  车辆的长度不超过 6米，宽度不超过 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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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车辆未连接挂车； 

 (c)  车辆沿车行道临时停车或停车，而停车灯位于车辆距车行道外缘最远的

一侧。 

10.  虽有本条第 8 和第 9 款之规定，但车辆在下列情况下临时停车或停车可不开

任何车灯： 

 (a)  道路照明良好，车辆在较远处便可清晰看到； 

 (b)  不在车行道和硬路肩上； 

 (c)  轻便摩托车和不带挎斗、未装备电池组的两轮摩托车，停靠在建筑密集

区车行道的最外缘。  

11.  国内法可对车辆在建筑密集区交通稀少的街道临时停车或停车，免于适用本

条第 8和第 9款的规定。 

12.  倒车灯只能在车辆倒车或准备倒车时使用。 

13.  危险警报信号只能用于警告其他道路使用人注意某一危险： 

 (a)  车辆抛锚或发生事故，不能立即离开，因而对其他道路使用人构成障

碍； 

 (b)  向其他道路使用人示意某一临近的危险。 

14.  特别警报灯： 

 (a)  显示蓝光，只能用于执行紧急任务的优先车辆，或在其他情况下必须向

其他道路使用人警示该车的存在； 

 (b)  显示琥珀色灯光，只能用于真正负责完成具体任务并配备特别警报灯的

车辆，或这种车辆在道路上的存在对其他道路使用人构成危险或不便。 

国内法可准许使用显示其他颜色的警报灯。 

15.  在任何情况下，车辆均不得在前方亮红灯，或在后方亮白灯，但附件五第 61

段所指免除情况例外。车辆不得改变或添加与本规则相抵触的车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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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三 条 

第三十二条未涉及的其他车辆及 

某些道路使用人的灯光使用规则 

1.  凡不适用本《公约》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车辆或车辆组合，在傍晚至黎明期间上

路，须至少在前面开一盏白灯或局部黄灯，尾部至少一盏红灯。在前面仅有一盏

灯或尾部只有一盏灯的情况下，该灯应装在车的中心线上，或装在逆行方向的一

侧。 

 (a)  手推车，即用手拉或推的小车，须至少在前面有一白色或局部黄色照

明，尾部至少有一红色照明。这两个照明可由一个放在逆行方向一侧的灯盏发

出。宽度不超过 1米的手推车无须照明。  

 (b)  畜力车应在前方至少有两个白色或局部黄色照明，尾部两个红色照明。

但国内法可允许这类车辆在前方只有一个白色或局部黄色照明，尾部一个红色照

明。在这两种情况下，灯的位置均应放在逆行方向一侧。如果该灯无法固定在车

上，可由在紧靠逆行方向一侧随车行走的人手提。此外，畜力车应在尾部安装两

个红色逆反射器，尽可能靠近车的外缘。宽度不超过 1 米的畜力车无需照明，但

在这种情况下，应在尾部逆行方向一侧或中间安装一个逆反射器。 

2.  (a)  夜间沿车行道行走时： 

 (一) 由一人带领或组成队伍的行人人群，必须在逆行方向一侧在队伍

前方至少显示一个白色或局部黄色照明，尾部一个红色照明，或

在两个方向使用琥珀色照明； 

 (二) 驮负、牵引及骑乘牲口，或驱赶牲口的驾驭人，必须在逆行方向一

侧前方至少显示一个白色或局部黄色照明，尾部一个红色照明，或

两个方向显示琥珀色照明。这些照明可由一个装置显示； 

 (b)  但在有适当照明的建筑密集区，无须本款(a)项所指的照明。 



 

第一部分：《道路交通公约》 35 

第 三十四 条 

免  除 

1.  车辆使用特别灯光和声响警告装置警告其驶近时，所有道路使用人均应避让，

必要时停止行驶，以便该车通过车行道。  

2.  国内法可作出规定，优先车辆的驾驶人在使用该车的特别警告装置发出该车行

进的警告时，在不对其他道路使用人造成危险的条件下，无须遵守本第二章除第

六条第 2款之外的全部或任何规定。51 

3.  国内法可决定，道路修筑或养护工人，包括该项工作所用设备的驾驶人，在采

取必要提防措施的前提下，在何种范围内工作时无须按本《公约》第二章之规定

行事。 

4.  为超过或通过在道路上工作的本条第 3 款所指的设备，其他车辆的驾驶人在必

要范围内，并在充分小心注意的条件下，可不受本《公约》第十一和第十二条规

定的限制。 

第 三 章 

准许汽车和挂车进入国际交通的条件 

第 三十五 条 

登  记 

1.  (a)  为具备享有本《公约》利益的资格，凡进入国际交通的汽车，以及轻型

挂车以外的连接于汽车的挂车，应在一个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登记，汽车驾驶人

应携带该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主管机关、或该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正式授权代表

该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颁发的此项登记的有效证书。此项证书称为登记证书，至

少应列有以下具体项目： 

− 编号，称为登记号牌，依本《公约》附件二所述方式构成； 

                                                 

51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2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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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初次登记的日期； 

− 证书持有人的全名及住址； 

− 车辆制造厂家名称或商标； 

− 车辆底盘的编号(厂家的生产或序列编号)；  

− 如为运载货物车辆，最大允许质量； 

− 如为运载货物车辆，整备质量； 

− 有效期(如果不是永久有效)。 

 登记证书填写的事项限于拉丁文印刷体或一般所称英文手写体，或以该种字体

重复前者。 

 (b)  但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可决定，在其境内颁发的登记证须填写制造年

份，而不填写初次登记日期。 

 (c)  如果是本《公约》附件六和附件七定义的 A 类或 B 类汽车及可能情况下

也包括其他汽车： 

 (一) 登记证书上方应有本《公约》附件三所规定的登记国的识别标志； 

 (二) 所有登记证书均须在本款(a)项所要求的 8项信息之前或之后，加上

相应的字母 A、B、C、D、E、F、G和 H； 

 (三) 可在登记国本国语文的证书名称之前或之后，加上法文“Certificat 

d’immatriculation”。 

 (d)  挂车，包括半挂车，以道路交通以外的其他运输方式临时入境，持得到

登记证书签发机关证明确认的原件影印件，可视为满足要求。  

2.  虽有本条第 1 款之规定，但在国际交通中未分开的铰接车辆有权享有本《公

约》规定之便利，即使组成该车的牵引车和半挂车只有一个登记和一个证书。 

3.  本《公约》之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限制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有权要求进入国际

交通之车辆，在该车的乘车人与登记人姓名不符时，有权要求驾驶人证明其拥有

该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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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如缔约国尚未设立专门机构，应设立此一机构，负责在国家或地区一级保

存所有投入使用的汽车的记录，以及每一车辆登记证书所有具体细节的中央记录。 

第 三十六 条 

登记号牌 

1.  凡进入国际交通的汽车，均须在车头和车尾显示登记号牌，但摩托车只须在车

尾显示登记号牌。 

2.  凡登记的挂车进入国际交通，均须在尾部显示登记号牌。在汽车牵引一部或多

部挂车时，该挂车或最后一辆挂车如未登记，应显示牵引车的登记号牌。 

3.  本条所指登记号牌的构成及显示方式，应符合本《公约》附件二的规定。 

第 三十七 条 

登记国的国别标志 

1.  (a)  凡进入国际交通的汽车，除其登记号牌外，还应在尾部显示该车登记国

的国别标志。 

 (b)  该标志可与车牌分开显示，也可放入车牌之内。 

 (c)  当区别标志与车牌放在一起时，如必须在车头悬挂登记号牌，区别标志

也应在车头的登记号牌上显示。 

2.  凡与汽车连接的挂车，依本《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尾部显示登记号牌者，

也应在尾部显示发放登记号牌国家的国别标志，标志可与车牌分开，也可与车牌

放在一起。 

 即使挂车的登记国不是所连接的牵引汽车的登记国，本款规定依然适用  ；如

果挂车没有登记，应在挂车尾部显示牵引车辆之登记国国别标志，除非是在本国

行驶。 

3.  国别标志的构成及显示方式，或与号牌合一的方式，应符合本《公约》附件二

和附件三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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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八 条 

辨识标志 

 凡汽车和挂车进入国际交通，均应具备本《公约》附件四所规定的识别标志。 

第 三十九 条 

车辆的技术要求和车检 

1.  凡进入国际交通的汽车、挂车和车辆组合，必须满足本《公约》附件五的规

定，并应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2.  国内法应要求以下车辆作定期技术检查： 

 (a)  用于载客的汽车，除驾驶人外有 8个以上座位； 

 (b)  用于载货的允许最大质量超过 3,500 千克的汽车和设计上与该车连接的

挂车。 

3.  国内法应尽可能将第 2款的规定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车辆。  

52 见脚注。  

第 四十  条 

暂行条款 

1.  自本《公约》依第四十七条第 1 款生效之日起 10年内，进入国际交通的挂车不

论其允许最大质量如何，即使没有登记，也应享有本《公约》各项规定之便利。 

2.  登记证应在《公约》生效之日起 5 年内符合对第三十五条第 1 款修正案的规定。

在这段时间里颁发的登记证，在登记证上注明的失效期之前，应予相互承认。 

53 见脚注。  

                                                 

52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款项(见第 26 段之二)。  

53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款项(见第 26 段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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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汽车驾驶人 

第 四十一 条 

驾驶证 

(此案文最迟适用到 2011年 3 月 28日(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新案文用深蓝色收录于本条之后) 

1.  (a)  凡汽车驾驶人均须持有驾驶证；  

 (b)  各缔约国承诺，保证只在主管机关核实驾驶人确实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

能后，方发给驾驶证； 

 (c)  国内法必须规定获得驾驶证的要求；  

 (d)  本《公约》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对驾驶其

他机动车辆和轻便摩托车要求持有驾驶证。 

2.  缔约国应承认下列驾驶证的有效性：  

 (a)  任何以缔约国本国语文或本国语文之一印制或并非此种语文印制但附有

经认证译文的国内驾驶证； 

 (b)  任何符合本《公约》附件六规定的国内驾驶证；和 

 (c)  任何符合本《公约》附件七规定的国际驾驶证； 

持证者，可在其境内驾驶符合驾驶证所含类别的车辆，但驾驶证必须仍然有效，

发照人为另一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或得到该另一缔约国正式授权的机构。本款

规定不适用于学员驾驶证。 

[原第 3 款删除] 

3.  虽有前款规定： 

 (a)  若驾驶证的有效性附带特别注明的条件，如考虑到驾驶人的残疾，驾驶

人须配戴某种装置，或车辆必须安装某种设备，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关条件得

到满足，否则不承认驾驶证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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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缔约国可拒绝承认不满 18岁的人所持驾驶证在其境内的有效性； 

 (c)  缔约国可拒绝承认不满 21 岁的人所持驾驶证在其境内驾驶本《公约》附

件六和附件七所指 C、D 和 E类汽车或车辆组合的有效性。 

4.  缔约国可在其国内法中提出本《公约》附件六和附件七所指汽车类别的细目。

如果驾驶证限于某一类别之内的部分车辆，应在类别的字母之外加上数字，并在

驾驶证上注明限制的性质。 

5.  为适用本条第 2款和第 3款(c)项： 

 (a)  本《公约》附件六和附件七所指 B 类汽车，可拖挂一轻型挂车；也可拖

挂一辆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750 千克但不超过汽车整备质量的挂车，但拖挂后车辆

的最大允许质量合计不超过 3,500千克； 

 (b)  本《公约》附件六和附件七所指的 C 类或 D 类汽车，可拖挂一轻型挂

车，但连接后不得超出对 C类或 D 类的规定。 

6.  国际驾驶证只能发给持有国内驾驶证且满足本《公约》所定之最低限度发证条

件的人。国际驾驶证的有效期不得超过相应的国内驾驶证的到期时间，该时间应

填入国际驾驶证。 

7.  本条规定并不要求缔约国： 

 (a)  承认在另一缔约国境内向以下持证人所发国内或国际驾驶证的有效性：

发证时该人的常驻地在本国境内，或发证后该人的常住地已迁至本国境内；或 

 (b)  承认向以下持证人所发驾驶证的有效性：发证时该人的常驻地不在发证

国境内，或发证后已将常住地迁至另一领土。 

第 四十一 条 

驾驶证 

(从 2011年 3 月 29日起适用的规定(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1.  (a)  凡汽车驾驶人均须持有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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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缔约国承诺，保证只在主管机关核实驾驶人确实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后，方发给驾驶证；授权核实驾驶人具备必要知识和技能的人，必须拥有相应的

资格；国家通过法律对理论和实际操作考试的内容和程序作出规定； 

 (c)  国内法须对获得驾驶证的要求作出规定。具体而言，国内法应明文规定

持有驾驶证的最低年龄、体检要求，和通过理论和实际操作考试的条件； 

 (d)  本《公约》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对驾驶其

他机动车辆和轻便摩托车要求持有驾驶证。 

2.  (a)  缔约国应承认下列驾驶证的有效性： 

 (一) 任何符合本《公约》附件六规定的国内驾驶证； 

 (二) 任何符合本《公约》附件七规定的国际驾驶证，但必须与相应的国

内驾驶证一并出示；  

持证者，可在其境内驾驶符合驾驶证所含类别的车辆，但驾驶证必须依然有效，

发照人为另一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或得到该另一缔约国或行政分区正式授权的

机构； 

 (b)  一缔约国所发的驾驶证，应在另一缔约国境内得到承认，直至该国领土

成为持照人的常住地； 

 (c)  本款规定不适用于学员驾驶证。 

3.  国内法可限定国内驾驶证的有效期。国际驾驶证的有效期，应从发照之日起最

多 3年，或国内驾驶证的到期日，以时间在前者为准。 

4.  虽有第 1和第 2款之规定： 

 (a)  若驾驶证之有效性附带特别注明的条件，如考虑到驾驶人的残疾，持照

人必须佩戴某种装置，或车辆必须安装某种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则除非有关条

件得到满足，否则不承认驾驶证的有效性； 

 (b)  缔约国可拒绝承认不满 18岁的人所持驾驶证在其境内的有效性； 

 (c)  缔约国可拒绝承认不满 21 岁的人所持驾驶证在其境内驾驶本《公约》附

件六和附件七所指 C、D、CE和 DE类汽车或车辆组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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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驾驶证只能发给国内驾驶证的持有人，且国内驾驶证的发放必须满足本

《公约》规定的最低条件。国际驾驶证只能由持证人常住地在其境内的缔约国发

放，且其国内驾驶证也由该缔约国发放，或承认另一缔约国所发之驾驶证的缔约

国；国际驾驶证不能在本国境内使用。 

6.  本条规定不要求缔约国： 

 (a)  承认在另一缔约国境内向以下持证人所发国内驾驶证的有效性：发证时

该人的常住地在本国境内，或发证后该人的常住地已迁入本国境内； 

 (b)  承认对以下持证人所发国内驾驶证的有效性：发证时驾驶人的常住地不

在发证国境内，或发证后已将其常住地迁至另一领土。 

第 四十二 条 

暂扣驾驶证 

1.  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于驾驶人在该国境内触犯规章，依该国法律应没收驾驶证

时，可取消该驾驶人在其境内使用国内或国际驾驶证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取

消驾驶证使用权的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主管机关可： 

 (a)  吊销并扣留驾驶证，直至取消使用期截止，或持证人离开该国领土，以

时间在前者为准； 

 (b)  将吊销驾驶证使用权一事通知发照机关或授权发照的机关； 

 (c)  如为国际驾驶证，在驾驶证上的空白签注栏注明，驾驶证在该国境内不

再有效； 

 (d)  如未采取本款 (a)项所规定的程序，可在 (b)项所指的通知之外，并请发照

机关或授权发证的机关将对该人所作决定通知本人。 

2.  缔约国应设法将依本条第 1款(d)项规定的程序向该国通报的决定告知本人。 

3.  本《公约》之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禁止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对持有国内或国际

驾驶证的驾驶人，在十分明显或业已证明其状况已不能安全驾驶或其驾驶权已被

其常住地国吊销的情况下，禁止该人驾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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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十三 条 

暂行规定 

1.  缔约国应在附件六的新规定生效至迟 5 年后，根据新的规定签发国内驾驶证。

根据较早的本《公约》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附件六的规定，在该阶段截止

日期之前签发的国内驾驶证，在其有效期内仍应予以承认。 

2.  缔约国应在附件七的新规定生效至迟 5 年后签发国际驾驶证。依此前本《公

约》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附件七的规定签发的国际驾驶证，在该阶段截止

日期之前，根据第四十一条第 3款的规定，应继续有效。 

第 五 章 

准许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进入国际交通的条件 

第 四十四 条 

1.  不带引擎的自行车进入国际交通应：  

 (a)  装备有效的制动器； 

 (b)  装有可在足够距离之外听到的车铃，但不带其他声响警告装置； 

 (c)  车尾部装有红色反光装置，并装有可在前部显示白色或局部黄色灯光、

在尾部显示红色灯光的装置。 

54 见脚注。  

2.  在并未依本《公约》第五十四条第 2 款规定声明将轻便摩托车视同摩托车的缔

约国，在这些国家境内从事国际交通的轻便摩托车应： 

 (a)  装备两套独立的制动器； 

 (b)  装有可在足够距离之外听到的车铃或其他声响警告装置；  

                                                 

54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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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装有有效的排汽消音器； 

 (d)  装有适当设备，可在车的前方显示白色或局部黄色灯光，尾部显示红色

灯光和红色逆反射器；55 

 (e)  显示本《公约》附件四所规定的识别标志。 

56 见脚注。  

3.  在依本《公约》第五十四条第 2 款声明将轻便摩托车视同摩托车的缔约国，在

这些国家境内轻便摩托车获准进入国际交通的条件，与本《公约》附件五对摩托

车所规定的条件相同。 

第 六 章 

最后条款 

第 四十五 条 

1.  本《公约》于 1969年 12 月 31 日前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联合国

会员国、任何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和经

联合国大会邀请为本《公约》缔约国的所有其他国家签字。 

2.  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3.  本《公约》随时开放，供本条第 1 款所指任何国家加入。加入书应交秘书长保

存。 

4.  各国在签署本《公约》或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应将依本《公约》附件三为

本国登记的车辆选定的进入国际交通时须显示的国别标志通知秘书长。任何国家

可在之后再度通知秘书长，改变其先前选定的国别标志。 

                                                 

55 另见《欧洲协定》附件第 27 段。  

56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款项(见第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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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十六 条 

1.  任何国家可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之后的任何时间通知秘书

长，声明本《公约》将适用于该国负责其外交关系的所有领土或部分领土。本

《公约》将于秘书长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天后，或于本《公约》对提送通知书的

国家发生效力之日起――时间在后的日期为准――适用于通知书中指明的领土。 

2.  依本条第 1 款发表声明的任何国家，可在之后的任何时间通知秘书长，声明本

《公约》不再适用于通知书中所指的领土，本《公约》应于秘书长收到通知书之

日起 1年后停止适用于该领土。 

3.  依本条第 1 款提交通知书的国家，应将根据本《公约》附件三为有关领土内登

记的车辆所选定的进入国际交通时须显示的国别标志通知秘书长。任何国家可在

之后再度通知秘书长，改变原先选定的国别标志。 

第 四十七 条 

1.  本《公约》将于第 15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 12个月后生效。 

2.  本《公约》对第 15 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各国，

应于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 12个月后生效。 

第 四十八 条 

 本《公约》一经生效，即在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废止并取代下述公约：1926

年 4 月 24 日在巴黎签定的《汽车交通国际公约》和《道路交通国际公约》、1943

年 12月 15日在华盛顿开放供签署的《美洲各国管制汽车交通公约》，和 1949年

9月 19日在日内瓦开放供签署的《道路交通公约》。 

第 四十九 条 

1.  本《公约》生效 1 年后，任何缔约国可对《公约》提出一项或多项修正。任何

拟议的修正案，案文均应附带简要说明，送交秘书长，再由秘书长转达所有缔约

国。缔约国可在修正案分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通知秘书长，它们(a) 接受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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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b) 拒绝修正案；或 (c) 希望召开会议审议修正案。秘书长并应将拟议的修正案

发给本《公约》第四十五条第 1款所指的所有其他国家。 

2.  (a)  依前款通知的任何拟议修正案，如在前款所指的 12 个月期间只有不足三

分之一的缔约国通知秘书长，表示拒绝修正案或希望召开会议审议修正案，则该

修正案将被视为得到接受。秘书长应将任何提出的修正案得到接受或遭到拒绝、

以及要求召开会议的请求，逐一通知所有缔约国。如果在规定的 12 个月期间收到

的答复中表示拒绝及要求召开会议的国家总数不及缔约国总数的三分之一，秘书

长应通知所有缔约国，修正案将于前款规定所指 12 个月期间到期之日起 6 个月后

对所有缔约国生效，但不包括在规定期间表示拒绝接受修正案或要求召开会议审

议修正案的国家。 

 (b)  任何在上述 12 个月期间曾拒绝接受某项拟议修正案或要求召开会议审议

修正案的缔约国，可在该期间结束后的任何时间通知秘书长，表示接受修正案，

秘书长应将此项通知转达所有其他缔约国。此项修正案对于通知接受的缔约国，

应于秘书长收到其通知书之日起 6个月后生效。 

3.  如依本条第 2 款，提出的修正案未获接受，且在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 12 个月

期间通知秘书长表示拒绝接受所提修正案的缔约国不到总数的一半，并有至少占

总数三分之一的缔约国――但不得少于 10 个――通知秘书长表示接受修正案或希望

召开会议审议修正案，秘书长应召开会议，审议提出的修正案或依本条第 4 款提

交秘书长的任何其他提案。 

4.  依本条第 3款召开会议时，秘书长应邀请本《公约》第四十五条第 1款所指所

有国家参加。秘书长应请所有应邀参加会议的国家在会议开幕日之前至少 6 个

月，将它们希望在拟议的修正案之外会议还应审议的任何提案提交秘书长，并于

会议开幕日之前至少 3个月将这些提案转发应邀参加会议的所有国家。 

5.  (a)  本《公约》的任何修正案如得到出席会议国家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视

为获得接受，但这一多数需包括出席会议的至少三分之二缔约国。秘书长应将修

正案的通过通报所有缔约国，修正案将在秘书长发出通知之日起 12 个月后对所有

缔约国生效，但不包括在此期间通知秘书长表示拒绝接受修正案的国家。 

 (b)  在上述 12 个月期间，表示拒绝接受修正案的缔约国，可随时通知秘书长

表示接受该修正案，秘书长应将此通知转达所有其他缔约国。修正案将于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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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6 个月后，或在上述 12 个月期间到期后，对通知接受的缔约国

生效，以时间在后者为准。 

6.  如根据本条第 2款不能认为提出的修正案已获接受，且本条第 3款规定的召开

会议的条件也未能得到满足，提出的修正案将被视为遭到否决。 

第 五十  条 

 任何缔约国可向秘书长提交书面通知，声明退出本《公约》。退约声明于秘书

长收到通知之日起 1年后生效。 

第 五十一 条 

 如在任何连续 12个月期间缔约国的数目少于 5个，本《公约》即行失效。 

第 五十二 条 

 两个或多个缔约国对《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任何争端，不能通过谈判或其

他方式解决，可由任何有关缔约国提出请求，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第 五十三 条 

 本《公约》之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范

围内，限于情况紧急之需要，采取该国认为国内外安全所必需的行动。 

第 五十四 条 

1.  任何国家可在签署本《公约》或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声明表示，认为本国不

受本《公约》第五十二条的约束。对任何作出此项声明的缔约国而言，其他缔约

国也不受第五十二条的约束。 

2.  任何国家可在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向秘书长提交通知书，声明在本《公

约》的适用范围内，该国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见第一条(n)项)。 

 任何缔约国可在之后的任何时间通知秘书长，收回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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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条第 2 款规定的声明，应于秘书长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6 个月后，或于《公

约》对发表声明的国家生效之日起生效，以时间在后者为准。  

4.  依本《公约》第四十五条第 4款或第四十六条第 3款，对之前选定的国别标志

所作的任何改变，应于秘书长收到变更通知书之日起 3个月后生效。 

5.  除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保留外，还可对本《公约》及其附件提出保留，但必须

以书面提出，如果是在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以前提出，并须在该项文书中确认，

秘书长应将有关保留通报本《公约》第四十五条第 1款所指的所有国家。 

6.  依本条第 1款或第 4款提出保留或声明的任何缔约国，可随时向秘书长提交通

知书，收回保留或声明。 

7.  根据本条第 5款所作的保留： 

 (a)  对提出保留的缔约国而言，在所作保留的范围内，修改保留所涉的《公

约》规定； 

 (b)  对其他缔约国而言，在与提出保留的缔约国关系上，在相同范围内修改

有关规定。 

第 五十五 条 

 除本《公约》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声明、通知及函件外，秘书长

还应将下列事项通知第四十五条第 1款所指的所有国家： 

 (a)  依照第四十五条完成的签字、批准和加入； 

 (b)  依第四十五条第 4款和第四十六条提交的通知和声明；  

 (c)  依照第四十七条，本《公约》的生效日期； 

 (d)  依照第四十九条第 2和第 5款，本《公约》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e)  依照第五十条作出的退约声明； 

 (f)  依照第五十一条，本《公约》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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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十六 条 

 本《公约》的原文为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各文本同一作准，

合订为一本，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秘书长应将《公约》的正式副本分送《公

约》第四十五条第 1款所指的所有国家。  

 为此下列署名之全权代表各秉本国政府之正式授权，*  谨签字于本《公约》，

以昭信守。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十一月八日订于维也纳。 

                                                 

*  见文件 E/CONF.56/16/Rev.1。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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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准许国际交通汽车和挂车入境义务的例外 

1.  国际交通汽车、挂车或车辆组合的总质量、轴载质量或尺寸超过本国法为本国

境内登记的汽车所规定的限度，缔约国可拒绝入境。境内有重型国际交通车辆通

行的缔约国，须设法缔结地区协定，准许质量和规格未超过这类协定所规定数字

的国际交通汽车或车辆组合在该区域道路上通行；但次要道路除外。 

2.  就本附件第 1段而言，下述侧面突出不视为超出最大许可宽度： 

 (a)  轮胎接近着地处及轮胎压力指示器的接头； 

 (b)  车轮上的防滑装置； 

 (c)  根据设计可在略微用力下向前或向后缩进，使之不再超出最大许可宽度

的后视镜； 

 (d)  突出不超出几厘米的侧面转向器和示廓灯； 

 (e)  载货上的海关关封以及保护此种关封的装置。 

3.  如国内法禁止下述国际交通车辆组合，缔约国可拒绝这类组合入境： 

 (a)  带挂车的摩托车； 

 (b)  由汽车及数个挂车构成的车辆组合；  

 (c)  用于载客的铰接车辆。 

4.  适用本《公约》附件五第 60 段所列例外的国际交通汽车和挂车，缔约国可拒

绝入境。 

5.  进入国际交通的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驾驶人及其乘客未带防护头盔者，缔约国

可拒绝入境。 

6.  除两轮轻便摩托车或无挎斗两轮摩托车外，各缔约国可规定，进入国际交通的

汽车入境须配备本《公约》附件五第 56 段所指装置，从而在车行道上临时停车

时，可就本身形成的危险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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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千克的国际交通汽车，各缔约国可规定其进入本国境

内某些崎岖道路或某些崎岖地段的条件；此类车辆须遵守国内法关于准许本国登

记的同样最大允许质量车辆进入这类道路或地段的特别规定。  

57 见脚注。  

8.  安装不对称近光灯的国际交通汽车，如未根据缔约国境内的交通方向而调整光

束，该国可拒绝入境。 

9.  显示不同于本《公约》第三十七条所规定之识别标志的国际交通汽车或与汽车

连接的挂车，各缔约国可拒绝入境。如车辆识别标志位于本《公约》规定的登记

牌照之外，用以代替登记牌照内不符合本《公约》规定的识别标志，各缔约国不

得拒绝入境。 

                                                 

57 《欧洲协定》的附件还提出了补充条款(见第 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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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国际交通汽车和挂车的登记号码和号牌 

1.  本《公约》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所指的登记号码，应由数字或数字加字母

组成。数字为阿拉伯数字，字母为大写拉丁文印刷体；也可使用其他数字或字

体，但此种情况下，须再以阿拉伯数字和大写拉丁文印刷体标示登记号码。 

2.  登记号码的组成和显示，须使处于车辆轴心线上的人在车辆处于静止状态下可

在正常日光下于至少 40 米距离处辨认；但登记的摩托车和难以安装足够规格之登

记数字可供 40米距离处辨认的特别类型汽车，各缔约国可减少最低辨认距离。 

3.  显示登记号码的号牌应为扁平，垂直或接近垂直固定，与车的中央纵剖面成直

角。 

 如号码显示或喷涂于车辆上，显示或喷涂之表面应为扁平和垂直，或接近扁平

和垂直，与车辆中央纵剖面成直角。 

4.  在不违反本《公约》附件五第 61段(g)项规定的条件下，显示登记号码以及(在

适用情况下 )车辆登记国识别标志的登记号牌，底色可使用逆反射涂料。车辆登记

国识别标志，可根据附件三规定的条件附加国旗或国徽。 

5.  登记号牌含有识别标志者，该部分的底色须使用与显示登记号码部分的底色相

同的材料。



 

54 第一部分：《道路交通公约》－附件三 

附 件 三 

国际交通汽车和挂车的识别标志 

1.  本《公约》第三十七条所指的识别标志由 1至 3个大写拉丁文字母组成。 

2.  如识别标志显示于登记牌照之外，须符合下述条件： 

 (a)  字母高度不少于 0.08米，笔划宽度不少于 0.01米，白底黑字，椭圆型，

长轴横向。白底可使用逆反射涂料； 

 (b)  如识别标志仅由 1个字母组成，椭圆型长轴可竖立； 

 (c)  加装识别标志不得混淆或妨碍辨认登记号码； 

 (d)  在摩托车及其挂车上，椭圆型轴线的规格至少 0.175米和 0.115米。在其

他汽车及其挂车上，椭圆型轴线的规格如下： 

 (一) 如识别标志由 3个字母组成，则至少 0.24米和 0.145米； 

 (二) 如识别标志由 3个以下字母组成，则至少 0.175米和 0.115米。  

3.  如识别标志位于登记牌照内，须符合下述条件： 

 (a)  如登记号牌为 0.11米，字母高度至少 0.02米； 

 (b)  (一) 登记国识别标志可附加国旗、国徽或该国所属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徽章，标志须显示于车尾登记号牌左端或右端；如数字排成双行，

最好置于号牌左部或左上角。 

 (二) 除识别标志之外，如登记号牌还包括非数字符号和 /或旗帜和 /或区

域或本地之徽章，则登记国识别标志必须置于号牌最左端； 

 (c)  附加于登记国识别标志的国旗或国徽，不得有碍辨认识别标志，最好放

在其上方； 

 (d)  登记国识别标志须位于易辨认之处，不得混淆或妨碍辨认登记号码。因

此，识别标志须至少颜色不同于登记号码，或底色不同于登记号码底色，或与登

记号码明显分开，如使用分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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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摩托车及其挂车的登记号牌，和 /或双行排列的登记号牌，可适当修改识

别标志字母的字体规格，以及(在适用情况下)登记国国旗或国徽，或该国所属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徽号的规格； 

 (f)  车前必须安装登记号牌的车辆，本段规定根据同样原则适用于该号牌。 

4.  附件二第 3段的有关规定适用于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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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国际交通汽车及挂车的识别标记 

1.  识别标记包括： 

 (a)  汽车： 

(一) 车辆制造厂家名称或商标； 

(二) 车底盘或当无底盘时车身上的制造厂家生产或序列编号； 

(三) 发动机编号(如制造厂家在发动机上标有号码)； 

 (b)  挂车须有上述第(一)和第(二)项的标记； 

 (c)  轻便摩托车须有汽缸容量及“CM”标记。 

2.  本附件第 1 段所指标记，应位于便于查验之处，易于辨认。此外，这些标记应

不易更改或除掉。标记中字母和数字只能为拉丁文印刷体或英文手写体与阿拉伯

数字，或以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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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汽车和挂车的技术要求 

1.  在不影响本《公约》第三条第 2 款(a)项和第三十九条第 1 款规定的条件下，

任何缔约国均可对本国登记的汽车和国内法许可在道路上行驶的挂车制定旨在补

充本附件规定或更严格于本附件规定的规则。初次使用的国际交通车辆必须符合

其登记国执行的技术标准。 

2.  对本附件而言，“挂车”一词仅指在设计上需与汽车连接的挂车。 

3.  如缔约国根据本《公约》第一条 (n)项宣布将整备质量不超过 400 千克的三轮

车辆视为摩托车，必须确保此类车辆符合本附件有关摩托车或其他汽车辆的规

定。 

第 一 章 

制  动 

4.  对本章而言： 

 (a)  “一轴车轮”，系指与车辆中央纵剖面对称或大致对称排列的各车轮，

即使未安装于同一轮轴(前后串联的轮轴视为两轴)； 

 (b)  “主制动器”系指通常用于车辆减速和停止的装置； 

 (c)  “停车制动器”系指驾驶人不在车上时使车辆保持不动的装置，如系挂

车，则指在未连接于汽车时使之保持不动的装置； 

 (d)  “辅助(紧急)制动器”，系指主制动器失灵时使车辆减速和停止的装置。 

A.  摩托车以外各类汽车的制动 

5.  摩托车以外的各类汽车，须装有驾驶人在驾驶位置上易于操作的各种制动器。

这些制动器须有下述三种制动功能： 

 (a)  主制动器：无论载货情况与行驶道路上下坡度如何，能够安全、迅速和

有效地使车辆减速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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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停车制动器：无论载货情况如何，能够在明显的上下坡上停住车辆，制

动器作用面通过纯机械性装置产生制动作用； 

 (c)  辅助(紧急)制动器：无论载货情况如何，即使在主制动器失灵的情况下，

亦能在合理距离内使车辆减速和停止。 

6.  在不违反本附件第 5 段规定的条件下，提供三种制动功能(主制动、辅助制动

和停车制动 )的装置，可共用某些部件；但只有在至少配备两套单独操纵装置的条

件下，才可允许操纵装置合并。 

7.  主制动器须控制车辆的全部车轮。 

8.  辅助 (紧急 )制动器须能在车辆中央纵剖面两边至少各控制一个车轮；本规定也

适用于停车制动器。  

9.  凡主制动器和停车制动器，须使用足够强度之部件，作用于与车轮固定连接的

制动面。 

10. 制动面不得与车轮脱离。但某些制动面可准许有一定脱离，条件是： 

 (a)  仅是暂时性的，例如换档时； 

 (b)  对停车制动器而言，只能通过驾驶人的操作而起制动作用； 

 (c)  对主制动器或辅助(紧急)制动器而言，仍可保证本附件第 5 段所规定的制

动效果。 

10 之二 .  车辆用于制动的一切设备，其设计和制造必须保证主制动器能够承受长

期和反复使用，且依然有效。 

10之三.  主制动的功能须适当分布，同步作用于车辆各轴之间。 

10 之四 .  如主制动器的控制，除驾驶人的人力之外，还部分或全部得到另一动力

之助动，则必须保证即使在该动力失灵的情况下，也能在合理距离内停车。 

B.  挂车的制动 

11.  在不影响本附件第 17 段 (c)项规定的条件下，除轻型挂车外，凡挂车须安装

下述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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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主制动器：不论载货情况与行驶道路上下坡度如何，均能安全、迅速及

有效地使车辆减速和停止。 

 (b)  停车制动器：不论载货情况如何，能够在明显的上下坡度上停住车辆，

制动器作用面通过纯机械性装置产生制动作用。本规定不适用于非使用工具不能

脱离牵引车的挂车，但其停车制动器须符合对车辆组合的要求。 

12.  提供两种制动功能(主制动和停车制动)的装置，可共用某些部件。 

13.  主制动器须控制挂车的全部车轮。制动作用须适当分布，同步作用于挂车各

轴上。 

14.  主制动器须能由牵引车的主制动器控制启动；但如果挂车的最大允许质量不

超过 3,500 千克，制动器可在挂车行进时，仅在其逼进牵引车时产生制动作用(越

进制动)。 

15.  主制动器和停车制动器须使用足够强度的部件，作用于与车轮固定连接的制

动面。 

16.  如挂车行驶中连接装置折断，制动装置须使挂车自动停止。但本规定不适用

于仅有一轮轴或两轮轴间距小于 1 米的挂车，条件是挂车的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1500千克，且在连接装置之外还配有辅助的连接方式(半挂车除外)。 

C.  车辆组合的制动  

17.  除本章 A 和 B 两部分有关单独车辆(汽车和挂车)的规定外，车辆组合还须适

用下述规定： 

 (a)  各组成车辆的制动装置必须相互匹配； 

 (b)  主制动功能须适当分布，同步作用于组合的各车轴之间；  

 (c)  无主制动器的挂车，最大允许质量不得超过牵引车的整备质量加驾驶员

重量之和的一半。 

D.  摩托车的制动 

18.  (a)  摩托车必须配有两套制动器：一个至少作用于后轮 (一轮或数轮 )，另一

个至少作用于前轮(一轮或数轮)；如摩托车有挎斗，无需对挎斗车轮制动。无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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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情况和行驶道路上下坡度如何，这些制动装置须能安全、迅速及有效地使摩托

车减速和停止。 

 (b)  除本段 (a)项规定外，凡三个车轮与车的中央纵剖面对称排列的三轮摩托

车，必须安装符合本附件第 5段(b)项所载条件的停车制动器。  

第 二 章 

车辆照明与信号装置  

19.  对本章而言： 

“远光灯”系指车辆前方远距离照明的车灯； 

“近光灯”系指车辆前方照明道路的车灯，但

不会造成对面驾驶人和其他道路使用人目眩或

不便； 

“前位置灯”系指向前显示车辆存在及宽度的

车灯； 

“后位置灯”系指向后显示车辆存在及宽度的

车灯； 

“刹车灯”系指向车后的其他道路使用人显示

驾驶人正在使用主制动器的车灯； 

“前雾灯”系指大雾、下雪、暴雨或类似情况下

用于改善道路照明的车灯； 



 

 第一部分：《道路交通公约》－附件五 61 

“后雾灯”系指大雾、下雪、暴雨或类似情况

下使车辆从后方更易看到的车灯； 

“倒车灯”系指照明车后道路，并向道路其他

使用人发出警报信号，表示该车正在倒退或即

将倒退的车灯； 

“转向灯”系指向道路其他使用人显示驾车人拟

向右或向左改变方向的车灯； 

“停车灯”系指用于显示停泊车辆存在的车

灯，可代替前位置灯和后位置灯使用； 

“示廓灯”系指靠近车辆整体宽度外缘并尽可

能接近顶部，以清楚显示车辆整体宽度的车

灯。本灯配合某些汽车和挂车的位置灯，以引

起对其大小的特别注意； 

“危险警报信号”系指全部转向灯同时开启发

出的信号； 

“侧灯”系指安装于车辆侧面，向侧面表示其

存在的车灯； 

“特别警报灯”系指用于显示优先车辆的车



 

62 第一部分：《道路交通公约》－附件五 

灯，或某些特殊车辆的车灯，这些车辆在道路

上的存在需引起其他道路使用人特别注意，如

车队、特大车辆，以及筑路或道路维修车辆或

设备； 

“尾部登记号号牌照明装置”，系指尾部号牌

的照明装置，可由几个光学元件组成； 

“日间(行车)灯”，系指车辆日间行驶时用于在

车辆前方引起注意和提高可见度的车灯； 

“逆反射器”，系指通过反射本车之外光源的光

线而显示本车存在的装置； 

“光照面”系指有效发光表面在垂直横断面上

的正交投影。对于逆反射器，有效面是逆反射

光学装置的可见表面。 

20.  本章所述光线颜色应尽可能符合本附件附录的定义。 

21.  除摩托车之外，凡平路上时速超过 40千米(25英里)的汽车，须在前部安装偶

数的白色或黄色  * 远光灯，可在天气晴朗的夜间充分照明道路 [ 此 处 删 去 若 干

字 ]。在任何情况下，远光灯光照面的外缘不得比近光灯光照面的外缘更靠近车辆

最外端。 

                                                 

* 英文“selective-yellow”(选择性黄色)。色度定义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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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除摩托车之外，凡平路上时速超过 10 千米(6 英里)的汽车，须在前方安装偶

数的白色或黄色近光灯，可在天气晴朗的夜间充分照明道路。汽车须安装一个能

够保证不会有两盏以上近光灯同时开亮的装置。近光灯须经调整，使之符合本附

件第 19段的规定。 

23.  除不带挎斗的两轮摩托车外，凡汽车须在车前安装两个白色前位置灯；但装

在发出黄色光束的远光灯和近光灯内的前位置灯，准许使用黄色。如这些前位置

灯是车前仅有的照明灯，须于晴朗夜间易于看到，且不造成其他道路使用人目眩

或不便。 

 

 

 

 

24.  (a)  除不带挎斗的两轮摩托车外，凡汽车须于尾部安装偶数的红色后位置

灯，于晴朗夜间易于看到，且不造成其他道路使用人目眩或不便； 

 (b)  挂车须在尾部安装偶数的红色后位置灯，于晴朗夜间易于看到，且不造

成其他道路使用人目眩或不便。但如果挂车整体宽度不超过 0.8米，且连接于不带

挎斗的两轮摩托车，则准许仅安装一盏此类灯。 

25.  尾部显示登记号牌的汽车或挂车，须配备一发光装置，于晴朗夜间易于辨认

号码。 

26.  汽车(包括摩托车)以及由汽车和一辆或数辆挂车连接而成的车辆组合，其电路

连接应做到在开亮汽车的远光灯、近光灯、雾灯、前位置灯以及上述第 25段所指的

照明装置时，位于汽车或车辆组合最尾端的后位置灯必须同时开亮。 

 只有开亮远光灯、近光灯或前雾灯时，后雾灯才可开亮。 

 但远光灯或近光灯用于发出本《公约》第三十二条第 3款所指灯光警报时，不

适用此项规定。此外，汽车的电路连接须使前位置灯在近光灯、远光灯和雾灯开

亮时同时开亮。 

27.  除不带挎斗的两轮摩托车外，汽车须于尾部安装至少两个非三角形红色逆反

射器。当另一车辆的远光灯、近光灯或雾灯照射时，该车驾驶人能在晴朗夜间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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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挂车须于尾部安装至少两个红色逆反射器。此类反射器须为等边三角形；顶

点向上，一边与地面平行。三角形内不得安装信号灯。此类反射器应符合上述第

27 段规定的可见性要求；但整体宽度不超过 0.8 米的挂车，如连接于不带挎斗的

两轮摩托车，可仅安装一个反射器。 

29.  挂车须在前面安装两个非三角形白色逆反射器。此类反射器应符合上述第 27

段所规定的[此处删掉若干字]可见性要求。  

30.  挂车宽度超过 1.6 米，须在前面安装两个白色前位置灯，尽可能靠近挂车最

边缘。 

31.  除带挎斗和不带挎斗的两轮摩托车外，凡平路上时速可超过 25千米(15英里)

的汽车，须在尾部安装两个红色刹车灯，发光强度须明显大于后位置灯。本规定

同样适用于车辆组合的最后一辆挂车。 

 

32.  根据本《公约》第五十四条第 2 款声明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的缔约国，

可对轻便摩托车免除上述全部或部分义务。 

 (a)  两轮摩托车无论有无挎斗，均须安装颜色和可见性符合上文第 22 段规定

的一盏或两盏近光灯； 

 (b)  平路上时速可超过 40 千米(25 英里)的两轮摩托车，无论有无挎斗，均须

于近光灯之外安装至少一个远光灯，其颜色和可见性符合上述第 21 段规定的条

件。如此类摩托车有一个以上远光灯，这些灯须尽可能位置靠近； 

 (c)  [删除] 

33.  不带挎斗的两轮摩托车，可于前面安装一至两个前位置 (侧 )灯，其颜色和可

见性符合上述第 23 段规定的条件。如此类摩托车有两个前位置(侧)灯，须尽可能

位置靠近。 

34.  不带挎斗的两轮摩托车，须在后面安装一个后位置灯，其颜色和可见度符合

上文第 24段(a)项所规定的条件。 

35.  不带挎斗的两轮摩托车，须在后面安装一个非三角形逆反射器，其颜色和可

见性符合上文第 27段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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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两轮摩托车，无论有无挎斗，均须按照上文第 31段的规定安装一个刹车灯，

但根据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声明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的缔约国，可对带挎斗或

不带挎斗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免除本项要求。 

37.  在不违反对不带挎斗两轮摩托车车灯和装置规定的条件下，两轮摩托车的挎

斗，须在前面安装一个前(侧)位置灯，其颜色及可见性符合上述第 23 段所规定的

条件；后面安装一个后(侧)位置灯，其颜色和可见性符合上述第 24 段(a)所规定的

条件；以及一个逆反射器，其颜色和可见性符合上述第 27 段所规定的条件。摩托

车的电路连接须使摩托车的后 (侧 )位置灯开亮时，挎斗的前 (侧 )位置灯和后 (侧 )位

置灯同时开亮。[最后一句删除] 

38.  如车辆具有三轮，以车辆中央纵剖面成对称安装，且根据本《公约》第一条

(n)项视为摩托车，须配备上文第 21段、第 22段、第 23段、第 24段(a)项、第 27

段及第 31段所规定的装置。但如果此类车辆宽度不超过 1.3米，时速不超过 40千

米(25英里)，则只须配置一个远光灯和一个近光灯。 

39.  除轻便摩托车外，汽车和挂车须安装偶数的固定琥珀色闪光转向灯，受该车

行驶影响的道路使用者昼夜均可看见。 

40.  汽车安装前雾灯，须有两盏，发射白色和黄色灯光，但摩托车安装一盏。前

雾灯光照面任何一点，不得高于近光灯光照面的最高点。 

41.  倒车灯不得造成其他道路使用人目眩或不便。汽车安装的倒车灯须发白色或

黄色灯光。倒车灯只能在挂倒车档时才能开启。 

42.  除转向灯和特别警报灯外，任何车灯不得发射闪光。侧灯可与转向灯同时闪烁。 

42 之二 .  特别警报灯须发射闪光，其光线颜色须符合第三十二条第 14 款的规

定。 

42之三.  除摩托车之外，凡汽车和挂车须安装可发出危险警报信号的装置。 

42之四.  如汽车或挂车安装后雾灯，须为红色。 

42之五.  汽车和挂车长度超过 6米，须在侧面安装琥珀色逆反射器。 

42之六.  汽车和挂车宽度超过 1.80米，可安装示廓灯。汽车或挂车宽度超过 2.10

米，必须安装示廓灯。凡使用此类灯，须至少两个，向前发白色或琥珀色灯光，

向后发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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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之七.  汽车和挂车可安装侧灯。凡安装侧灯，须发琥珀色灯光。 

43.  对本附件规定而言： 

 (a)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车灯组合，无论是否完全相同，只要具有同样功能和

相同光色，均视为一盏灯； 

 (b)  单一的带状光照面，与车辆中央纵剖面对称配置，均视为两盏或偶数车

灯。这种光照面须至少由两个光源形成，光源两端尽可能接近。 

44.  每辆车上具有同样功能、方向相同的车灯，必须颜色相同。偶数的车灯和逆

反射器须与车的中央纵剖面对称安装，但车辆外型不对称者不在此列。每对灯光

的强度须大体相当。  

45.  不同种类的车灯，以及在不违反本章其他各段规定的条件下，车灯和反射

器，可分组安装或放在一个装置内，条件是这些车灯和反射器每一个都必须符合

本附件的相关规定。  

第 三 章 

其他标准 

转向机构 

46.  汽车须安装牢靠的转向机构，使驾驶人能够便捷、迅速而准确地转变车辆方

向。 

后视镜 

47.  汽车须安装一个或数个后视镜；后视镜的数量、规格和位置，须使驾驶人能

够看到车后的交通情况。 

声响警报装置 

48.  汽车须安装至少一个音量足够的声响警报装置。警报装置发出的声音须连续

和均匀，但不刺耳。优先车辆和公共交通客车，可加装不受上述要求约束的声响

警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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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风玻璃雨刷 

49.  汽车的挡风玻璃，如大小及形状使驾驶人非透过档风玻璃透明部分通常不能

从驾驶位置看到前方道路，须在适当部位安装至少一个有效而结构牢固的档风玻

璃雨刷，无需驾驶人持续操作便可正常工作。 

档风玻璃洗涤器 

50.  至少安装一个档风玻璃雨刷的汽车，也须安装档风玻璃洗涤器。 

档风玻璃和车窗 

51.  汽车和挂车： 

 (a)  作为车身之一部分所使用的透明材料，包括档风玻璃及任何内部隔断，

必须在万一发生破碎时，造成身体伤害的危险最小； 

 (b)  档风玻璃的透明部分所使用的材料，透明度不得衰减，透过档风玻璃视

物，不得有任何明显失真，在万一发生破碎时，驾驶人对道路仍有足够清楚的视

线。 

倒车装置 

52.  汽车须安装可从驾驶人座位操纵的倒车装置。但摩托车或车轮与车的中央纵

剖面成对称排列的三轮汽车，不要求必须安装这类装置，除非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400千克。 

排汽消音器 

53.  汽车驱动用内燃机，须安装有效的排汽消音器。 

轮  胎 

54.  汽车和挂车的车轮须安装充气轮胎，即使在有水的路面上也能确保良好的附着

性。但此项规定不妨碍缔约国允许使用性能至少相当于充气轮胎的其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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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表 

55.  平路上时速可超过 40千米(25英里)的汽车，须安装车速表；但缔约国可对某

些类型的摩托车和其他轻型车辆免除此项要求。 

汽车应配备的警报装置 

56.  本《公约》第二十三条第 5款及附件一第 6段所指的装置为： 

 (a)  等边三角形标示牌，红色边框，内部为空心或浅色；红色边框装有反光

带。标示牌也可带红色荧光区和 /或使用透明光照装置；标示牌须能稳定直立；或

者 

 (b)  车辆登记国法律规定的某种其他同样有效的装置。 

防盗装置 

57.  汽车须安装防盗装置，在车辆处于停泊状态时可使其基本组件之一失去作用

或锁住。 

约束装置 

58.  在技术上可行的情况下，凡本《公约》附件六和附件七所指 B 类车辆所有朝

前的座位，须安装合格的安全带或类似的有效合格装置；但本国法律规定为特殊

目的制造或特殊用途的车辆除外。 

一般规定 

59.  (a)  汽车的机件及装备，须尽可能避免任何引起失火或爆炸的危险；亦不得

过分排放有毒气体、浓烟、臭气或噪音。  

 (b)  汽车的高压点火装置，须尽可能不造成过度的无线电干扰。 

 (c)  汽车的构造，须使驾驶人的前方及左右两方视野足以确保行车安全。 

 (d)  凡汽车和挂车的构造和装备，须尽可能减少万一发生事故时对乘车人和

其他道路使用人的危险。凡汽车和挂车的内外装饰品或其他物件，尤其不得有可

能对乘车人或其他道路使用人造成危险的不必要突出部分或隆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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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 千克的车辆，须尽可能在两侧和后下方安装防

护栏。 

第 四 章 

免  除 

60.  对国内交通而言，各缔约国可准许下述车辆免除适用本附件规定： 

 (a)  在国内法限速每小时 30 千米的平路上，设计时速不超过每小时 30 千米

(19英里)的汽车和挂车； 

 (b)  残疾人用车，即专门为某种身体缺陷或残疾设计和制造而非简单改装的

小型汽车，通常只供该人使用； 

 (c)  专为追随技术进步和改善道路安全使用的试验车辆； 

 (d)  特殊外型或种类的车辆，或特殊条件下的专用车辆； 

 (e)  经改装供残疾人使用的车辆。 

61.  在下述情况下，各缔约国也可对本国登记、可能进入国际交通的车辆免除适

用本附件的规定： 

 (a)  准许汽车和挂车的前位置灯使用琥珀色； 

 (b)  特殊用途车辆的车灯位置，由于车辆外形的关系，无法遵守有关规定，

除非使用易于损坏或脱落的架设装置； 

 (c)  装载长形货物(树干、圆筒、管道等)的挂车，行驶时并未直接与牵引车辆

连接，而仅凭所载货物附于牵引车； 

 (d)  准许下述装备向后发白光，向前发红光： 

 － 优先车辆的旋转闪光灯； 

 － 特殊载货使用的固定灯； 

 － 侧灯和逆反射器； 

 － 车顶的职业发光标志； 

 (e)  准许旋转或闪光车灯向前及向后发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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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准许特殊外型或种类之车辆，或特殊用途及在特殊条件下使用的车辆，

在任何侧面安装相间的红色逆反射或莹光和白色逆反射带； 

 (g)  准许向后发出数字或字母、车尾登记号牌底板、识别标志或国内法规定

的其他识别标记所反射的白色或有色光线； 

 (h)  准许最尾部的侧面逆反射器和侧灯使用红色。 

第 五 章 

暂行条款 

62.  本《公约》生效前或生效后两年内在缔约国境内初次登记的汽车和开始使用

的挂车，不受本附件各项规定的约束，但须符合 1949 年《道路交通公约》附件六

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的要求。 

62 之二 .  本《公约》修正案生效前或生效后两年内在缔约国境内初次登记的汽车

和开始使用的挂车，不受本附件规定的约束，但须符合 1968 年《道路交通公约》

附件五在修正案之前的行文规定，和该附件第五章中的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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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用于获得本附件所指颜色的滤色器定义(三原色坐标) 

红色 .............................  趋向黄色的限度 ...................... y ≤ 0.335 

   趋向紫色的限度 1  ................. z ≤ 0.008 

白色 .............................  趋向蓝色的限度 ...................... x ≥ 0.310 

   趋向黄色的限度 ........................ x ≤ 0.500 

   趋向绿色的限度 ........................ y ≤ 0.150 + 0.640x 

   趋向绿色的限度 ........................ y ≤ 0.440 

   趋向紫色的限度 ........................ y ≥ 0.050 + 0.750x 

   趋向红色的限度 ........................ y ≥ 0.382 

琥珀色 2 . ...................  趋向黄色的限度 1 .................... y ≤ 0.429 

   趋向红色的限度 1 .................... y ≥ 0.398 

   趋向白色的限度 1 .................... z ≤ 0.007 

黄色 3 .......................  趋向红色的限度 1 .................... y ≥ 0.138 + 0.580x 

   趋向绿色的限度 1 .................... y ≤ 1.29x - 0.100 

   趋向白色的限度 1 .................... y ≥ -x + 0.966 

   趋向光谱价值的限度 1 .............. y ≤ -x + 0.992 

蓝色 .............................  趋向绿色的限度 ........................ y = 0.065 + 0.805x 

   趋向白色的限度 ........................ y = 0.400 –x 

   趋向紫色的限度 ................................. x = 0.133 + 0.600y 

 为了验证这些滤色器的比色特性，应当使用色温为 2,854°K 的白色光源(相当

于国际照明委员会的 A 照明体)。

                                                 

1 在这些情况下，因为车灯发光电极的供电电压差异很大，所以采用了不同于国际照

明委员会所建议的限度。  

2 适用于迄今通常称为“橙色”或橙黄色的汽车标志颜色，相当于国际照明委员会颜色三

角区“黄色”区域的一个特定部分。  

3 仅适用于近光灯和远光灯。在雾灯的特定情况下，如果纯度不低于 0.820, 且趋向白

色的限度 y ≥ -x + 0.966, 在该种情况下，实际上 y ≥ -x + 0.940和 y = 0.440, 须视颜色选

择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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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国内驾驶证 

(注：本附件最迟适用到 2011年 3 月 28日(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从 2011年 3 月 29日开始适用的附件新案文以深蓝色收录于本附件之后) 

1.  国内驾驶证须采用证件形式。 

2.  驾驶证须由签发或授权签发主管机关规定的语文印刷；但无论是否有其他语文

的同样标志，必须有法文“permis de conduire”(驾驶证)的名称，以及签发驾驶证

国家的名称和/或识别标志。 

3.  驾驶证填写的事项限于拉丁文印刷体或英文手写体，或以该种字体重复前者。 

4.  驾驶证载有下述具体内容，之前或之后加上数字 1至 11。  

 1 姓 

 2 名 1 

 3 出生日期和地点  2 

 4 地址 3 

 5 驾驶证签发机关 

 6 驾驶证签发日期和地点 

 7 驾驶证有效期截止日  4 

 8 驾驶证号码 

 9 驾驶证签发机关签字和/或印章 

 10 持照人签字 5 

 11 驾驶证适用的车辆类别或分类别；注明驾驶证适用每一类别的签发日期和

有效期截止日。 

                                                 

1 父名或夫名可加于此。  

2 如出生日期不明，填写签发驾驶证之日的大约年龄。出生地不明时，可留空。可用

国内法规定的其他情节代替出生地。  

3 地址可不填。  

4 驾驶证无期限的，本项可不填。  

5 或拇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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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驾驶证上须有持照人照片。应由国内法决定，驾驶证中是否包括任何其

他事项，以及印制驾驶证的格式和材料。  

5.  驾驶证允许驾驶的车辆类别如下： 

 A 摩托车； 

 B A 类之外的汽车，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3,500千克，且除驾驶座外不超过

8座； 

 C D类之外的汽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千克； 

 D 载客汽车，除驾驶座外超过 8座； 

 E 车辆组合，其牵引车属于驾驶人可驾驶的类别(B 和/或 C 和/或 D)，但车

辆组合本身则不在其中。 

 6.  国内法还可列入不属于上述 A 至 E 类的新的车辆类别，各类之下的分类

和类别组合，但须在驾驶证中清楚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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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国内驾驶证 

(新附件从 2011年 3 月 29日开始适用(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1.  国内驾驶证须采用证件形式。 

2.  驾驶证可为塑料或纸制。塑料证的推荐尺寸是 54×86 毫米。驾驶证建议为粉

色；项目的字体和位置由国内法根据第 6段和第 7段的规定确定。 

3.  驾驶证正面为签发驾驶证国家国语书写的“驾驶证”，以及签发驾驶证国家的

国名和/或识别标志。  

4.  驾驶证必须按以下编号列出相应资料： 

 1 姓； 

 2 名； 

 3 出生日期和地点；1 

 4.(a) 签发日期； 

 4.(b)失效日期； 

 4.(c) 驾驶证签发机关名称或印章； 

 5 驾驶证号码； 

 6 持照人照片； 

 7 持照人签字； 

 9 驾驶证允许驾驶的车辆类别(分类)； 

 12 每类(分类)车辆以代码表示的补充信息或限制。 

5.  如国内法还规定填写其他资料，应按下列编号填入驾驶证： 

 4.(d)第 4段第 5项之外的登记识别号码； 

 8 常住地； 

 10 每一类(分类)车辆驾驶许可的签发日期；  

 11 每一类(分类)车辆驾驶许可的截止日期；  

 13 在常住地国变更的情况下，登记所需的资料； 

 14 登记所需的资料或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资料。 
                                                 
1 可用国内法规定的其他情节取代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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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驾驶证中的全部项目须采用拉丁文印刷体。如使用其他字体，须用拉丁字母注音。 

7.  第 4段和第 5段中编号 1至 7项的资料，最好放在驾驶证的同一面上。第 4段

和第 5 段中编号 8 至 14号的其他资料，摆放位置由国内法作出规定。国内法还可

在驾驶证上划定位置，用于电子储存的资料。 

8.  驾驶证额定驾驶的车辆类别如下： 

 A. 摩托车； 

 B. 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3,500千克且除驾驶座外不超过 8座的非 A 类汽车；

带挂车的 B 类汽车，挂车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750千克；带挂车的 B 类

汽车，挂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750 千克但不超过汽车空车质量，且车辆

组合的合计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3,500千克； 

 C. 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千克的非Ｄ类汽车；或带挂车的 C类汽车，但挂

车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750千克； 

 D. 除驾驶座外超过 8 座的载客汽车；或带挂车的 D 类汽车，挂车最大允许

质量不超过 750千克； 

 BE. 带挂车的 B 类汽车，挂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750 千克并超过汽车的整备

质量；或带挂车的 B 类汽车，挂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750 千克，且车辆

组合的合计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千克； 

 CE. 带挂车的 C类汽车，挂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750千克； 

 DE. 带挂车的 D 类汽车，挂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750千克。 

9.  在 A、B、C、CE、D 和 DE 各类下，国内法可列入驾驶证允许操作的下述车

辆分类： 

 A1. 汽缸容积不超过 125 立方厘米、动力不超过 11 千瓦的摩托车(轻型摩托

车)； 

 B1. 三轮和四轮汽车； 

 C1. 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千克但不超过 7500千克的非 D 类汽车；或带挂

车的 C1分类汽车，但挂车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75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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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除驾座外超过 8 座但不超过 16 座的载客车；或带挂车的 D1 分类汽车，

挂车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750千克； 

 C1E 带挂车的 C１分类汽车，挂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750千克但不超过汽车整

备质量，且车辆组合的合并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12,000千克；  

 D1E 带挂车的 D1 分类非载客汽车，挂车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750千克但不超过

汽车整备质量，且车辆组合的合并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12,000千克。 

10.  国内法可列入上述之外的车辆类别和分类别。这些类别和分类别的标志，不应

与《公约》所使用的指定车辆类别和分类别的符号相似；并应使用另一种字体。 

11.  驾驶证适用的车辆类别(分类别)应以下表中的图形代表。  

类别代码/图形 分类别代码/图形 

A 
 

A1  

B 
 

B1  

C 
 

C1 
 

D 
 

D1  

BE  

 
  

CE 
 

C1E 
 

DE 
 

D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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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国际驾驶证 

1.  驾驶证须为 A6 开(148×105毫米)小本。灰色封面，白色内页。 

2.  封面页和封里须分别符合下述式样页一和式样二；以签发国的国语或至少一种

国语印刷。最后两页为符合下述式样页三的对面页；以法文印刷。这两页之前的

几页，必须以几种语文重复上述对面页之第一页的内容，且必须包括英文、俄文

和西班牙文。 

3.  驾驶证中的手写或打字项目，须采用拉丁文印刷体或英文手写体。 

4.  如驾驶证封面以英文、法文、俄文或西班牙文之外的语言印刷，签发或授权签

发国际驾驶证的缔约国须向联合国秘书长送交下述式样页三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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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页一 

(封一) 

…………………………………………………………………………………………1 

国际车辆交通 

国 际 驾 驶 证 

编号……………. 

1968年 11月 8日的《道路交通公约》 

有效期：…………………………………………………………………………….2 

签发机关：…………………………………………………………………………. 

地  点：……………………………………………………………………………. 

日  期：……………………………………………………………………………. 

国内驾驶证号码： 

 

 

 

……………………………………………………..3 

 

1 签发国国名和识别标志的规定，见附件三。  

2 自签发之日起不超过 3 年，或国内驾驶证失效日期，以时间在前者为准。  

3 驾驶证签发机关或组织签字。  

4 驾驶证签发机关或组织印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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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页二 

(封二) 

(本式样页二最迟适用到 2011年 3 月 28日(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从 2011年 3 月 29日开始适用新的式样，以深蓝色收录于后。 

本证在下列国家境内无效：..………………………………………………… 
…………………………………………………………………………………………… 
…………………………………………………………………………………………… 
…………………………………………………………………………………………… 
……………………………………………………………………………………..……1 

本证在所有其他缔约国境内有效；许可驾驶的车辆类别见本证末页。 

2 

本证不影响持照人遵守途经各国有关居住和就业之法律和规定的义务。

注意，本证在持照人常住地国无效。 

(从 2011年 3 月 29日起适用的式样页二(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本证在下列国家境内无

效：…………………………………………………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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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证在所有其他缔约国境内有效，但须同时

持有相应的国内驾驶证。本证许可驾驶的车辆

类别见本证末页。 

2 

如持证人的常住地在另一缔约国，则本证在

该国境内不再有效。 

 

1 在此填入持证人常居地缔约国名称。  

2 留作填写缔约国国名(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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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页三 

(左页) 

(本式样页三(左页)最迟适用到 2011年 3 月 28日(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从 2011年 3 月 29日开始适用的新式样以深蓝色收录于后) 

驾 驶 人 

姓 ............................................................................................................................................  1. 
名 1 ..........................................................................................................................................  2. 
出生地 2 ..................................................................................................................................  3. 
出生日期 3 ..............................................................................................................................  4. 
住  址 ....................................................................................................................................  5. 

本证件许可驾驶的车辆类别 

摩托车  
A 

最大允许质量不超过 3,500千克且除驾驶人座位外不超过 8座的非 A 类
汽车。  

B 

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千克的载货车。  
C 

除驾座外超过 8座的载客汽车。  
D 

车辆组合之中牵引车为驾驶人许可操作的类别(B 和/或 C和/或 D)，但车
辆组合本身不在该类别之内。  

E 

使用限制条件 5 
 

 

 

 

1 父名或夫名可填于此处。  

2 如出生地不明，暂空。  

3 如出生日不明，填写签发证件之日的大约年纪。  

4 驾驶证签发机关或组织印章。如持证人只能驾驶某(些)类或分类的车辆，应将印章盖

在相应的车辆类别 A、B、C、D 或 E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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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例如：“必须配戴矫正眼镜”、“只许可驾驶第……号车”、“车辆必须安装单腿人驾驶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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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页三 

(右页) 

(本式样页三(右页)最迟适用到 2011年 3 月 28日(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从 2011年 3 月 29日开始适用的新式样，以深蓝色收录于后) 

 

1. ..............................................................................................................................................................  

2. ..............................................................................................................................................................  

3. ..............................................................................................................................................................  

4. ..............................................................................................................................................................  

5. ..............................................................................................................................................................  

 

  

 

  

 

  

 
照 片 

 

 

  

 

  

 

  

 

 

 

 

 

  

持证人签字 6 .................................................................... 

取消驾驶资格记录：：：： 

持证人在 ...............................................7  境内直至……年……月…..日禁止驾驶 

日  期 ...................................................  地  点 ...................................................8 

 

持证人在 ...............................................7 境内直至……年……月…..日禁止驾驶 

日  期 ...................................................  地  点 ...................................................8 

6 或拇指印。  

7 国名。  

A4 

B4 

C4 

D4 

E4 

4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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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取消在其境内驾驶资格的主管机关签字或盖章。如本页为取消资格而留的空白已被

占用，任何新的取消资格记录应在反面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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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页三 

(左页) 

(从 2011年 3 月 29日开始适用的新式样页三(左页)，(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驾驶人 
姓： ....................................................................................................................... 1 
名、别名： ............................................................................................................ 2 
出生地：1 .............................................................................................................. 3 
出生日： ................................................................................................................ 4 
常住地：2 .............................................................................................................. 5 

本证许可驾驶的车辆类别和分类别及相应代码 

类别代码/图形 分类别代码/图形 

A            A1           

B           B1             

C           C1            

D            D1           

BE         

 

 
 

CE          C1E          

DE          D1E             

使用限制条件 3 
 
 
 

1 可用国内法规定的其他情节代替出生地。  

2 根据国内法要求填写。  

3 例如：“必须配戴矫正眼镜”，“只许可驾驶……号车”，“车辆必须安装单腿人驾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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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式样页三 

(右页) 

(从 2011年 3 月 29日开始试用的新式样页三(右页)，(见新的第四十三条)) 

1. ............................................................................................................................................................. 

2. ............................................................................................................................................................. 

3. ............................................................................................................................................................. 

4. ............................................................................................................................................................. 

5. .............................................................................................................................................................  

印  章 4 印  章 4 

A A1 
B B1 
C C1 
D D1 
BE  
CE C1E 

 

DE D1E 持证人签字 .............................................  

取消驾驶资格记录：：：： 

持证人在 ...............................................5  境内直至……年……月…..日禁止驾驶 

日  期 ...................................................  地  点 ...................................................6 

------------------------------------------------------------------------------------------------------------------------------- 

持证人在  .............................................5 境内直至……年……月…..日禁止驾驶 

日  期 ...................................................  地  点 ...................................................6 

照 片 

6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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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持证人只能驾驶某(些)类或分类的车辆，印章应盖在相应的类别或分类上。  

5 国名。  

6 取消在其境内驾驶资格的主管机关签字或盖章。如本页为取消资格而留的空白已被

占用，任何新的取消资格记录应在反面填写。  





 
 

第 二 部 分 

 

欧洲关于 1968年《道路交通公约》的补充协定 

1971年 5月 1日订于日内瓦 

(合订本  ** )

                                                 

**  包括 1993年 8 月 28 日生效的对《欧洲协定》的修正(在一侧以单线标出)，2001年 1

月 27 日生效的修正(在一侧以曲线标出)，以及 2006 年 3 月 26 日生效的修正(在一侧以双

线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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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关于 1968年 11月 8日于维也纳开放签字的 

《道路交通公约》的补充协定 

 各缔约国，均为 1968年 11月 8日于维也纳开放签字的《道路交通公约》缔约

国， 

 愿进一步统一欧洲的道路交通管理规则，确保更高水准的环境保护， 

 兹达成协定如下： 

第 一 条 

1.  各缔约国，同时作为 1968年 11月 8日于维也纳开放签字的《道路交通公约》

缔约国，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本国境内登记的有轮车辆所遵守的现行交通规则

和技术标准在实质上符合本协定附件的规定。 

2.  在不违反本协定附件各项规定的条件下， 

 (a) 凡缔约国境内不存在之情形，该国交通规则无须照搬与之相应的规定； 

 (b) 缔约国的交通规则可包括附件未列载之规定。 

3.  缔约国在本国的交通规则中照搬的附件规定，本条规定不要求缔约国对任何违

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制定惩罚措施。 

第 二 条 

1.  本协定于 1972年 12月 31日前  *  开放，供 1968年 11月 8日于维也纳开放签

字的《道路交通公约》签字国或加入国，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或委

员会根据其职权第 8款接纳为咨商成员的国家签字。 

2.  在有关国家批准或加入 1968年 11 月 8 日于维也纳开放签字的《道路交通公

约》后，本协定须经批准。批准书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3.  本协定随时保持开放，供本条第 1款所指 1968年 11月 8日于维也纳开放签字

的《道路交通公约》缔约国加入。加入书交秘书长保存。 

                                                 

*  1972年 8 月 22 日更正(E/ECE/813-E/ECE/TRANS/567/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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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条 

1.  任何国家可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协定时，或之后的任何时候，致函秘书长，

声明本协定适用于该国负责其国际关系的领土全部或任何部分。本协定在秘书长

收到通知 30 日后，或本协定对发出通知的国家生效之日，以时间在后者为准，适

用于通知中所指领土。 

2.  根据本条第 1 款做出声明的国家，可在之后任何时候致函秘书长，声明本协定

不再适用于通知中所指领土；本协定自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停止适用于

该领土。 

第 四 条 

1.  本协定在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 12个月后生效。 

2.  在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或加入协定的国家，本协定在该国交存批

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 12个月后对其生效。  

3.  如依本条第 1款和第 2款适用的生效日期，先于适用 1968年 11月 8日于维也

纳开放签字的《道路交通公约》第四十七条所得到的生效日期，本协定的生效日

期，在本条第 1款规定的范围内，取两个日期中之较后者。 

第 五 条 

 一俟本协定生效，即在缔约国之间废止并取代 1950年 9月 16日于日内瓦签字

的《欧洲补充 1949 年〈道路交通公约〉和 1949 年〈道路标志及信号议定书〉协

定》，和 1950年 9 日 16日于日内瓦签字的《欧洲适用 1949年〈道路交通公约〉

第二十三条关于缔约国某些道路上许可行驶车辆规格和重量的协定》。 

第 六 条 

1.  本协定生效 12 个月之后，任何缔约国可对协定提出一项或多项修正。所提任

何修正的案文及所附解释性备忘录须送交秘书长；后者将转发所有缔约国。各缔

约国须有机会在转发修正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通知秘书长它们是否：(a) 接受修正

案； (b) 拒绝修正案；或 (c) 希望召开会议审议修正案。秘书长也须向本协定第二

条所指其他国家转发所提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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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如本条第 1 款所指 12 个月内通知秘书长表示拒绝修正案或希望开会审议

的缔约国少于三分之一，任何根据前款提出的修正案须视为已被接受。秘书长须

向所有缔约国通报对任何所提修正案的每一接受、拒绝或要求召开会议的答复。

如在规定的 12 个月内所收到的拒绝和要求召开会议的答复总数少于缔约国总数的

三分之一，秘书长须通知全体缔约国，修正案将在本条第 1 款所指的 12 个月期满

6个月后对各缔约国生效；但在规定期间拒绝修正案或请求开会审议的国家除外。  

 (b)  上述 12 个月内拒绝所提修正案或请求开会审议的任何缔约国，可在这一

时期结束后的任何时候通知秘书长表示接受修正案；秘书长须向所有其他缔约国

转达这一通知。对通知表示接受的缔约国而言，修正案将自秘书长收到该通知之

日起 6个月后生效。  

3.  如根据本条第 2 款所提修正案未能获得接受，且在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 12 个

月内通知秘书长表示拒绝所提修正案的缔约国少于总数的一半，并有缔约国总数

的至少三分之一(但不得少于 5 国)通知秘书长表示接受或希望开会审议修正案，秘

书长应召开会议审议所提修正案或其他任何依本条第 4款可能向其提交的建议。 

4.  如根据本条第 3 款召开会议，秘书长须邀请所有缔约国和本协定第二条所指其

他国家与会。秘书长应请被邀与会的所有国家至少于开会之日前 6 个月向其提交

在所提修正案之外可能希望会议审议的任何其他提案，并须至少在开会之日前 3

个月将这些提案转达所有被邀与会的国家。 

5.  (a)  如本协定的任何修正案获得与会国家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须视为已被接

受，但这一多数须至少含有三分之二与会缔约国。秘书长须将修正案获得通过之

事通知全体缔约国，修正案于发出通知之日起 12 个月后对所有缔约国生效，但在

此期间通知秘书长表示拒绝修正案的国家除外。 

 (b)  在上述 12 个月期间拒绝一项修正案的缔约国，可在任何时候通知秘书长

表示接受该修正案；秘书长须向其他全体缔约国转达这一通知。对于表示接受的

缔约国，修正案将在秘书长收到通知 6 个月后或上述 12 个月期满时生效，以时间

在后者为准。 

6.  如所提修正案根据本条第 2款不视为获得接受，且不符合本条第 3款关于召开

会议的条件，须视为遭到拒绝。 

7.  无论本条第 1至第 6款所规定的修正程序如何，本协定之附件也可通过全体缔

约国主管机关之间的协定加以修正。如一缔约国主管机关声明，本国法要求该机



 

94 第二部分：《欧洲协定》 

关必须为协定得到具体授权或立法机关的批准，则只有当该缔约国主管机关通知

秘书长，已获得规定授权和批准时，才视为有关缔约国主管机关同意对附件的修

正。主管机关之间的协定还可规定，在过渡期间附件原规定的整体或部分与新规

定同时有效。秘书长应确定新规定的生效日期。 

8.  各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协定时，须将本国有权缔结本条第 7 款规定之协定

主管机关名称和地址通知秘书长。 

第 七 条 

 任何缔约国可书面通知秘书长退出本协定。退出须从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起一

年后生效。任何缔约国退出 1968年 11 月 8 日于维也纳开放签字的《道路交通公

约》，也于同日终止作为本协定缔约国。  

第 八 条 

 如缔约国数目在任何连续 12个月内少于 5 国，或者当 1968年 11月 8 日于维

也纳开放签字的《道路交通公约》停止生效时，本协定即终止有效。 

第 九 条 

1.  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就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任何争端，而争端各方

无法通过谈判或其他方式解决，可由争端中之任何一方缔约国请求提交仲裁。为

此，经争端各方相互协商选出一位或数位仲裁员，对争端作出裁决。如争端各方

无法在提出仲裁请求后 3 个月内就仲裁员的人选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可请求联合

国秘书长任命一位仲裁员，对争端作出裁决。 

2.  凡根据本条第 1款所任命的仲裁员的裁决，对争端的当事缔约国具有约束力。  

第 十 条 

 本协定之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范围

内，限于情况紧急之需要，采取该国认为国内外安全所必需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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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条 

1.  任何国家可在签署本协定或提交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声明，不受本协定第九条的

约束。对于任何作出这类声明的缔约国而言，其他缔约国也不受第九条的约束。 

2.  除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保留外，允许书面提出对本协定的其他保留；保留如在

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前提出，须在批准书或加入书中确认。  

3.  任何国家在交存本协定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均须书面通知秘书长，说明该国对

1968年 11月 8 日于维也纳开放签字的《道路交通公约》所作的任何保留在何种程

度上适用于本协定。凡交存本协定批准书或加入书时未包括在通知书中的对《道

路交通公约》的任何保留，须视为不适用于本协定。 

4.  秘书长须向本协定第二条所指全体国家通报根据本条所作的保留和通知。 

5.  凡根据本条做出声明、保留或通知的国家，可在任何时候致函秘书长，通知撤

回声明、保留或通知。 

6.  凡根据本条第 2款提出或根据第 3款通知的任何保留： 

 (a)  对于提出或通知保留的缔约国，在保留范围内修改保留所涉的本协定条款； 

 (b)  在其他缔约国与提出或通知保留的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于同等程度修

改这些条款。 

第 十二  条 

 除本协定第六条和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声明、通知和文函外，秘书长须将下述事

项通知各缔约国和第二条所列的其他国家： 

 (a) 第二条所规定的签字、批准和加入； 

 (b) 第三条所规定的通知和声明； 

 (c) 第四条所规定的本协定生效日期； 

 (d) 第六条第 2、第 5和第 7款所规定的本协定修正的生效日期；  

 (e) 第七条所规定的退出； 

 (f) 第八条所规定的本协定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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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条 

 1972年 12 月 31 日之后  *  ，本协定原始文本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

协定的正式副本分送本协定第二条所指的所有国家。 

 为此下列签署人各秉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公元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订于日内瓦。英文、法文和俄文本合订为一本，三种

文本同一作准。

                                                 

*  1972年 8 月 22 日的更正(E/ECE/813-E/ECE/TRANS/567/Corr.1)。  



 
   

 

 

《欧洲协定》附件 

(合订本  ** )

                                                 

**  包括 1993年 8 月 28 日生效的对《欧洲协定》的修正(在一侧以单线标出)，2001年 1

月 27 日生效的修正(在一侧以曲线标出)，2006 年 3 月 28 日生效的修正(在一侧以双线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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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本附件而言，“《公约》”一词指 1968年 11 月 8 日于维也纳开放签字的

《道路交通公约》。  

2.  本附件仅收录了对公约相应条款的补充和修订。 

3.  修订《公约》第一条(定义) 

 (c)项 

 本项应改为： 

 “‘建筑密集区’系指在入口和出口处立有如是标志的地区；” 

 紧接本条(c)项之后新增一项 

 该项行文如下： 

 “‘居民区’，系指适用特别交通规则、且在入口和出口处立有如是标志的特

定地区；” 

 (n)项 

 将一整备质量不超过 400千克的三轮车视为摩托车。 

 本条结尾新增几项 

 诸项行文如下： 

 (ab)  凡推拉婴儿车、带蓬车椅或残疾人轮椅，或任何其他无发动机之小车

者，或推自行车、轻便摩托车者，以及乘坐残疾人轮椅靠本人力量行进或以步行

速度行进的残疾人，须视为行人； 

 (ac)  “《1958年日内瓦协定》”，系指 1958年 3 月 20 日于日内瓦订立、

1995年 10月 16日修订的《关于有轮车辆、可安装和/或可用于有轮车辆之装备和

部件采用统一技术规格以及相互承认根据这些规格所做批准之条件的协定》； 

 (ad)  “欧经委规定”，系指作为《1958年协定》附件的规定； 

 (ae)  “《1997年维也纳协定》”，系指 1997年 11月 13日在维也纳订立的

《关于定期技术检验有轮车辆以及相互承认这类检验之统一条件的协定》； 

 (af)  “欧经委规则”，系指作为《1997年维也纳协定》附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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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订《公约》第三条(缔约国的义务) 

 款首加： 

 “第 2款(a)项” 

 本项应改为： 

 “缔约国也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其境内现行有关汽车和挂车所应具备技术条

件的规则，符合本《公约》附件五的规定；在不违反附件五规定之安全原则的条

件下，上述规则可包含附件五未列之若干规定。缔约国还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

其境内登记的汽车和挂车在进入国际交通时，符合本《公约》第三十九条新增第 4

款的规定和《公约》附件五的规定。” 

 第 3款 

 本款应改为： 

 “在不违反本《公约》附件一所规定之例外的条件下，缔约国有义务准许具备

本协定修正后之《公约》第三章规定条件且其驾驶人具备第四章规定条件的汽车

和挂车入境从事国际交通；缔约国也有义务承认依据本议定书修正后的第三章规

定发给的登记证书及――在适用的情况下――国际技术检验证书，视为其中所指车

辆具备该第三章规定条件之表面证据。”  

 第 4款 

 本款所列各项措施，既不改变《公约》第三十九条的范围，也不使其所载规定

带有任择性。 

5.  修订《公约》第六条(交通勤务人员的指示) 

 第 3款 

 《公约》中作为建议的本款规定应为强制性。 

6.  修订《公约》第七条(总则) 

 第 2款 

 《公约》中作为建议的本款规定应为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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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结尾处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国内法须对儿童使用安全带或类似装置，及对前排座位乘坐儿童作出规

定。” 

7.  修订《公约》第八条(驾驶人或驾驭人) 

 第 2款 

 本款应改为： 

 “国内法应做出规定，驮负、牵引或骑乘之牲口，以及单独或成群之牲畜 (除

在入口处标明之特别区域外)，均须有人能在任何时候加以引导的驾驭。” 

 第 5款 

 本款应改为： 

 “驾驶人应完全控制所驾驶的车辆，始终保持应有和恰当注意。驾驶人应熟悉

道路交通和安全规则，了解可能影响其行为的因素，如疲劳、服药及酒后和服用

麻醉品后驾驶等。”  

 紧接本条第 5款新增一款 

 该款行文如下： 

 “国内法应制定关于酒后驾驶的具体规定，确定不宜驾车的血液酒精含量法定

标准，并酌情确定呼气中酒精含量的法定标准。 

国内法规定的酒精含量标准，最高不得超过血液中纯酒精含量 0.50 克/升或呼气中

0.25毫克/升。” 

8.  修订《公约》第九条(成群牲畜) 

 《公约》中作为建议的本条规定应为强制性。 

9.  修订《公约》第十条(在车行道上的位置) 

 标题应改为： 



 

102 第二部分：《欧洲协定》－附件 

 “在道路上的位置”。 

 紧接本条第 1款之后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a) 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否则每个驾驶人只能使用专门供其所属类

别道路使用人使用的道路、车行道、车道或轨道； 

 (b) 在没有供其使用的车道或小路时，轻便摩托车、自行车和无发动机车

辆的驾驶人可在不妨碍其他道路使用人的条件下，沿顺行方向的任何适当路肩行

驶。” 

10.  修订《公约》第十一条(超车和连贯行驶) 

 第 5款(b)项 

 不应适用本项规定。  

 第 6款(b)项 

 因本条第 5款(b)项不予适用，本项最后一句的规定也不应适用。 

 第 8款(b)项 

 本项应改为： 

 “驶近或已到达未设护栏或半护栏的平交道口时，除非该处之道路交通有交叉

道口使用的交通信号灯控制。” 

 第 11款 

 本款应改为： 

 “(a) 在建筑密集区，凡车行道上至少有两条车道专供同一方向交通使用，

并有纵向标线划出，则不应适用本《公约》第十条第 3 款的规定。汽车驾驶人可

使用最适合其目的地的车道。驾驶人且只有在准备右拐或左拐、超车、临时停车

或停车时，才可按照这些操作的相应规则改换车道。 

 (b) 在以上 (a)项所述情况下，就本条而言，顺行方向车道中行驶的车

辆，速度高于外侧车道中的车辆，不视为超车。但本条第 9款的规定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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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以上 (a)项不适用于高速公路，或专供汽车使用、有相应路标标识、

与沿路之房舍用地无通道的非高速公路，或准许车辆时速超过 80 千米(50 英里)的

任何道路。” 

11.  修订《公约》第十二条(对面会车) 

 第 2款 

 本款应改为： 

 “在山路和具有类似山路特征的坡道上，对面来车很难或无法通过的情况下，

下行车辆的驾驶人应移至路侧，以便让任何上行车辆通过。但如果使车辆能够向

路边停靠的路侧停车带的设置在顾及车辆速度和位置的前提下可使上行车辆向路

侧停靠，且上行车辆进入路侧停车带后即无须任何车辆倒车，则不受上述限制。

在交会之两车必须有一辆倒车方可错车时，车辆组合优先于其他车辆、重型车优

先于轻型车、客车优先于货车。如两车辆属同一类型，应由下行车的驾驶人倒

车，除非上行车辆之驾驶人倒车显然更为方便，如更靠近一停车带。” 

12.  修订《公约》第十三条(车速及车距) 

 第 1款 

 本款应改为： 

 “车辆驾驶人调整车速时，应始终注意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地势、路况、本

车车况及车载、天气情况，以及交通密度等，以便能够在前方视线所及的范围内

以及在任何可预见障碍物之前停车。如遇情况需要，特别是在视线不佳时，驾驶

人应减速，必要时应停车。” 

 

 第 6款 

 本款，包括(a)和(b)项，应改为： 

 “建筑密集区以外，在行车方向的交通只有一条车道的道路上，为便利超车，

车辆有特别限速的驾驶人，以及总长超过 7 米的车辆或车辆组合的驾驶人，除非

正在超车或准备超车，否则应与前方汽车保持一定距离，使超越本车的其他车辆

可在不造成危险的情况下，进入被超车辆前方的路面。但本规定不适用于交通十

分密集或禁止超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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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修订《公约》第十四条(关于驾驶动作的一般规定) 

 第 1款 

 本款应改为： 

 “驾驶人在采取行动之前，如离开或进入一行停泊的车辆、在车行道上向左或

向右移动(特别是为了改换车道)、向左或向右转入另一道路或路边的房舍或场地，

必须顾及其他道路使用人的位置、方向和速度，首先确定他这样做不会对其前、

后，或将要超过他的其他道路使用人造成危险。” 

14.  修订《公约》第十五条(关于定班公共交通车辆的特别规定) 

 《公约》中作为建议的本条规定应为强制性。 

15.  修订《公约》第十八条(交叉路口及让行义务) 

 第 3款 

 本款应改为： 

 “任何驾驶人从沿路房舍或场地驶入道路时，应向在该路上行驶的道路使用人

让路。” 

 第 4款(b)项 

 本项应改为： 

 “靠左行车的国家，应以交通标志、信号或标线管理交叉路口优先通行权。” 

 紧接本条第 7款后新增一款 

 该款行文如下： 

 “本条之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国或其行政分区将本条第 2款所指优先

通行权适用于所有道路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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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修订《公约》第二十条(行人规则) 

 第 1款 

 本款应改为： 

 “行人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车行道；使用车行道时，务必小心注意，非必不得

已，不得堵塞或妨碍交通。” 

 本条第 2款后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尽管《公约》中本条第 2款已有规定，但以轮椅代步的残疾人在任何情况下

均可使用车行道。”  

 第 4款 

 本款应改为： 

 “行人依照本条第 2 款、第 2 款之后所加新款及本条第 3 款，在车行道上行

走，应尽可能靠近车行道边缘。” 

 第 5款 

 本款应改为： 

 “(a) 在建筑密集区之外，行人在车行道上行走，应取逆行方向一侧，除非

这样做会给他们造成危险，或情况特殊。然而，推自行车、轻便摩托车或摩托车

的行人、以轮椅代步的残疾人，以及由一人带领或排成行列的行人队伍，应取车

行道顺行方向一侧行走。在可能和交通安全需要的情况下，特别是当视线不佳或

车辆交通非常拥挤时，使用车行道的行人，除非排成队伍，否则应单行行进。 

 (b) 本款(a)项规定可适用于建筑密集区。” 

 第 6款(c)项 

 本项应改为： 

 “行人在车行道上以路标标示或车行道标线划出人行横道的以外地点穿越车行

道时，必须首先确定穿越车行道不会妨碍车辆交通，方可步入车行道。行人穿越

车行道时应与车行道的轴线成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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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修订《公约》第二十一条(驾驶人对行人的行为) 

 第 3款 

 本款应改为： 

 “在不违反《公约》第七条第 1 款和第十三条第 1 款规定的条件下，如车行道

上没有标识或以标线划出人行横道，转入另一道路的驾驶人应为已经步入车行道的

行人让路，必要时应停车。他们还应特别注意穿越车行道上下公交车辆的行人。” 

 本条结尾处新增几款  

 新增诸款行文如下：  

 “－  对于允许某些车辆在特殊情况下驶入行人专用道路的情况，国内法可

制定道路使用人的行为规则，从而避免不同道路使用人之间发生冲突，并应规定

最高限速，使驾车人可及时停车，避免对行人造成危险。 

 － 驾驶人在驶入人行横道前必须首先确定，自己不会被迫在人行横道上停车。 

 － 从路旁地段驶入道路或从道路驶入路旁地段的驾驶人，应为行人让路。” 

18.  修订《公约》第二十三条(临时停车与停车) 

 [删除原先加在第 1 款下的案文] 

 第 2款(b)项 

 本项应改为： 

 “除两轮自行车、两轮轻便摩托车和无挎斗两轮摩托车外，其他车辆不得双排

停靠在车行道上；临时停车或停车，应与车行道外侧平行，除非停车地点的设计

允许其他方式。” 

 第 3款(a)项 

 本项应改为： 

 “禁止车辆在车行道上的下列地点临时停车或停车： 

(一) 人行横道和自行车横道前 5 米之内、人行

横道上、自行车横道上和平交道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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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路上的电车和火车轨道上，或与轨道过近可能妨碍电车或火车行驶

的地点；” 

 紧接本项(二)目后新增一段案文 

 案文如下： 

 “交叉路口前紧靠横向车行道边缘延长部分的 5米之内和在交叉路口上，除非

道路标志、信号灯或道路标线另有指示。” 

 [删除原先加在第 3 款(b)项下的案文] 

 第 3款(c)项(一)目 

 本项应改为： 

 “在国内法规定的靠近平交道口之处的距离内，以及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有

轨车辆车站任何一侧 15米之内，国内法规定更短距离者不在此限；” 

 [删除原先加在第 3 款(c)项(五)目下的案文] 

 第 5款 

 本款应改为： 

 “(a) 两轮轻便摩托车或无挎斗两轮摩托车以外所有机动车辆，以及所有加

挂或未加挂的挂车，在下述情况下停于建筑密集区以外的车行道上时，应向驶近

的驾驶人发出信号，就本车的存在发出充分的提前警告： 

(一) 驾驶人在《公约》本条第 3 款(b)项(一)或(二)目所规定之禁止临时停

车地点被迫停车； 

(二) 路况造成驶近的驾驶人不可能或很难及时发现该车所造成的障碍。 

 (b) 本款(a)项规定可适用于建筑密集区。 

 (c) 为适用本款规定，建议国内法规定使用《公约》附件五第 56 段所指之一

种装置。” 

本条结尾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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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国内法可准许行动困难的残疾人在禁止停车的公共道路上停车，或在

限制停车时间之处超过指定时间停车。 

 

 (b) 各国可向行动困难的残疾人签发证件，证件应至少载有国际残疾人标

识和持有人姓名。任何这类证件的持有人在利用以上 (a)项所指便利时，应根据要

求出示该文件。缔约国应承认其他缔约国颁发的这类文件，允许携有这类文件的

个人利用以上(a)项所指便利。” 

19.  修订《公约》第二十五条(高速公路和类似道路) 

 第 1款 

 本款应改为： 

 “在高速公路上和标志为高速公路的专用上下匝道上： 

 (a)  行人、牲畜、自行车、不视为摩托车的轻便摩托车、汽车及其挂车以外

的所有其他车辆，以及在平坦道路上设计时速不能达到国内法定速度――不得低于

每小时 40千米(25英里)――的汽车或汽车挂车，禁止使用上述道路； 

 (b)  禁止驾驶人： 

(一) 在标明停车处以外的其他地点临时停车或停车；如被迫停车，驾驶

人应尽量将车辆移至车行道之外，并移出平齐路肩；如无法做到，

应立即在较远处发出有车在此的信号，及时向驶近的驾驶人发出警

告；如系《公约》第二十三条第 5 款所适用的车辆，建议国内法规

定使用《公约》附件五第 56段所指的一种装置； 

(二) 调头反向行驶以及驶入中央分道带，包括连接两条车行道之间的跨

道。 

 (c)  除非国内法另有规定，禁止游行、示威、集会、广告车队、赛车，以及

车辆及样车技术检验等活动。” 

 紧接本条第 1款后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第二部分：《欧洲协定》－附件 109 

 “在同一交通方向有 3条和 3条以上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任何最大允许质量超

过 3,500千克的货车或长度超过 7 米的车辆组合，其驾驶人只可使用顺行方向车行

道最靠近外缘的两条车道。” 

 

 紧接本条第 3款后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禁止以简易装置牵引的车辆进入高速公路，除非国内法另有例外规定。因在

高速公路上抛锚而以简易装置牵引的车辆，应在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公路。对本

条规则而言，简易装置包括绳索、钢缆等。” 

 第 4款 

 本款行文如下： 

 “对本条以上诸款的适用而言，其他汽车交通专用、有相应路标标示，且与沿

路房舍及场地无进出通道的道路，应视为高速公路。” 

20.  修订《公约》第二十七条(关于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驾驶人及摩托车的特别规则) 

 第 2款 

 本款应改为： 

 “禁止骑自行车的人双手离把骑车、任由另一车辆拖曳、携带或推拉妨碍本人

骑车或危及其他道路使用人的物件。此项规定也适用于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的驾

驶人；但除此之外，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驾驶人仍须双手扶把，除非是在发出本

《公约》所规定的信号。” 

 第 4款 

 本款应改为： 

 “可准许轻便摩托车的驾驶人使用自行车道，并可酌情禁止其使用车行道其他部

分。国内法应作出具体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其他道路使用人可使用自行车道或自行车

路，或横穿自行车道或自行车路，但必须始终注意自行车驾驶人的安全。” 

 本条结尾新增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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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款行文如下： 

 “除非国内法另有规定，凡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客，必须戴合格的

护头盔。” 

 

 

20之二.  紧接《公约》第二十七条后新增若干条款 

 这些条款行文如下：  

“第二十七条之二 

适用于有居民区标志地段的特别规则 

 在有居民区标志的地段： 

 (a)  行人可使用道路的整个宽度。允许游戏； 

 (b)  驾驶人须根据国内法具体规定的甚低车速行驶，且任何情况下不超过每

小时 20千米(12英里)； 

 (c)  驾驶人不得对行人造成危险，不得故意妨碍他人；必要时应停车； 

 (d)  行人不得无必要地妨碍车辆交通； 

 (e)  除非有停车标志允许，不得停车； 

 (f)  除非国内法另有规定，凡从居民区驶出的道路使用人，在交叉路口应让

其他道路使用人优先通行。 

第二十七条之三 

步行区 

 国内法可规定由一条或多条专供行人通行的道路组成的步行区，并规定在特殊

情况下准许车辆驶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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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之四 

对道路工作的筑路和养路人员适用的特别规则 

 在道路上从事筑路和养路工作的人员，应穿荧光及反光外衣，使他们在日间和

夜间都能十分显眼。” 

 

 

 

21.  修订《公约》第二十九条(轨道车辆) 

 第 2款 

 本款应改为： 

 “道路上行驶的轨道车辆，可采用不同于《公约》第二章规定的特别规则。但

这类规则不得与《公约》第十八条第 7款的规定发生冲突。”  

 本条结尾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对于在铺设于车行道上的轨道上行驶或静止的轨道车辆，应在顺行方向一侧

超越。如因路面宽度不够而无法从顺行方向一侧通过或超车，可从逆行方向一侧

超车，但不得妨碍对面来向的道路使用人或造成危险。在单向车行道上，如交通

情况允许，可从逆行方向一侧超越轨道车辆。” 

22.  修订《公约》第三十条(车辆的装载) 

 第 4款 

 本款应改为： 

 “突出于车辆前后或两侧的载货，如其他车辆的驾驶人可能注意不到突出物

件，应有明显标识；黄昏至黎明之间，以及其他视线不佳时，应在车头以白灯和

白色反光装置作出标识，在车尾使用红灯和红色反光装置。机动车辆及其挂车： 

 (a) 突出车头或车尾 1米以上的载货，必须作出标识； 

 (b) 载货超出车尾 1 米以上，应以边长至少 0.40 米的四方或三角板标识，固

定于载货外部边缘，始终保持与车辆中央纵剖面成正交的垂直面上；或使用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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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锥体、棱柱或圆柱体)标识，悬于载货末端，有足够的表面或突出部分。板面

为红白两色条纹；三维装置为红白两色条纹或浅色侧面。红白两色部分应装有反

光装置或使用逆反射涂料。上述装置的发光面或反光表面，最高点不得高于地面

1.60米，最低点不得少于距地面 0.40米；  

 (c)  短距离、临时运输的情况，国内法可规定更简单的标识。” 

23.  [删除] 

 

24.  修订《公约》第三十一条(发生事故时的行为) 

 第 1款 

 本款结尾新增一项 

 本项行文如下： 

 “如事故仅造成物质损失而任何遭受损害方不在现场，事故有关者须尽可能在

现场留下姓名和住址，无论如何应尽快以最直接的渠道或通过警方向遭受损失的

人提供该信息。” 

25.  [删除] 

26.  修订《公约》第三十四条(免除) 

 第 2款 

 本款应改为： 

 “优先车辆的驾驶人在使用该车的特别警告装置发出该车行进的警告时，在不

对其他道路使用人造成危险的条件下，无须遵守经本协定修改的《公约》第二章

除第六条第 2 款之外的全部或任何规定。这类车辆驾驶人，只有在行车任务紧

急，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使用这类警告装置。” 

26之二.  修订《公约》第三十九条(车辆的技术要求和车检) 

 本条结尾新增几款 

 诸款行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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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 千克的国际交通之汽车，不包括除驾驶座外不

超过 8座的载客车，应符合关于噪音和废气排放的具体规定。在这方面： 

 (一) 这类汽车在出厂后首次登记时，至少应符合为执行 1958 年的《日

内瓦协定》，对欧经委颁布的有关规定所做的一系列修正中所载的

技术要求和限制； 

 (二) 这类汽车应符合欧经委有关规则所规定的最低限度检验要求；应在

本条第 2款所指的定期技术检验期间检验是否符合上述规定。  

  (b)  对本款而言，欧经委规则所作系列修正中的技术要求和限度，在根据该

系列修正所批准的类型失效之前，应视为仍然有效。 

5.  (a) 以上第 4 款 (a)项所指汽车驾驶人，在证明已通过前项所述定期技术检验

并证明处于良好使用状况后，应携带一个有效和完备的国际技术检验证书。 

 (b)  证书应由车辆在其境内登记的缔约国主管机关或其行政分区签发，也可

由该缔约国或行政分区授权或代表这类缔约国或行政分区的机构签发。 

 (c)  证书应注明出厂后首次登记日期。证书中关于上述定期技术检验的证明

不得超过一年。证书须符合《1997年维也纳协定》附录二的规定。 

 (d)  以上第 4 款(a)项所指车辆，如出厂后首次登记是在这些修正生效两年或两

年以后，则只有在满足上述第 4款(a)项(一)目规定的情况下才得颁发或延长证书。” 

26之三.  修订《公约》第四十条(暂行条款) 

 紧接本条第 2款后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3. (a)  这些修正案生效两年之后，凡国际交通所用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 千

克的汽车及其驾驶人，不包括除驾驶座外不超过 8 座的载客车，应符合《公约》

第三十九条结尾处新增第 4款(a)项(二)目与第 5款的规定。 

  (b)  这些修正案生效之前或生效两年之内出厂后首次登记且最大允许质量超

过 3,500千克的汽车，不包括除驾驶座外不超过 8 座的载客车，只要满足本协定的

规定，不必符合《公约》第三十九条结尾处新增第 4款(a)项(一)目的新规定。” 

27.  修订《公约》第四十四条(准许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进入国际交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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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款 

 本款结尾处新增一项  

 本项行文如下： 

 “侧面：配有固定于车轮辐条上的琥珀色逆反射器或显示持续转动的逆反射

器。” 

 第 2款(d)项 

 本项应改为： 

 “(d) 车尾装有红色逆反射器，另有一向前方发射白色或局部黄色光束的前

灯，一向后显示红色的尾灯；” 

 第 2款结尾处新增一项 

 本项行文如下： 

 “装有侧面标记，可为琥珀色逆反射器或逆反射装置，显示连续环状。” 

28.  修订《公约》附件一(准许国际交通汽车和挂车入境义务的例外) 

 紧接本条第 7款之后新增一款 

 本款行文如下： 

 “7 之二.  缔约国可要求最大允许质量超过 3,500千克的国际交通汽车，在冬

季条件下配备雪链或其他同等有效装置，否则不准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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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通车辆使用的国别标识 

根据 1968年《道路交通公约》(第四十五条第 4款) 1和 

1949年《道路交通公约》(附件四) 2 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截至 2007年 2 月 1 日的情况 

缔 约 方 标  识 缔 约 方 标  识 

阿尔巴尼亚 AL 格鲁吉亚 GE 
阿尔及利亚 DZ 德  国 D 
安道尔 AND 加  纳 GH 
阿根廷 RA 希  腊 GR 
亚美尼亚 AM 格林纳达(向风群岛) WG 
澳大利亚 AUS 危地马拉 GCA 
奥地利 A 圭亚那 GUY 
阿塞拜疆 AZ 海  地 RH 
巴哈马 BS 教  廷 V 
巴  林 BRN 匈牙利 H 
孟加拉国 BD 冰  岛 IS 
巴巴多斯 BDS 印  度 IND 
白俄罗斯 BY 印度尼西亚 RI 
比利时 B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IR 
伯利兹(前英属洪都拉斯) BH 3 爱尔兰 IRL 
贝  宁 DY 以色列 IL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BIH 意大利 I 
博茨瓦纳 BW 牙买加 JA 
巴  西 BR 日  本 J 
文莱达鲁萨兰国 BRU 约  旦 HKJ 
保加利亚 BG 哈萨克斯坦 KZ 
柬埔寨 K 肯尼亚 EAK 
加拿大 CDN 科威特 KWT 
中非共和国 RCA 吉尔吉斯斯坦 KS 
智  利 RCH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LAO 
中  国 RC 5 拉脱维亚 LV 
刚  果 RCB 黎巴嫩 RL 
哥斯达黎加 CR 莱索托 LS 
科特迪瓦 CI 利比里亚 LB 
克罗地亚 HR 立陶宛 LT 
古  巴 CU 4 卢森堡 L 
塞浦路斯 CY 马达加斯加 RM 
捷克共和国 CZ 马拉维 MW 
刚果民主共和国 ZRE 马来西亚 MAL 
丹  麦 DK 马  里 RMM 
法罗群岛 FR 马耳他 M 
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 毛里求斯 MS 
厄瓜多尔 EC 墨西哥 MEX 
埃  及 ET 摩尔多瓦 M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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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EST 摩纳哥 MC 

缔 约 方 标  识 缔 约 方 标  识 

斐  济 FJI 蒙  古 MGL 
芬  兰 FIN 黑  山 MNE 
法  国 F 摩纳哥 MA 
冈比亚 WAG 缅  甸 BUR 
纳米比亚 NAM 斯里兰卡 CL 
荷  兰 NL 苏里南 SME 
荷属安的列斯 NA 斯威士兰 SD 
新西兰 NZ 瑞  典 S 
尼加拉瓜 NIC 瑞  士 CH 
尼日尔 RN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YR 
尼日利亚 WAN 塔吉克斯坦 TJ 
挪  威 N 泰  国 T 
巴基斯坦 PK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MK 
巴布亚新几内亚 PNG 多  哥 TG 
巴拉圭 PY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TT 
秘  鲁 PE 突尼斯 TN 
菲律宾 RP 土耳其 TR 
波  兰 PL 土库曼斯坦 TM 
葡萄牙 P 乌干达 EAU 
大韩民国 ROK 乌克兰 UA 
罗马尼亚 RO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 
俄罗斯联邦 RUS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GB 
卢旺达 RWA 奥尔德尼岛 GBA 
圣卢西亚(向风群岛) WL 根西岛 GBG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向风群岛) WV 直布罗陀 GBZ 
萨摩亚 WS 马恩岛 GBM 
圣马力诺 RSM 泽西岛 GBJ 
塞内加尔 SN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塞尔维亚 SRB 4 坦噶尼喀 EAT 
塞舌尔 SY 桑给巴尔 EAZ 
塞拉利昂 WAL 美利坚合众国 USA 
新加坡 SGP 乌拉圭 ROU 
斯洛伐克 SK 乌兹别克斯坦 UZ 
斯洛文尼亚 SK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YV 
南  非 ZA 赞比亚 RNR 
西班牙(包括非洲省份和地区) E 津巴布韦 ZW 

1 国别标志可通过互联网在《公约》案文中直接找到： 

http://untreaty.un.org/ENGLISH/bible/englishinternetbible/partI/chapterXI/subchapB/treaty136.asp. 
2 国别标志可通过互联网在《公约》案文中直接找到： 

http://untreaty.un.org/ENGLISH/bible/englishinternetbible/partI/chapterXI/subchapB/treaty1.asp. 
3 独立后国家名称变更未按公约通报。 

4 未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国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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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7 年 6 月 27 日以中华民国名义加入。另见以下网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明(联合国条约

“历史资料”项下：第十一章，交通和通信)： 

http://untreaty.un.org/ENGLISH/bible/englishinternetbible/historicalinfo.asp. 



 

120 第三部分：国别标识清单 

非 1968年《道路交通公约》和/或 1949年《道路交通公约》 

缔约国的联合国会员国使用的其他国别标志 * 

–阿富汗……………………………… AFG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LAR  

–玻利维亚…………………….…….. BOL –列支敦士登…………………..…… FL 

–布基纳法索 ………………...…….. BF –毛里塔尼亚…………………..…… RIM 

–布隆迪 ……………………..…….. RU –莫桑比克……………………..…… MOC 

–喀麦隆…………………………….. CAM –瑙  鲁 ……………………....…… NAU 

–乍  得 ……………………..……... TCH/TD –尼泊尔………………………..…… NEP 

–哥伦比亚 …………………...…….. CO –巴拿马………………………..…… PA 

–多米尼克(向风群岛)……………….. WD –卡塔尔………………………..…… Q 

–萨尔瓦多…………………………… ES –沙特阿拉伯…………………..…… SA 

–厄立特里亚………………………… ER –索马里………………………..…… SO 

–埃塞俄比亚………………………… ETH –苏  丹………………………..…… SUD 

–加  蓬 ……………………….…… G –越  南………………………..…… VN 

–几内亚 ……………………….…… RG –维尔京群岛…………………..…… BVI 

–伊拉克…………………………….. IRQ –也  门………………………..…… YAR 

*  正在使用的其他国别标识，但未通报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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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公约》缔约国名单 

1968年 11月 8日，维也纳 

(截至 2007年 2 月 1 日) 

国   家  签   字  批准、加入 a、继承 d 

阿尔巴尼亚   2000年 6月 29日 a 

亚美尼亚   2005年 2月 8日 a 

奥地利  1968年 11月 8日  1981年 8月 11日  

阿塞拜疆   2002年 7月 3日 a 

巴哈马   1991年 5月 14日 a 

巴   林   1973年 5月 4日 a 

白俄罗斯  1968年 11月 8日  1974年 6月 18日  

比利时  1968年 11月 8日  1988年 11月 16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3年 9月 1日 d 

巴   西  1968年 11月 8日  1980年 10月 29日  

保加利亚  1968年 11月 8日  1978年 12月 28日  

中非共和国   1988年 2月 3日 a 

智   利  1968年 11月 8日   

哥斯达黎加  1968年 11月 8日   

科特迪瓦   1985年 7月 24日 a 

克罗地亚   1992年 11月 23日 d 

古   巴   1977年 9月 30日 a 

捷克共和国 5  1993年 6月 2日 d 

刚果民主共和国   1977年 7月 25日 a 

丹   麦  1968年 11月 8日  1986年 11月 3日  

厄瓜多尔  1968年 11月 8日   

爱沙尼亚   1992年 8月 24日 a 

芬   兰  1969年 12月 16日  1985年 4月 1日  

法   国  1968年 11月 8日  1971年 12月 9日  

格鲁吉亚   1993年 7月 23日 a 

德   国 7 1968年 11月 8日  1978年 8月 3日  

加   纳  1969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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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签   字  批准、加入 a、继承 d 

希   腊   1986年 12月 18日 a 

圭亚那   1973年 1月 31日 a 

教   廷  1968年 11月 8日   

匈牙利  1968年 11月 8日  1976年 3月 16日  

印度尼西亚  1968年 11月 8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68年 11月 8日  1976年 5月 21日  

以色列  1968年 11月 8日  1971年 5月 11日  

意大利  1968年 11月 8日  1996年 10月 2日  

哈萨克斯坦   1994年 4月 4日 a 

科威特   1980年 3月 14日 a 

吉尔吉斯斯坦   2006年 8月 30日 a 

拉脱维亚   1992年 10月 19日 a 

利比里亚   2005年 9月 16日 a 

立陶宛   1991年 11月 20日 a 

卢森堡  1968年 11月 8日  1975年 11月 25日  

墨西哥  1968年 11月 8日   

摩尔多瓦   1993年 5月 26日 a 

摩纳哥   1978年 6月 6日 a 

蒙   古   1997年 12月 19日 a 

黑   山   2006年 10月 23日 d 

摩洛哥   1982年 12月 29日 a 

尼日尔   1975年 7月 11日 a  

挪   威  1969年 12月 23日  1985年 4月 1日  

巴基斯坦   1986年 3月 19日 a 

秘   鲁   2006年 10月 6日 a 

菲律宾  1968年 11月 8日  1973年 12月 27日  

波   兰  1968年 11月 8日  1984年 8月 23日  

葡萄牙  1968年 11月 8日   

大韩民国  1969年 12月 29日   

罗马尼亚  1968年 11月 8日  1980年 12月 9日  

俄罗斯联邦  1968年 11月 8日  1974年 6月 7日  

圣马力诺  1968年 11月 8日  1970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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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签   字  批准、加入 a、继承 d 

塞内加尔   1972年 8月 16日 a 

塞尔维亚   2001年 3月 12日 d 

塞舌尔   1977年 4月 11日 a 

斯洛伐克   1993年 2月 1日 d 

斯洛文尼亚   1992年 7月 6日 d 

南   非   1977年 11月 1日 a 

西班牙  1968年 11月 8日   

瑞   典  1968年 11月 8日  1985年 7月 25日  

瑞   士  1968年 11月 8日  1991年 12月 11日  

塔吉克斯坦   1994年 3月 9日 a 

泰   国  1968年 11月 8日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993年 8月 18日 d 

突尼斯   2004年 1月 5日 a 

土库曼斯坦   1993年 6月 14日 a 

乌克兰  1968年 11月 8日  1974年 7月 12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07年 1月 10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68年 11月 8日   

乌拉圭   1981年 4月 8日 a 

乌兹别克斯坦   1995年 1月 17日 a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968年 11月 8日   

津巴布韦   1981年 7月 31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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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 1968年《道路交通安全公约》第五十二条及 

技术条款所作的声明和保留 

(除非另外注明，声明和保留都是在批准、加入或继承时作出的) 

白俄罗斯 

签字时作出并在批准时确认的保留和声明：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本国不受《道路交通公约》第五十二条规

定的约束，声明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可在任何一方的要求下提交国

际法院。 

比利时 

1989年 5月 16日对第十条第 3款和第十八条第 3款作出保留。 

巴  西  1 

关于以下条款和附件的保留： 

 － 第二十条第 2款(a)和(b)项； 

 － 第二十三条第 2款(a)项； 

 － 第四十条； 

 － 第四十一条第 1款(a)、(b)和(c)项(部分保留)； 

 － 附件五，第 5段(c)项；和 

 － 附件五，第 28、39和 41段(部分保留)。  

                                                 

1 在 1985 年 3 月 14 日收到的一份来函中，巴西巴西巴西巴西政府通知秘书长：巴西决定收回批准

时作出的下述声明：“根据第五十四条第 2 款的规定，巴西谨宣布，就本《公约》的适用

而言，巴西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第一条(n)项 )”。通知具体说明，收回声明是由于巴

西国家道路交通委员会做出一项决定，依照上述《公约》第一条 (l)项，现将轻便摩托车

(两轮和三轮车)视为同属自行车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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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部分保留的声明： 

 (a)  巴西对第四章(汽车驾驶人)第四十一条(驾驶证的有效性)第 1 款(a)、(b)和

(c)项作出的部分保留，系指持有靠左行驶国家签发的驾驶证的驾驶人，在参加靠

右驾驶路考前不能在巴西开车； 

 (b)  对附件五的部分保留(机动车及挂车的技术要求)第二章第 28 段(车灯及反

光装置 )，是针对所有挂车须安装的三角形逆反射器，这对巴西有所不便，因为三

角形用于紧急信号装置，向道路前方驾驶人示警； 

 (c)  巴西对于附件五第二章第 39 段的保留，仅指琥珀色转向灯，因为车尾仅

应使用红色灯； 

 (d)  对附件五第 41 段所作的部分保留，是指在巴西，机动车的倒车灯只能发

白光。 

声  明： 

− 根据第四章第四十一条第 2 款(b)项的规定，巴西拒绝承认 18岁以下的人

所持驾驶执照在其境内的有效性。 

− 根据第四章第四十一条 2 款(c)项的规定，对附件六和附件七中的国内驾

驶证式样，巴西拒绝承认不满 21 岁的人所持驾驶证在其领土内驾驶 C、

D 和 E类机动车或车辆组合的有效性。 

科特迪瓦 

保  留： 

 根据[公约]第五十四条第 1 款，科特迪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第五十二条规定的

约束，该条规定，“两个或多个缔约国对《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任何争端，

不能通过谈判或其他方式解决，可由任何有关缔约国提出请求，提交国际法院裁

决”。 

古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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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认为，古巴不受《道路交通公约》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约

束，该规定要求将与另一缔约国的任何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古巴共和国依《公约》第五十四条第 2款声明，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刚果民主共和国 

 参照《公约》相关条款，刚果民主共和国不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丹  麦 2、5 

保  留： 

− 第十八条第 2款，根据该款，从小路或砂石路驶出的道路使用人，应向该

路上行驶的车辆让路。 

− 第三十三条第 1 款 (d)项，根据该项，在建筑密集区以外驾车时也允许使

用停车灯。 

− 附件五第 17 段(c)项，根据该项规定，无主制动器之挂车许可载重限额不

得超过牵引车的整备质量加驾驶人重量总和之半。 

声  明： 

− 第五十四条第 2 款：就本公约而言，丹麦将最高设计时速每小时超过 30

千米的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爱沙尼亚 

保  留： 

 “爱沙尼亚认为本国不受《公约》第五十二条的约束。” 

芬  兰 

                                                 
2 在批准书的附带说明中，丹麦丹麦丹麦丹麦政府称，“在另行通知前， [公约 ]不适用于法罗群岛和格陵

兰岛。” 
5 另见本节末尾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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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留： 

1.  关于第十一条第 1 款(a)项(超车)： 

 芬兰保留在芬兰法律中作下述规定的权利：在芬兰，凡骑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

的人总是可以从右边超越自行车或轻便摩托车以外的车辆； 

 

2.  关于第十八条第 2 和第 3 款(让路义务)： 

 芬兰保留在芬兰法律中作下述规定的权利：在芬兰，驾驶人从小路或土路驶

出、转入非小路或土路之另一道路时，或驾驶人从沿路房地驶入道路时，应向该

路上进行的所有交通让路。 (因《公约》规定，通行权应让给“车辆”，而在芬兰

法律中通行权应让给包括行人在内的所有交通。 )在芬兰法律中，让路义务的理解

比《公约》更为宽泛； 

3.  关于第三十三条第 1 款(c)和(d)项(远光或近光灯的使用)：  

 芬兰保留在芬兰法律中作下述规定的权利：在建筑密集区以外行驶时，机动车

辆的远光灯、近光灯或行车灯必须始终打开。在黑暗或光线昏暗中驾驶，或由于

天气或某些其他原因能见度不足时，所有车辆都必须使用远光或近光灯。雾灯只

能在雾天或大雨天或雪天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使用这些灯替代近光灯，条

件是位置灯须同时打开。 

1994年 5月 30日的保留： 

 芬兰认为，它不受附件三第 4 段 (a)项关于其他机动车及其挂车上国别标识的

椭圆形长短轴最小尺寸规定的约束。 

德  国 5 

保  留： 

 － 第十八条第 3款 

                                                 
5 另见本节末尾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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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1971年 5月 1日《欧洲关于道路交通公约的补充协定》附件第 15段，第

十八条第 3款适用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修正的第二十三条第 3款(c)项(五)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第二十三条第 3款(c)项(五)目的约束。 

 － 修正的第三十一条第 1款(d)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第三十一条第 1款(d)项的约束。 

 

 － 修正的第四十二条第 1款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留权利，即使是他国的国内驾驶证，也将继续有权作第四

十二条第 1款(c)项提到的加注。 

 － 修正的附件一第 1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国际运输保留下述权利： 

 (a)  要求外国货车具有与德国车辆相同的最低限度引擎性能，  

 (b)  不准许以下车辆进入交通： 

− 配有铆钉轮胎， 

− 超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允许的最大车重和最大轴载质量，或不符

合关于在车辆上置入这些数字的规定， 

− 未安装规定类型的计速器(控制装置)。 

 － 修正的附件五第 11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附件五第 11段第一句前半句的约束。 

 － 附件五第 58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附件五第 58段的约束。 

声  明： 

 根据《道路交通公约》第三条第 5款和第五十四条第 2款的规定，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政府对适用《公约》而言，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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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3 

在批准时作出：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认为，在《欧洲关于道路交通公约的补充协定》

对《公约》第十八条第 3款所限定的范围内，匈牙利受该款的约束。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认为它不受第五十二条的约束。 

 根据第一条，轻便摩托车将被视为摩托车。 

立陶宛 

保  留： 

 立陶宛共和国认为，它不受《公约》第五十二条的约束。 

摩纳哥 

 根据《公约》第五十四条第 2款的规定，摩纳哥亲王殿下政府决定，在本国法

律规定范围内，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摩洛哥 

保  留： 

 摩洛哥认为它不受本《公约》第五十二条的约束。 

声  明： 

 摩洛哥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3 在 1989 年 12 月 8 日收到的一份来函中，匈牙利政府通知秘书长，它决定收回批准

时对《公约》第五十二条所作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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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威 5 

声  明： 

 根据《道路交通公约》第四十六条第 1款及《路标和信号公约》第三十八条第

1款，这两项公约暂时不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地区。 

保  留： 

 挪威政府不受[《道路交通公约》]第三条、第八条第 5 款、第十八条第 2 款、

第十八条第 3款和第三十三条第 1款(c)项和(d)项的约束。 

 

罗马尼亚 

在批准时作出： 

保  留：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它不受《公约》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约束，该条

规定，两个或多个缔约国间对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任何争端，不能通过谈判或

其他方式解决，可由任何有关缔约国提出请求，提请国际法院裁决。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这种争端只有在争端所有当事方的同意下才可

逐案提请国际法院作个别裁决。 

俄罗斯联邦 

 签字时作出的保留和声明，并在批准时确认： 

[与“白俄罗斯”所作的保留和声明相同，文字略有差异。] 

南  非 

 南非共和国认为它不受上述《公约》第五十二条的约束。 

                                                 

5 另见本节末尾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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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根据第五十四条，西班牙认为它不受第五十二条的约束，并对第四十六条作出

保留。 

瑞  典  5 

保  留： 

1.  瑞典将采用《欧洲关于道路交通公约的补充协定》附件第 15 段的处理办法，

而不采用《公约》第十八条第 3款。 

2.  关于第三十三条第 1 款 (c)和(d)项，行车时永远不能只开停车灯。即使在日间

驾车，为了使其他道路使用人充分注意到车辆，也应使用近光灯、位置灯或其他

车灯。 

 关于第五十二条，瑞典反对将它所涉入的争端提交仲裁。 

瑞  士  4 

保  留： 

 － 第十八条第 3款 

 瑞士依照 1971年 5 月 1 日《欧洲关于道路交通公约的补充协定》第十五条，

适用公约第十八条第 3款。 

声  明： 

 瑞士在国际交通中承认缔约国根据《公约》第三章签发的所有登记证书，条件

是这种证书不禁止所涉车辆进入签发这些证书的国家领土。 

 － 修正的附件一第 1段  

                                                 

5 另见本节末尾的注。  

4 在 2005 年 12 月 12 日收到的一份来函中，瑞士瑞士瑞士瑞士政府告知秘书长，瑞士决定撤回批准时

作出的关于第十一条第 1 款(a)项的保留，该决定从 2006 年 3 月 28 日起生效。保留案文如

下：“瑞士保留下述权利：在其国内法中规定，骑自行车者和骑摩托车者仍可从右边超越成行

的机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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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附件一第 1段，国际交通之汽车、挂车或车辆组合，只有在其总质量、轴

载重量或尺寸超过本国法所规定限度时，缔约国方可拒绝入境。因此瑞士认为，

缔约国适用本段规定拒绝总重量、轴载重量或车身尺寸不超出本国国内法设定限

度的汽车、挂车和车辆组合进入国际交通的做法，不符合附件一第 1 段中所含的

属地原则和不歧视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瑞士保留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本国利

益的权利。 

泰  国 

 泰国不受本公约第五十二条的约束。 

 泰国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突尼斯 

声  明： 

 突尼斯共和国在批准加入 1968年 11月 8日订于维也纳的《道路交通公约》时

宣布，突尼斯认为该国不受《公约》第五十二条的约束，并确认，关于《公约》

解释或适用问题的任何争端，只有在所有当事方事先同意后，方可提交仲裁或提

交国际法院。 

乌克兰 

 签字时作出的保留和声明并在批准时确认： 

[与“白俄罗斯”所作的保留和声明相同，文字略有差异。] 

乌拉圭 

 对适用本《公约》而言，[乌拉圭]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车。  

津巴布韦 

 (1982年 2 月 23 日)对适用本《公约》而言，津巴布韦将轻便摩托车视为摩托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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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在在在秘书长于 1993年 3 月 3 日散发了波兰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之后波兰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之后波兰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之后波兰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之后，在保存人发出通知(1993年

3 月 3 日)之后的 12 个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缔约国通知秘书长拒绝所提修正案。因此，修正

案被视为获得接受。除下述国家外，修正案于 1993年 9 月 3 日对所有缔约国生效；对下述国家来

说，只有这些国家未拒绝的那部分修正案将生效： 

丹麦丹麦丹麦丹麦(1993 年 2 月 26 日)：“丹麦政府可以接受所提的修正案，但不包括以下条款，对这些条款只

能拒绝： 

− 第二十五条第 2 款，根据该款，准备进入高速公路的驾驶人应为已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的车辆让路； 

− 第三十二条第 4 款，关于雾灯的使用； 

− 第三十二条第 7 款，关于远光灯的使用； 

− 附件六项目 4, 关于驾驶证上的项目编号；以及相应的第四十三条第 2 款，该款有关附

件六的部分。” 

芬兰芬兰芬兰芬兰(1993 年 2 月 26 日)：“芬兰接受对《道路交通公约》提出的修正案，但愿通知保存人和各缔

约国，如果修正案被认为已获接受，芬兰将根据《公约》第五十四条第 5 款作以下保留： 

1.  芬兰认为，它不受对《公约》第十八条第 7 款所提修正案的约束。 

2.  芬兰认为，它不受对《公约》第二十五条第 2 款所提修正案的约束。 

3.  芬兰认为，它不受对《公约》第三十二条第 6 款所提修正案第一句案文的约束。”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1993年 3 月 2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可同意波兰提出的修正案，但作出以下保留： 

1.  对第十三条第 2 款的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留在其国内法中对某些类别的道路不设速度

限制的权利。 

2.  对第十九条(d)项的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公约》第十九条(d)项修正案的约

束。(之后，德国政府于 1993年 11月 30日通知秘书长，收回第 2 项保留。) 

3.  对第二十三条第 3 款(b)项(四)目和(c)项的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公约》第

二十三条第 3 款(b)项(四)目和(c)项修正案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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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第三十二条第 8 款、第 10 款(c)项和第 15 款的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公

约》第三十二条第 8 款和第 10 款(c)项的约束。关于第三十二条第 15 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留

在某些车辆(例如校车)的前方为示警目的使用红灯的权利。 

5.  对第三十五条第 1 款(c)和(d)项的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公约》第三十五条

第 1 款(c)和(d)项修正案的约束。 

6.  对第四十一条第 1 款(a)项的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留在本国法律中不要求某些类别车辆

的驾驶人持有驾驶证的权利。 

7.  对第四十一条第 4 款的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留下述权利：在本国法律中，以某种其他

方式在驾驶证上注明，驾驶证限用于特定类别的某些车辆。 

8.  对《公约》附件六(国内驾驶证)第 4 段的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它不受《公约》附件

六(国内驾驶证)第 4 段对驾证项目编号的约束。 

挪威挪威挪威挪威(1993年 2 月 26 日)：“(一) 挪威拒绝对《公约》第二十五条第 2 款所提修正案，该修正案提

出，优先权应给予正在进入高速公路之驾驶人，因为挪威愿意继续使用所谓的“拉链”原则；(二) 

挪威接受波兰提出的其他修正。”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1993 年 3 月 3 日)：“瑞典政府愿通知作为《公约》保存人的秘书长，瑞典拒绝接受对《公

约》第二十五条第 2 款所提的修正案。” 

 



 
 

第 五 部 分 

 

《欧洲关于 1968年道路交通公约的补充协定》 

缔约国名单 

1971年 5月 1日订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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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关于 1968年道路交通公约的补充协定》缔约国名单 

(1971年 5月 1日订于日内瓦) 

国   家  签   字  批准、加入 a、继承 d 

阿尔巴尼亚   2005年 10月 27日 a 

奥地利  1972年 12月 15日  1981年 8月 11日  

白俄罗斯   1974年 12月 17日 a 

比利时  1971年 10月 28日  1988年 11月 16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3年 9月 1日 d 

保加利亚   1978年 12月 28日 a 

克罗地亚   1992年 11月 23日 d 

捷克共和国   1993年 6月 2日 d 

丹   麦  1972年 5月 2日  1986年 11月 3日  

爱沙尼亚   2003年 3月 14日 a 

芬   兰  1972年 12月 22日  1985年 4月 1日  

法   国  1972年 12月 29日  1974年 1月 16日  

德   国  1971年 5月 28日  1978年 8月 3日  

希   腊   1986年 12月 18日 a 

匈牙利  1972年 12月 29日  1976年 3月 16日  

意大利   1996年 10月 2日  

拉脱维亚   2001年 12月 7日 a 

立陶宛   1992年 1月 31日 a 

卢森堡  1971年 5月 25日  1975年 11月 25日  

摩尔多瓦   2007年 4月 25日  a 

摩纳哥   1978年 6月 6日 a 

黑   山   2006年 10月 23日 d 

波   兰   1984年 8月 23日 a 

罗马尼亚  1972年 10月 6日  1980年 12月 9日  

俄罗斯联邦   1974年 9月 27日 a 

塞尔维亚   2001年 3月 12日 d 

斯洛伐克    1993年 5月 28日 d 

斯洛文尼亚   1992年 7月 6日 d 

瑞   典  1972年 2月 1日  1985年 7月 25日  

瑞   士  1972年 10月 31日  1991年 12月 11日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999年 12月 20日 d 

乌克兰   1974年 12月 30日 a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71年 10月 27日   





 
 

《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 

与 

《欧洲补充协定》 

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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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A     

Accession 加入 第四十五条第 3至
4 款、第四十六条
第 1款、第四十七
条、第五十四条第

1至 2款 

 第二条第 1 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四条第 2 款、
第六条第 8款 

 

Accident 事故，肇事     

− Behaviour in case of 
发生……时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修订第三十

一条第 1款
(新增(e)项) 

−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to a Contracting Party 
向缔约国提供的资料 

第三条第 6款    

Additional lane (obligation to use) 
增开车道(使用义务) 

第十条第 6款    

Admission in international traffic 
准许从事国际交通 

第三条第 3 至 5
款、第三条第 8款 

  修订第三条

第 3款 

− Exceptions 
例外 

 附件一  修订附件一
(新增第 7段
之二)，修订
第八条，新
增第 5款之
二 

Amber light (warning) 
琥珀色灯(警告) 

第三十二条第 14
款(b)项 

   

Amendments修正案 第四十九条  第六条  

− Acceptance 
接受 

第四十九条第 1至
3 款、第四十九条
第 5至 6款 

 第六条第 1 至 3
款、第六条第 5
至 6款 

 

− Adoption 
通过 

第四十九条第 5款
(a)项 

 第六条第 5 款(a)
项 

 

− Agreement between 
Contracting Parties (Annex) 
缔约国协定(附件) 

  第六条第 7款  

− Convocation of a conference  
召开会议 

第四十九条第 1至
4款 

 第六条第 2 至 4
款 

 

− Entry into force 
生效 

第四十九条第 2款
(b)项、第四十九
条第 5款 

 第六条第 2 款(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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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Notification 
通知，通知书 

第四十九条第 1至
2 款、第四十九条
第 5款 

 第六条第 2 款(a)
项、第六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5
款 

 

− Proposals (submission) 
提案(提交) 

第四十九条第 1至
3 款、第四十九条
第 6款 

 第六条第 1款  

− Rejection 
拒绝接受 

第四十九条第 2至
3 款、第四十九条
第 5至 6款 

 第六条第 2 款(b)
项、第六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5
款 (b)项、第六条
第 6款 

 

Animals 动物、牲畜、牲口     

− Driver 
驾驶人，驾驭人 

第八条第 2 款、第
八条第 5 款、第三
十三条第 2 款(a)项
(二)目 

  修订第八条

第 2款 

− Halted animals 
停止前进的牲畜 

第二十三条第 1至
2款(a)项 

   

− Position on the carriageway 
在车行道上的位置 

第十条第 2款    

Animal-drawn vehicles (lights) 
畜力牵引车辆(灯光) 

第三十三条第 1款
(b)项 

   

Anti-theft device  
防窃装置 

 附件五，第

57段 
  

Articulated vehicle (definition) 
铰接车辆(定义) 

第一条(u)项    

Audible warning device 
声响警告装置 

 附件五，第

48段 
  

     

B     

Behaviour 行为     

− Accident 
事故，肇事 

第三十一条   修订第三十

一条第 1款
(新增(e)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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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Drivers 
驾驶人，驾驭人 

第七条第 1款、第
七条第 3至 4款 

   

− Road users  
道路使用人 

第七条第 1至 3款    

− Towards pedestrians  
对行人 

第二十一条    

Blue light (warning) 蓝灯(警告) 第三十二条第 14
款(a)项 

   

Braking 制动(刹车)  附件五，第

一章 
  

− Braking of motor vehicles 
汽车制动 

 附件五，第

5至 10段之
四 

  

− Braking of trailers 
拖车制动 

 附件五，第

11至 16段 
  

− Braking of combinations of 
vehicles 
车辆组合制动 

 附件五，第

17段 
  

− Braking of motorcycles 
摩托车制动 

 附件五，第

18段 
  

Built-up areas 聚居地区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c)项    

− Standing and parking 
临时停车及停车 

第二十三条    

− Use of audible and luminous 
warnings 
使用声响和灯光警告 

第二十八条第 1款
(b)项、第二十八
条第 3款 

   

− Use of lamps 
使用灯光 

第三十二条第 2款
(a)项、第三十二
条第 9款 

   

     

C     

Carriage of passengers 载客 第三十条之二     

Carriageway 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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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Animals 
动物，牲畜 

第十条第 2款    

− Crossing carriageway 
穿越车行道 

第二十条第 6至 7
款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e)项    

− Edge of the carriageway 
(definition) 
车行道边缘(定义) 

第一条(f)项    

− Islands on the carriageway 
车行道安全岛 

第二十二条    

− Position on the carriageway 
在车行道上的位置 

第十条   修订第四十

条(新增第 1
款之二) 

− Standing and parking 
临时停车及停车 

第二十三条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2款
(b)项、第二
十三条第 3
款(a)和(c)
项、第二十

三条第 5
款，新增第

6款 

− Use by pedestrians 
行人使用 

第二十条第 2至 5
款 

   

− Use by railway 
铁道使用 

第二十九条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宪章》 

第五十三条  第十条  

Children 儿童 第七条第 3款    

Colour of filters 滤色器颜色  附件五，附

录 
  

Colour of lights 灯光颜色  附件五，第

20段 
 第八条第 1

款 

Combination of vehicles车辆组
合 

第八条第 1款 附件一，第

3段(b) 
附件五，第

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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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t)项    

Conference for revision 
审议修正案的会议 

第四十九条第 1至
4 款、第四十九条
第 5款(a)项 

 第六条第 2 至 4
款 

 

Contracting Parties 缔约国     

− Amendment (see this word) 
修正案(见该词) 

    

− Declarations (see this word) 
声明(见该词) 

    

− Dispute 
争端 

第五十二条  第九条  

− Driving permits 
驾驶证 

第四十一条第 1款
(b)项、第四十二
条、第四十三条 

   

− Effect of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Convention 
公约生效 

第四十八条    

− Exemptions (technical 
conditions) 
免除(技术条件) 

 附件五，第

60至 61段 
  

− General obligations 
一般义务 

第三条  第一条  

− Obligations concerning road 
signs and signals 
有关路标与信号的义务 

第四条    

− Obligations concerning rules 
applicable to pedestrians 
行人规则义务 

第二十条第 1款、
第二十条第 7款 

   

− Possibilities to adopt certain 
or different rules 
采用某些或不同规则的可

能性 

第十一条第 5款(b)
项、第十一条第
11 款(a)项、第十
三条第 6款(b)项、
第十八条第 4款(b)
项、第二十条第 7
款、第二十八条第
3 款、第二十九条
第 2款、第三十五
条第 1款(b)项、第
四十一条第 4款(b)
项、(c)项 

附件一，第

3至 9段、 
附件五，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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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Recording motor vehicles 
记录汽车 

第三十五条第 4款    

− Reservations 
保留 

第五十四条第 5至
7款 

 第十一条第 2至 6
款 

 

− Security/measures 
安全/措施 

第五十三条    

Convention/European Agreement 
公约/欧洲协定 

    

− Accession 
加入 

第四十五条第 3至
4 款、第四十六条
第 1款、第四十七
条、第五十四条第

1至 2款 

 第二条第 1 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四条第 2 款、
第六条第 8款 

 

− Amendment (see this word) 
修正案(见该词) 

    

− Denunciation 
退约声明 
 

第五十条  第七条  

− Deposit (legal instrument) 
交存 (法律文书) 

第四十五条第 2至
4款、第五十四条 

 第四条第 2 款、
第十一条第 1至 3
款 

 

− Depositary 
保存人 

第四十五条第 2至
3款、第五十六条 

 第二条第 2 至 3
款、第十三条 

 

− Dispute 
争端 

第五十二条  第九条  

− Entry into force 
生效 

第四十七条、第四

十八条 
 第 四 条 、 第 五

条、第六条第 1
款 

 

− Notification (see this word) 
通知，通知书(见该词) 

    

− Opening for signature 
开放供签署 

第四十五条第 1款  第二条  

− Original 
正本 

第五十六条  第十三条  

− Ratification (see this word) 
批准(见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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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Reservations 
保留 

第五十四条第 5至
7款 

 第十一条第 2至 6
款 

 

− Signature  (see this word) 
签字，签署(见该词) 

    

− Termination 
终止 

第五十一条  第八条  

Convention on Road Traffic of 
1949 (replaced) 
1949年道路交通公约(已替代) 

第四十八条    

Convention on Road Signs and 
Signals 
路标和信号公约 

第四条    

Cycles 自行车     

− Admission to international 
traffic 
准许从事国际交通 

第三条第 8款、第
四十四条第 1款 

  修订第四十

四条第 1-2
款，(新增第
1款(d)项)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l)项    

− Equipment 
装备，设备 

第四十四条第 1款   修订第四十

四条第 1-2
款，(新增第
1款(d)项) 

− Parking and standing 
停车及临时停车 

第二十三条第 1
款、第二十三条第

2款(b)项、第二十
三条第 3 款 (a)
项、第二十三条第

6款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2款
(b)项、第二
十三条第 3
款(a)项(一)
目 

Cycle lane 自行车道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g)项之二     

− Parking and standing 
停车及临时停车 

第二十三条第 1款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3款
(a)项(一)目 

− Use 
使用 

第二十七条第 4款   修订第二十

七条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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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Cycle track 自行车路 第二十七条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g)项之三    

− Parking and standing 
停车及临时停车 

第二十三条第 1
款、第二十三条第

3款(a)项(二)目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3款
(a)项(一)目 

− Use 
使用 

第二十七条第 4款   修订第二十

七条第 4款 

Cyclists (applicable rules) 
自行车骑车人(适用规则) 

第二十七条    

     

D     

Danger warning signs 
危险警告标志 

第四条(c)项    

Daytime running lamps 
日间行车灯 

第三十二条第 6至
7款 

附件五，第

19段 
  

Declarations 声明 第四十六条第 1至
2 款、第五十四条
第 2至 3款 

附件五，第

3段 
第三条、第十一

条第 1款 
 

Denunciation 退约声明 第五十条  第七条  

Deposit (legal instrument) 
交存(法律文书) 

第四十五条第 2至
4款、第五十四条 

 第四条第 2 款、
第十一条第 1至 3
款 

 

Depositary 保存人 第四十五条第 2至
3款、第五十六条 

 第二条第 2 至 3
款、第十三条 

 

Direction of traffic 行车方向 第十条第 1款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z)项    

Disabled persons 残疾人 第七条第 3款    

− International symbol 
国际通用符号 

   修订第二十

三条(新增第
7款(b)项) 

− Parking 
停车 

   修订第二十

三条(新增第
7款(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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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Disput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争端(解释或适用) 

第五十二条  第九条  

Distance between vehicles 
前后车距离 

第十三条第 6款   修订第十三

条第 6款 

Distinguishing sign 国别标志 第三十七条、第四

十五条第 4款、第
四十六条第 3款、
第五十四条第 4款 

附件一，第

9 段、附件
二，第 4 至
5 段、附件
三 

  

Domestic legislation 国内法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a)项    

− Exemptions (lamps) 
免除(灯光) 

第三十二条第 11
款 

   

− Obligations (rules to be 
applied) 
义务(适用规则) 

第十三条第 2款、
第三十九条第 2
款、第三十九条第

3 款、第四十一条
第 1款(c)项 

   

− Possibilities to regulate 
制定规章的可能性 

第十一条第 1 款
(c)项、第二十七
条第 4款、第三十
二条第 6至 7款、
第三十四条第 2至
3 款、第四十一条
第 3至 4款 

   

− Recommendations (rules to 
be introduced) 
建议(制定的规则) 

第六条第 3款、第
七条第 2款、第八
条第 2 款、第九
条、第十四条、第

十五条、第二十条

第 5款、第二十三
条第 5款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5款,
新增第 7款 

Drivers 驾驶人，驾驭人     

− Animals 
动物，牲畜 

第二十三条第 1
款、第二十三条第

4 款、第三十三条
第 2款(a)项(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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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Behaviour towards 
pedestrian 
对行人之行为 

第二十一条    

− Change of direction 
改变方向 

第十六条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v)项    

− Distance from vehicle in 
front 
与前行车辆之距离 

第十三条第 5至 6
款 

   

− Holding a driving permit 
持有驾驶证 

第四十一条第 1款
(a)项 

   

− Intersections and obligation 
to give way 
交叉路口及让路义务 

第十八条    

− In tunnels 
在隧道中 

第二十五条之二    

− Island on the carriageway 
车行道安全岛 

第二十二条    

− Level crossings 
平交道 

第十九条    

− Manoeuvres 
行车动作 

第十四条    

− Motorways and similar roads 
高速公路及类似道路 

第二十五条第 1款
(b)项、第二十五
条第 2至 3款 

  修订第二十

五条第 1
款，新增第

1款之二和
第 3款之二 

− Obligations 
义务 

第七条第 3 至 5
款、第八条第 3至
6 款、第十条第 3
至 6款 

   

− Overtaking 
超车 

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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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Parking a vehicle 
停放车辆 

第二十三条第 2款
(a)项、第二十三
条第 4款、第二十
五条第 1 款 (b)
项、(c)项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2款
(b)项、第二
十三条第 3
款(a)、(c)
项、第二十
三条第 5
款、第二十
五条第 1款
(b)项(一)
目，新增第
6款 

− Passing of oncoming traffic 
对面会车 

第十二条    

− Phone (prohibition to use) 
电话(禁止使用) 

第八条第 6款    

− Precautions to take when 
leaving a vehicle  
离开车辆时注意事项 

第二十三条第 4款    

− Public transport in built-up 
areas 
聚居地区的公共交通 

第十五条    

− Slowing down 
减速慢行 

第十七条    

− Speed 
速度 

第十三条第 1至 4
款 

  修订第三条

第 1款 

Driving instruction 驾驶教学 第三条第 5款之三    

Driving lamps (use) 远光灯(使
用) 

第三十二条第 1款
(a)项、第三十二
条第 2至 3款 

   

Driving mirror 后视镜  附件五，第

47段 
  

Driving permits 驾驶证 第三条第 4 至 5
款、第四十一条 

   

− Domestic driving permits 
国内驾驶证 

第四十一条第 1
款、第四十一条第

2 款(a)项(一)目、
第四十一条第 3至
4 款(c)项、第四十
一条第 5至 6款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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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International driving permits 
国际驾驶证 

第四十一条第 2款
(a)项(二)目、第四
十一条第 3款、第
四十一条第 5款 

附件七   

− Suspension 
暂扣、中止 

第四十二条    

−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暂行条款 

第四十三条    

− Withdrawal 
吊销 

第四十二条第 1款    

     

E     

Edge of the carriageway 
(definition) 
车道边缘(定义) 

第一条(f)项    

Elderly persons 老年人 第七条第 3款    

Emblem (distinguishing sign) 
标志(国别标志) 

 附件三，第

3 段 (b) ，
(c)，(e) 

  

Entry into force of 生效     

− The Convention 
公约 

第四十六条第 1
款、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九条 

   

− The European Agreement 
欧洲协定 

  第 四 条 、 第 五

条、第六条第 1
款 

 

European Agreement 
sup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on 
Road Traffic of 1949 and the 
Protocol on Road Signs and 
Signals (replacement) 
欧洲补充 1949年公路交通公约
和公路标志及信号议定书协定 
(替代) 

  第五条  

Exceptions to admission of 
vehicles in international traffic 
准许车辆从事国际交通的例外 

第三条第 3款、第
三条第 5款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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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Exemptions 免除 第三十四条   修订第三十

四条第 2款 

− Technical conditions 
技术条件、技术要求 

 附件五，第

60至61段 
  

Exhaust silencer 排汽消音器  附件五，第

53段 
  

     

F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road traffic 
便利国际道路交通 

第三条第 7款    

Flag (distinguishing sign) 
旗帜(国别标志) 

 附件三，第

3 段 (b) 、
(c)、(e) 

  

Flocks (牲畜)群 第八条第 2款、第
九条 

  修订第九条 

Fog lamps (use) 雾灯(使用) 第三十二条第 4
款、第三十二条第

8款 

   

Formalities (simplification of 
customs, police, health and others) 
手续(简化关税、警察、卫生及
其他类似手续) 

第三条第 7款    

     

G     

General rules 总则 第七条   修订第七条

第 2款 

− Give way (requirement to) 
让路(要求)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aa)项    

− Motorway 
高速公路 

第二十五条第 2款    

− Obligation to give way 
让路义务 

第十八条   修订第十八

条第 3款 

− Pedestrians 
行人 

第二十一条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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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H     

Handicapped persons 残疾人士 第二十六条第 2款   修订第二十

条(新增第 2
款之二，新

增第二十条

第 5款) 

Handcarts (lights)手推车(灯光) 第三十三条第 1 款
(a)项 

   

Hazard warning signal危险警告信
号 

第三十二条第 13
款 

   

Helmet (wearing) 
头盔(佩戴) 

 附件一，第

5段 
 修订第二十

七条(新增第
5款) 

Herds (牲畜)群 第八条第 2款、第
九条 

  修订第九条 

     

I     

Identification marks (vehicles) 
识别标志(车辆) 

第三十八条、第四

十四条第 2 款(e)
项 

附件四   

Inspection (vehicles) 检查(车辆) 第三十九条第 2款    

International driving permit 
国际驾驶证 

第四十一条第 2款
(a)项(二)目、第四
十一条第 3款、第
四十一条第 5款 

附件七   

Intersection 交叉路口 第十八条   修订第十八

条第 3款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h)项    

Instructions 指示     

− Conveyed by road signs, 
traffic lights, road markings 
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及

道路标线指示 

第五条第 1款    

− Conveyed by traffic lights 
交通信号灯指示 

第五条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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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Given by authorized officials 
交通勤务人员指示 

第六条   修订第六条
第 3款、第
六条第 4款
(b)项 

Islands on the carriageway 
车行道安全岛 

第二十二条    

     

L     

Laden mass (definition) 
装载质量(定义) 

第一条(y)项    

Lamps 车灯  附件五，第

19至 45段 
  

− Definition (different types) 
定义(不同种类) 

 附件五，第

19段 
  

− Rules of lighting (other 
vehicles and road-users) 
灯光使用之规则(其他车辆
及道路使用人) 

第三十三条    

− Use 
使用 

第三十二条    

Lane 车道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g)项    

− Use 
使用 

第十条第 5至 6款    

Lay-by(mountain roads/steep roads) 
路侧停车处(山路/陡路) 

第十二条第 2款    

Learner-driver 驾驶学员 第三条第 5 款之
三、第四十一条第

2款(c)项 

   

Level crossings 平交道 第十九条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i)项    

Light trailers (definition) 
轻型拖车(定义) 

第一条(s)项    

Loading of vehicles 
车辆的装载 

第三十条   修订第三十

条第 4款 



 
158 

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M     

Makeshift device for towing 
简易拖车装置 

   修订第二十

五条，(新增
第 3款之二) 

Maintenance of roads (workers) 
道路养护(工人) 

第三十四条第 3款    

Manoeuvres 行车动作     

− General requirements 
一般规定 

第十四条   修订第十四

条第 1款 

− Mountain roads 
山路 

第十二条第 2款    

Mass (vehicle) 质量 (车辆)     

− Laden 
装载 

第一条 (y)项、第
三十条第 1款 

   

− Permissible 
许可 

第一条 (w)项、第
三十条第 1款 

   

− Unladen 
空车 

第一条(x)项    

Mopeds 轻便摩托车     

− Admission to international 
traffic 
准许从事国际交通 

第三条第 8款、第
四十四条第 2款 

附件一，第

5段 
 修订第四十

四条第 2款
(d)项，新增
第 2款(f)项 

− Assimilation to motorcycles 
视同为摩托车 

第四十四条第 3
款、第五十四条第 2
款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m)项    

− Equipment 
装备，设备 

第四十四条第 2款    

− Parking and standing 
停车及临时停车 

第二十三条第 2款
(b)项、第二十三
条第 5款、第二十
三条第 6款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2款
(b)项 

− Passengers 
乘客 

第二十七条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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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Special rules 
特别规则 

第二十七条第 2至
4款 

  修订第二十

七条第 2
款、第二十

七条第 4
款，新增第 5
款 

修订第四十

四条第 2款
(d)项，新增
第 2款(f)项 

Moped riders (authorization to 
overtake) 
轻便摩托车驾驶人(许可超车) 

第十一条第 1 款
(c)项 

   

Motorcycles 摩托车     

− Admission (international 
traffic) 
准许(国际交通) 

 附件一，第

5段 
  

− Assimilation of three 
wheeled vehicles as 
motorcycles 
将三轮车辆视同为摩托车 

 附件五，第

3段 
 修订第一条

(n)项 

− Braking 
制动(刹车) 

 附件五，第

18段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n)项    

− Helmet (see this word) 
头盔(见该词) 

    

− Lamps 
灯光 

 附件五，第

32至 37段 
  

− Passengers 
乘客 

第二十七条第 3款    

− Special rules 
特别规则 

第二十七条第 2至
3款 

  第二十七条

第 2款 

− Use of passing lamps 
使用近光灯 

第三十二条第 6款    

Motor vehicles 汽车     

− Anti-theft device 
防窃装置 

 附件五，第

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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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Audible warning device 
声响警告装置 

 附件五，第

48段 
  

− Braking 
制动(刹车) 

 附件五，第

4至 10段之
四 

  

− Combination of vehicles (see 
this word) 
车辆组合 (见该词)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p)项    

− Driving (rear-view) mirror 
驾驶用(后视)镜 

 附件五，第

47段 
  

− Equipment with lamps 
灯光装置 

 附件五，第

21、27、31、
38至 42 段
之七 

  

− Exhaust silencer 
排汽消音器 

 附件五，第

53段 
  

− General provisions 
一般规定 

 附件五，第

59段 
  

− Lamps (use) 
灯光(使用) 

第三十二条 附件五，第
22 至 23 段
(a)、第 25、
26、27、31、
38至 42 段
之七 

  

− Loading of 
……之装载 

第三十条   修订第三十

条第 4款 

− Passing lamps/daytime 
running lamps 
近光灯/日间行车灯 

第三十二条第 7款    

− Reversing device 
倒车装置 

 附件五，第

52段 
  

− Speedometer 
计速器 

 附件五，第

55段 
  

− Steering mechanism 
转向机构 

 附件五，第

46段 
  

− Tyres 
轮胎 

 附件五，第

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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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Windscreen-washer 
挡风玻璃洗涤器 

 附件五，第
50段 

  

− Windscreen and windows 
挡风玻璃及车窗 

 附件五，第
51段 

  

− Windscreen-wiper 
挡风玻璃雨刷 

 附件五，第
49段 

  

Motorways 高速公路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j)项    

− Exit 
出口 

第二十五条第 3款    

− Give way 
让路 

第二十五条第 2款    

− Towing 
拖曳，牵引 

   修订第二十
五条(新增第
3款之二) 

− Prohibitions 
禁止 

第二十五条第 1款   修订第二十
五条第 1款,
新增第 1款
之二和第 3
款之二 

Mountain roads (passing of 
oncoming traffic) 
山路(对面会车) 

第十二条第 2款    

     

N     

Notifications 通知，通知书     

− Amendment (see this word) 
修正案(见该词) 

    

−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由秘书长 

第四十六条第 1
款、第四十九条第
4至 5款、第五十
五条 

 第三条、第六条
第 1 至 2 款、第
十一条第 4 款、
第十二条 

 

− By States 
由缔约国 

第四十五条第 4
款、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九条第 3
款、第五十条、第
五十四条第 2款、
第五十四条第 5
款、第五十四条第
6款 

 第三条、第六条
第 1 至 2 款、第
六条第 8 款、第
十一条第 3 款、
第十一条第 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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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O     

Obligations of Contracting Parties 
缔约国义务 

第三条、第四条   修订第三条

第 2款(a)项 

Obligations of the driver 
驾驶人义务 

第七条第 3 至 5
款、第八条第 3至
6 款、第十条第 3
至 6款 

   

Obstruction on the road  
道路障碍 

第七条第 1至 2款    

Opening of doors of a vehicle 
打开车门 

第二十四条    

Overtaking 超车 第十一条、第十三

条第 6款、第三十
四条第 4款 

  修订第十一

条第 5款(b)
项、第十一

条第 6款(b)
项、第十一

条第 8款(b)
项、修订第

十三条第 6
款 

− A public transport vehicle at 
a stop 
停在停车站的公共交通车

辆 

第二十一条第 4款    

− Rail-borne vehicles 
有轨车辆 

第二十九条    

     

P     

Parked (vehicles) (definition) 
停泊(车辆)(定义)  

第一条(k)项(二)目    

Parking 停车 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五条第 1 款(b)
项(一)目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2款
(b)项、第二
十三条第 3
款(a)、(c)
项、第二十

三条第 5
款，新增第 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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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Parking lamps 停车灯 第三十二条第 9款    

Passengers 乘客     

− Carriage of passengers 
载客 

第三十条之二     

− On cycles, mopeds, 
motorcycles 
在自行车、轻便摩托车和

摩托车上 

第二十七条第 3款    

Passing lamps 近光灯 第三十二条第 1款
(a)项、第三十二
条第 2款、第三十
二条第 6至 7款 

附件一，第

8段 
  

Passing of oncoming traffic 
对面会车 

第十二条   修订第十二

条第 2款 

Pavements 人行道 第二十条第 2至 3
款 

   

− Rules applicable to 
pedestrians 
行人规则 

第二十六条    

− Standing and parking 
临时停车及停车 

第二十三条第 1
款、第二十三条第

3款(a)项 

   

− Use by handicapped persons 
伤残人士使用 

第二十六条    

Pedestrians 行人     

− Applicable rules 
适用规则 

第二十条   修订第二十

条第 1款、
第二十条第

4款、第二
十条第 5
款、第二十

条第 6款(b)
项，新增第

二十条第 2
款之二 

− Behaviour of drivers towards 
驾驶人对……的行为 

第七条第 3款、第
二十一条 

  修订第二十

一条第 3
款，新增第

5-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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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Groups 
队、群 

第二十条第 2款(b)
项、第二十条第 5
款、第三十三条第

2款(a)项(一)目 

   

− Persons treated as 
pedestrians 
视为行人 

   修订第一条

(a)、(b)项 

Pedestrian areas 步行区    新增第二十

七条之三 

Pedestrian crossings 人行横道 第二十条第 6款、
第二十一条第 2至
3款 

  修订第二十

条第 6款(c)
项 

− Prohibition to stand and park 
禁止临时停车及停车 

第二十三条第 3款
(a)项(一)目 

   

Permissible maximum mass 
(vehicle) (definition) 
最大许可质量(车辆)(定义) 

第一条(w)项    

Permit (see driving permit) 
驾证(见驾驶证) 

    

Priority vehicles 优先车辆 第三十二条第 14
款、第三十四条第

1至 2款 

附件五，第

61 段 (d)、
(e) 

  

Police (see instructions) 
警察，警察机关，警察人员 
(见“指示”) 

    

Power-driven vehicle (definition) 
机动车(定义) 

第一条(o)项    

Processions 行列、队伍 第二十条第 2 款
(b)项、第二十条
第 5款、第二十六
条第 1款 

  修订第二十

条第 5款 

− At night 
夜间 

第三十三条第 2款
(a)项(一)目 

   

Prohibitions 禁止     

− In tunnels 
在隧道中 

第二十五条之二    

− On motorways 
在高速公路上 

第二十四条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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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Phone use 
使用电话 

第八条第 6款    

− To open the door of a vehicle 
打开车门 

第二十四条    

− To stand or park a vehicle 
临时停车及停车 

第二十三条第 3款    

Proposal to amend (see 
amendments) 
拟议修正案 (见修正案)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 vehicles 
公共交通服务车辆 

第十五条   修订第十五

条 

     

R     

Rail-borne vehicles 有轨车辆 第二十九条   修订第二十

九条第 2
款， 新增第
3款 

Ratification 批准 第四十五条第 2
款、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五

十四条 

 第二条第 2款  

Recognition of driving permits 
承认驾驶证之效力 

第四十一条第 2
款、第四十一条第

6款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登记证书 

第三条第 3款、第
三十五条第 1至 2
款、第四十条第 2
款 

   

Registration of vehicles  
车辆登记 

第三十五条    

− Service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a record of motor 
vehicles 
负责保管汽车记录的机构 

第三十五条第 4款    

Registration number 登记号码 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 1至 2款 
附件二，附

件三，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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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Registration plate 号牌 第三十七条第 1款
(c)项至第 3款 

附件二，第

3 至 5 段、
附件三，第

3段 

  

Reversing 倒车 第十四条第 2款    

− In tunnels 
在隧道中 

第二十五条之二     

− On motorways 
在高速公路上 

第二十五条第 1款
(b)项(二)目 

   

Reversing lamps (Use) 
倒车灯(使用) 

第三十二条第 12
款 

附件五，第

19段 
  

Reversing device 倒车装置  附件五，第

52段 
  

Reservations 保留 第五十四条第 5至
7款 

 第十一条第 2至 6
款 

 

Residential areas 居民区     

− Definition 
定义 

   修订第一条

(c)项 

− Special rules 
特别规则 

   新增第二十

七条之二 

Restraining devices 固定装置  附件五，第

58段 
  

Road (definition) 道路(定义) 第一条(d)项    

Road safety education 
道路安全教育 

第三条第 5款之二    

Road users (level crossings) 
道路使用人(平交道口) 

第十九条    

Roadside advertising 路侧广告 第四条(d)项(二)目    

Rules of lighting (applicable to 
certain vehicles and road users) 
灯光使用规则(适用于某些车辆
及道路使用人) 

第三十三条    

     

S     

Safety belts (wearing) 
安全带(佩戴) 

第七条第 5款   修订第七条

(新增第 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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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Semi-trailer (definition) 
半挂车(定义) 

第一条(r)项    

Signature签字，签署 第四十五条第 4款  第二条第 1 至 2
款、第十一条第 1
款 

 

− Declaration 
声明 

第四十六条第 1
款、第五十四条第

1款 

 第三条第 1款  

− Opening for 
开放供…… 

第四十五条第 1款  第二条第 1 至 2
款 

 

Signs/Signals (obligation of 
Contracting Parties) 
标志/信号(缔约国义务) 

第四条    

− Roadside advertising 
路侧广告 

第四条(d)项(二)目    

− Status 
法律地位 

第五条    

Slowing down 减速慢行 第十七条    

Special rules 特别规则     

− Cyclists 
自行车骑车人 

第二十七条   修订第二十

七条第 1
款、第二十

七条第 4款 

− Handicapped persons 
伤残人士 

第二十六条第 2款   修订第二十

条第 5款 

− Moped drivers 
轻便摩托车驾驶人 

第二十七条第 2至
4款 

  修订第二十

七条第 1
款、第二十

七条第 4
款，新增第

5款 

− Motorcyclists 
摩托车驾驶人 

第二十七条第 2至
3款 

  修订第二十

七条第 2款 

− Persons doing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work on the 
road 
在道路上工作的筑路、养

路人员 

   新增第二十

七条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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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Processions 
行列、队伍 

第二十条第 2 款
(b)项、第二十条
第 5款、第二十六
条第 1款、第三十
三条第 2 款(a)项
(一)目 

  修订第二十

条第 5款 

− Tunnels 
隧道 

第二十五条之二    

Speed 速度 第十三条第 1至 4
款 

  修订第十三

条第 1款 

Speedometer 速度计  附件五，第

55段 
  

Standing (vehicle) 
临时停车(车辆)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k)项(一)目    

− Rules 
规则 

第二十三条、第二

十五条第 1 款(b)
项(一)目 

  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 2款
(b)项、第二
十三条第 3
款(a)、(c)
项、第二十
三条第 5
款，新增第
6款 

Steering mechanism 转向机构  附件五，第

46段 
  

Suspension (driving permit) 
中止(驾驶证) 

第四十二条    

     

T     

Technical conditions 技术条件 第三条第 5款 附件五   

− Exemptions 
免除 

 附件五，第

60至 61段 
  

− General provisions 
一般规定 

 附件五，第

59段 
  

−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暂行条款 

 附件五，第

62 至 62 段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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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Technical requirements  
技术要求 

第三十九条第 1款   修订第三十

九条，新增

第 5款 

Traffic lights 交通信号灯     

− At pedestrian crossings 
在人行横道上 

第二十一条第 2款    

− Intersection 
交叉路口 

第十八条第 5至 6
款 

   

− Priority 
优先 

第五条第 2款    

Trailers 挂车     

− Admission (International 
traffic) 
准许(国际交通) 

 附件一，第

3、4、9段 
  

− Braking 
制动(刹车) 

 附件五，第

11至 16段 
  

− Definition 
定义 

第一条(q)项    

− Lamps/lighting device 
灯光/灯光装置 

 附件五，第
24 段 (b)、
第 25 段、
第 28 至 30
段、第 42
段之四至第
42段之七 

  

− Light trailer (see this word) 
轻型挂车(见该词) 

    

− Semi-trailer (see this word) 
半挂车(见该词) 

    

Transitional provisions暂行条款     

− Driving permit 
驾驶证 

第四十三条    

−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登记证书 

第四十条第 2款   修订第四十

条(新增 第
四十条第 3
款) 

− Technical conditions 
技术条件、技术要求 

 附件五，第

62至 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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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Three-wheeled vehicles 三轮车 第一条(n)项 附件五，第

3段 
 修订第一条

(n)项 

Troop columns 军队纵列 第二十六条第 1款    

Tunnels 隧道 第二十三条第 3款
(b)项(一)目、第二
十五条之二 

附件五，第

54段 
  

Tyres 轮胎  附件五，第

54段 
  

     

U     

Unladen mass(vehicles) 
(definition) 
整备质量(车辆)(定义) 

第一条(x)项    

Use of phones 使用电话 第八条第 6款    

U-turn 调头 第十四条第 2款    

− Prohibition in tunnels 
在隧道中禁止 

第二十五条之二第

1款(b)项 
   

− Prohibition on motorways 
在高速路上禁止 

第二十五条第 1款
(b)项(二)目 

  修订第二十

五条第 1款
(b)项(二)目 

     

V     

Vehicles 车辆     

− Admission in international 
traffic (see these words) 
准许从事国际交通(见该词) 

    

− Animal-drawn vehicles 
牲口拖曳车辆 

第三十三条第 1款
(b)项 

   

− Articulated vehicle 
(definition) 
铰接车辆(定义) 

第一条(u)项    

− Combination of vehicles (see 
these words) 
车辆组合(见该词) 

    

− Driver 
驾驶人，驾驭人 

第八条第 1款、第
八条第 4款、第八
条第 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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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 Inspection 
检查 

第三十九条第 2至
3款 

   

− Loading 
装载、载货 

第三十条   修订第三十

条第 4款 

− Motor vehicle (see this word) 
汽车(见该词) 

    

− Power-driven vehicle 
(definition) 
机动车辆(定义) 

第一条(o)项    

− Standing and parking (see 
these words) 
临时停车及停车(见该词) 

    

− Rail-borne vehicles 
有轨车辆 

第二十九条    

− Technical requirements 
技术条件 

第三十九条第 1款   修订第三十

九条(新增第
4和第 5款) 

− Trailers (see this word) 
拖车(见该词) 

    

− Vehicle in international 
traffic (definition) 
国际交通车辆(定义) 

第一条(b)项    

     

W     

Warnings 警告     

− Audible 
声响 

第二十八条第 1
款、第三十四条第

1款 

   

− Luminous 
灯光 

第二十八条第 2至
3 款、第三十二条
第 3款、第三十四
条第 1款 

   

− Special lamps 
特别灯光 

第三十二条第 14
款、第三十四条第

1款 

   

Warning devices 警告装置  附件一，第

6 段，附件
五，第 5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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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欧洲协定 
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条 款 附 件 条 款 附 件 

Weight (see mass) 重量(见质量)     

Wearing of safety belt (see safety 
belts) 
佩戴安全带(见安全带) 

    

Windscreen washer 
挡风玻璃洗涤器 

 附件五，第

50段 
  

Windscreen and windows 
挡风玻璃及车窗 

 附件五，第

51段 
  

Windscreen-wiper 
挡风玻璃雨刷 

 附件五，第

49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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