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080.20 

A02 

中 国 国 际 贸 易 促 进 委 员 会 

商 业 行 业 分 会 团 体 标 准 
 

T/CCPITCSC 00X—2017 

 

外卖配送服务规范 

Specifications for take-out delivery service 
 

（2017 年 7 月 19 日征求意见稿） 

2017-XX-XX 发布 2017-XX-XX 实施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 发布 

CCPITCSC 





T/CCPITCSC 006—2017 

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XX/T XXXXX—XXXX 

1 

外卖配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外卖配送服务的服务机构要求、服务人员要求、服务流程、异常情况处理、服务

质量控制和服务质量持续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外卖配送机构以自营物流或第三方物流方式提供的与餐饮外卖配送服务相关的

活动，配送其他商品可参照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外卖 take-out 

    以互联网或电话为媒介，连接用户与线下餐饮、零售或服务类企业，借助互联网或电话信息平

台，以资源整合为核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商品或服务信息以及便捷的非现场

购买服务，使用户可以足不出户进行线上订餐或订购商品，并享受对应之服务。 

 

2.2 外卖配送 take-out delivery 

为外卖（2.1）提供同城范围内的点对点的物流服务，主要包括：接单、取货、配送、交货等

环节。 

 

2.3 外卖配送员 take-out delivery clerk 

    提供外卖配送（2.2）服务的从业人员。 

注：也称为“骑士” 

 

2.4 站长 supervisor 

从事外卖配送员协调与管理工作的人员 

 

2.5 餐品 food products 

外卖配送员所配送的食品。 

 

2.6  配送箱 case for delivery 

用于盛装餐品（2.4）并保持食物温度和鲜度，同时确保食物卫生安全的送餐装备。 

注：也称为“餐箱” 

 

2.7 准时 accuracy 

用户在平台订餐后，外卖配送员在用户期望时间点将餐品送达到用户，正负误差5分钟。 



 

 

2.8 订单准时率 on time delivery rate of order 

准时送达的订单在总完成订单中的占比。计算方法为：（准时订单量/总完成单量）×100% 

 

2.9 单均配送时长 average time for delivery 

订单配送完成所用平均时长。计算方法为：完成单配送时长总和/总完成单量 

 

2.10 智能调度 Intelligent Dispatch 

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平台结合用户当前订单信息、外卖配送员运力信息，基于用户体验和信

息技术平台运力效率，采用机器学习的手段，并提供一种高效物流订单分配方案。 

3 服务机构要求 

3.1资质要求 

外卖配送机构应具备如下资质条件： 

a) 具备企业法人资质，注册资金不低于100万元。 

b) 具有固定办公场所。 

c) 具有规模化的外卖配送员队伍。 

d）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卖配送机构应具备的资质条件。 

 

3.2服务设施要求 

3.2.1 外卖配送用车 

    外卖配送用车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a) 电动自行车应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 17761-1999)的要求。 

b) 自行车应符合《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T 19994-2005)和《自行车安全要求》(GB 

3565-2005)的要求。 

c) 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1.5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过车把0.15

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0.3米。 

3.2.2 配送箱 

a) 配送箱材质应使用对人体完全无害，可降解可循环利用的材料，材质应为EPP高性能泡沫和

1680D防水牛津布。 

b) 配送箱应具有耐热性、耐低温、稳定性、缓冲性、耐腐蚀的特性，易于运输和携带。 

c) 配送箱规格可分为43L配送箱（尺寸：内径42×31×33 cm、外径50×40×40 cm）和18L配

送箱（尺寸：内径34×22×24 cm、外径40×29×32 cm）。 

d) 配送箱清洁、消毒频率应不低于每日1次。消毒后且未经使用的配送箱内表面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以下指标要求：菌落总数不高于100 CFU/cm2，大肠菌群不得检出。 

e) 配送箱应每年更新1次。 

f) 配送箱宜建立一箱一码的统一编码规则，便于追溯与回收。 

3.2.3 头盔 

a) 头盔根据外卖配送用车类型分为电动自行车头盔和自行车头盔。 

b) 头盔应符合《摩托车乘员头盔》（GB 811-20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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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信息技术服务平台要求 

3.3.1 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应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3.3.2 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应符合《信息技术 服务管理 第1部分：规范》（GB/T 24405.1-2009）

和《信息技术 服务管理 第2部分：实践规则》（GB/T 24405.2-2010）的要求。 

3.3.3 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应包括用户体系、商户销售体系、商业智能体系和智能调度系统。 

3.3.4 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应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采用相应的软件和硬件技术保证客户信息

安全。 

 

4 服务人员要求 

4.1 外卖配送机构应配备满足服务需求的外卖配送员、站长、调度人员、客户服务人员和信息

技术平台运营维护人员等。任职要求见附录 A。 

4.2 外卖配送机构在录用外卖配送服务人员时应进行必要的身份审核。 

4.3 外卖配送机构应对外卖配送服务人员组织岗前培训，采用线上线下双重培训，并通过在线

考试（含理论与实操）。 

4.4 外卖配送机构在使用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员工时，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 

4.5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对外卖配送服务人员的要求。 

 

5 服务流程 

用户下单、商户确认订单后，外卖配送服务流程可分为外卖配送员接单、取餐和送餐，具体要

求见附录 B。 

6 异常情况处理 

外卖配送取餐异常处理、送餐异常处理和紧急事件应对的要求见附录 C。 

7 服务质量控制 

7.1 外卖配送机构应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审查登记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食品安全投

诉举报处理制度和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制度等。 

7.2 外卖配送机构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合规管理体系和品牌管理体系，符合《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1-2016）和 ISO 19600：2014的要求。 

7.3 外卖配送机构应建立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外卖配送员情况监控、城市运营情

况监控、物流核心指标完成情况监控、每日订单完成情况监控、物流运营突发异常数据监控、项目

执行情况监控、风险控制数据监控等。 

7.4 外卖配送服务的订单准时率应不低于 98%，配送时长应不超过 30分钟；因不可抗力或其

他不可归责于外卖配送机构的因素除外。 

7.5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卖配送机构应具备的服务质量控制措施。 

 

8 服务质量持续改进 



 

 

8.1 外卖配送机构应按照《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处理投诉指南》（GB/T 19012-2008）的

要求建立投诉处理系统。 

8.2 外卖配送机构应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建立服务评价管理机制，按照《顾客满意测评通则》

（GB/T 19039-2009）的要求，定期收集来自内外部的评价信息并加以分析。 

8.3 外卖配送机构应分析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制定措施，持续改进，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8.4 外卖配送机构宜按照《企业质量信用报告编写指南》（GB/T 31870-2015）的要求，定期

编写并主动向社会发布企业质量信用报告，勇于树立企业形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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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服务人员要求任职要求 

服务人员 任职要求 

外卖配送

员 

应年满 16周岁，身体健康； 

应熟练使用外卖配送用车； 

应持有劳动合同履行地的食品卫生健康证； 

应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并熟练使用即时通讯软件与电子地图。 

站长 

应年满 16周岁，身体健康； 

应具有外卖配送工作经验或者相关工作经验一年（含）以上； 

应持有劳动合同履行地的食品卫生健康证； 

应熟练操作办公软件，熟悉各项职能操作； 

应具有一定的管理和协调能力。 

调度 

应年满 16周岁，身体健康；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应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应具有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 

客户服务

人员 

应年满 16周岁，身体健康； 

应具有良好的语言与文字沟通能力，普通话标准； 

应熟练使用客户服务的设备与系统，掌握客户服务操作规程。 

信息技术

平台运营

维护人员 

应年满 16周岁，身体健康； 

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应熟练操作、维护和管理信息技术平台； 

应熟悉保密法规和有关信息安全管理规定。 

 



 

 

附录 B  

服务流程要求 

1 用户下单 

1.1 用户通过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向商户下单。 

1.2 对于线上支付的订单，用户应在下单后及时通过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完成支付。 

 

2 商户确认订单 

2.1 商户应在用户下单后10分钟内确认订单。 

2.2 商户应在确认订单后即刻根据订单要求制作餐品。 

 

3 外卖配送员接单 

3.1 外卖配送员应在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派单后5分钟内接单。 

3.2 外卖配送员若未及时接单，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应在5分钟时电话提醒外卖配

送员；若电话提醒后外卖配送员仍未接单，站长应及时联系外卖配送员提醒接单。 

3.3 外卖配送员如遇到无法及时接单的情况，外卖配送员或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应

及时联系站长改派。 

 

4 外卖配送员取餐 

4.1 外卖配送员应在接单后即刻前往商户，抵达商户后应及时在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

台上确认。 

4.2 外卖配送员取餐时应携带配送箱，进入餐厅后有序取餐，禁止大声喧哗或影响其他顾客选

餐，过程中不得将配送箱放于地上。 

4.3 外卖配送员应向商户服务人员报述订单信息，出餐后应核对内容、数量、特殊要求和金额

等信息。如属于线下支付的订单，外卖配送员应在确保无误后向商户付款。 

4.4 外卖配送员应将饮料汤杯等放入杯托中，将冷餐热餐用隔温板分隔，汤羹菜品宜建议商户

使用保鲜膜包装后再扣盖以防止遗撒。 

4.5 外卖配送员核餐完毕后，与商户服务人员当面完成餐品的封口，即使用统一设计的封口贴、

完好工整地贴于包装袋打结处，同时双方签字确认。 

 

5 外卖配送员送餐 

5.1 外卖配送员应到达订单指定位置，停车后携带配送箱上门配送。若订单指定位置为禁入地

点，外卖配送员到达指定位置后，应联系用户出来取餐。 

5.2 外卖配送员到达用户门口，应礼貌敲门，若无人响应，应电话或短信联系用户。 

5.3 待用户开门后，外卖配送员应双手递餐，向用户报述订单信息，并当面核对餐品。如属于

线下支付的订单，外卖配送员应与用户当面结清。核对无误后致谢离开。 

5.4 外卖配送员不得进入用户家中、收取小费、调侃用户等。 

5.5 订单如参与超时赔付，外卖配送员到达用户地址后（但用户不在），应通过外卖配送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即刻电话或短信联系用户，并以此时间节点作为是否参与赔付的界定基准（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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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提示为准）。线上支付则原渠道退款，线下支付则按外卖配送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平台提示收取餐费。 

  



 

 

附录 C  

异常情况处理要求 

1 取餐异常处理 

1.1 因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异常导致用户订单超区，外卖配送员应反馈至调度人员，

调度人员核实后取消。 

1.2 外卖配送员因电动自行车没电、备用金不足、事故、订单过多等原因导致订单需要改派时，

外卖配送员应向站长报告，站长结合实际情况予以改派。 

1.3 因折扣、四舍五入、餐盒等原因导致价格不一致时，外卖配送员应争取按照外卖配送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平台上的价格付款，如果商户同意，应告知商户联系客服服务人员修改；如果商户不

同意，外卖配送员应向调度人员报告，同时在手机上修改订单备注，保存好有效票据，统一报给财

务。 

1.4 外卖配送员到达商户后，如果发现用户所点餐品商户无法提供，外卖配送员应联系或协调

商户联系用户确认取消或者换餐，并将情况报给站长，由站长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反馈。 

1.5 如果商户出餐速度慢，外卖配送员应先打电话安抚用户，再将情况报给站长，由站长通过

即时通讯软件反馈，并通过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进行线上反馈。 

 

2 送餐异常处理 

2.1 因餐品倾洒、送错或漏送导致用户退餐，外卖配送员应向站长报告，由调度人员备注处理。 

2.2 取餐后联系不上用户，外卖配送员应在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上登记。 

2.3 如在登记后120分钟内与用户取得联系，外卖配送员应完成配送任务。如登记后120分钟无

法与用户取得联系，外卖配送员可终止配送任务。 

2.4 取餐后接到用户电话要求取消订单，外卖配送员应电话联系调度人员，调度人员联系用户

核实并处理。 

 

3 紧急事件应对 

在岗期间，如遇到应立即停止接单的突发事件，如电动自行车没电、手机没电、车辆故障、手

机故障、交通事故、身体不适、临时请假等，外卖配送员应在外卖配送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平台上登

记，若有订单未完成，外卖配送员应及时联系站长改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