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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运营管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长沙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电科微波通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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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地通信漏泄波导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地通信漏泄波导、漏泄波导的分类、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安装原则、验收规范和维修维护原则。 

本规范适用于地铁、轻轨、单轨等城市轨道交通及市域铁路领域，使用频率范围为1.7GHz-2.6GHz

的矩形漏泄波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450.2-1989          空心金属波导第2部分：普通矩形波导有关规范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9410-2008           移动通信天线通用技术规范 

GB/T 4028-2017           外壳防护等级标准 

TB/T 2846-2015           铁路地面信号产品振动试验方法 

TB/T 3058-2016           铁路应用机车车辆设备冲击振动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漏泄波导 

漏泄波导是在其宽面（或者窄面）通过缝隙实现波导内部的电磁波的均匀漏泄、达到射频能量双向

传播的矩形金属。漏泄波导的性能与缝宽、缝长和缝间距等参数有关。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P： 接入点（Access Point） 

CWT：同轴转换器（ Coaxial Waveguide Transmitter） 

LTE：长期演进系统（Long Term Evolution） 

LTE-M：基于LTE的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统（Long Term Evolution for Metro） 

RF：射频（Radio Frequency） 

RRU: 射频拉远单元（Radio Remote Unit） 

TAU: 列车接入单元（Train Acces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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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电压驻波比（Voltage Standing Wave Ratio） 

WGB：工作组桥 （Working Group Bridge） 

WLAN：无线局域网（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5 漏泄波导的应用场景及环境 

5.1 应用场景 

使用漏泄波导作为传输介质的车地通信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应用场景包括： 

a) 地下及隧道场景； 

b) 高架轨道场景； 

c) 地面轨道场景； 

d) 车辆段/停车场场景。 

5.2 应用环境 

使用漏泄波导作为传输介质的车地通信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应用环境包括： 

a) 无同频或邻频干扰传播环境； 

b) 两条共线轨道交通线路车地通信系统存在同频或邻频干扰传播环境； 

c) 两条轨道交通线路共站台情况下车地通信系统存在同频或邻频干扰传播环境； 

d) 存在非轨道交通业务系统无线信号的同频及邻频干扰传播环境。 

 

6 分类与命名 

6.1 型号命名 

漏泄波导型号命名规定如下图所示： 

 

 

 

版本序号：1－第一次修改； 

    X—2根组合型波导，交叉极化方式 

型式：    D—2根组合型波导，同极化方式 

 S—单根波导； 

频段：    a—1.7GHz～2GHz  

          b—2GHz～2.6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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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LWG—漏泄波导。 

6.2 标记示例 

频率范围为2GHz～2.6GHz，第一次修改的单根漏泄波导，示例为： 

漏泄波导   LWG-b-S-1 

7 漏泄波导特性要求 

7.1 外观质量 

漏泄波导外观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漏泄波导各部件的表面不应有凹坑、裂纹、锈蚀、毛刺等明显缺陷； 

a) 漏泄波导各部件的涂镀层应均匀，不应有脱落、划痕、流痕等明显缺陷； 

b) 漏泄波导各部件的外露器件应固定牢靠、无损伤。 

7.2 波导口径 

漏泄波导口径应符合GB11450.2-1989表3中BJ22的标准内截面尺寸信息。 

7.3 射频特性 

漏泄波导射频特性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漏泄波导射频特性 

项   目 
要   求 

1.7GHz～2GHz 2GHz～2.6GHz 

电压驻波比 ≤1.25 ≤1.25 

插入损耗 0.024dB/m～0.026dB/m 0.022dB/m～0.024dB/m 

耦合损耗 

 

58dB（50％局部耦合损耗的 

测量值应不大于此值） 

62dB（95％局部耦合损耗的 

测量值应不大于此值） 

60dB（50％局部耦合损耗的 

测量值应不大于此值） 

65dB（95％局部耦合损耗的 

测量值应不大于此值） 

7.4 低温 

漏泄波导在不低于-40℃±3℃的温度时的射频性能应符合 7.3 的规定。 

7.5 高温 

漏泄波导在不高于+70℃±3℃的温度时的射频性能应符合 7.3的规定。 

7.6 振动 

漏泄波导能够承受的共振扫频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共振扫频振动 

振 动 方 向 
振 动 频 率 范 围 

Hz 

振  值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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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    向 

10～500 3 横    向 

纵    向 

 

当漏泄波导无共振扫频时，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无共振的振动耐久 

振 动 方 向 
振 动 频 率 

Hz 

振  值 

g 

时  间 

min 

垂  向 

40 2 15 横  向 

纵  向 

 

当漏泄波导有共振扫频时，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有共振的振动耐久 

振 动 方 向 
振 动 频 率 

Hz 

振   幅 

mm 

时   间 

min 

垂   向 

最低频率共振点 4 4 横   向 

纵   向 

   

    漏泄波导承受振动过程中和承受振动后射频特性应符合 7.3 的规定。 

7.7 外壳防护 

漏泄波导的外壳防护等级应满足 GB/T 4208-2017 中 IP67 等级的防护要求。 

7.8 冰雪覆盖 

当上表面冰或冰雪混合物在波导漏泄面覆盖厚度小于5mm时，漏泄波导射频特性应符合7.3的规定。 

7.9 热胀冷缩 

长度为 100m 的漏泄波导环境温度每变化 1℃，伸缩位移应不大于 2.4mm。漏泄波导区段长度、伸

缩位移量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应根据公式（1）计算。 

        ∆L = L ∙ α ∙ ∆t  …………………………………………（1） 

式中  

α—线膨胀系数，取2.4 ×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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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漏泄波导长度(mm)； 

∆t—温度变化幅度（℃）。 

8 漏泄波导检验方法 

8.1 外观检查 

用目测法检查漏泄波导各部件的外观，其结果应符合 7.1的规定。 

8.2 电压驻波比测试 

将矢量网络分析仪的频率设置为测试要求的频率范围，选择 S11（或 S22），对端口 CWT进行校正

并测量，其结果应符合 7.3的规定。 

漏泄波导宜按照图 1布置测量，测试方法如下：  

a) 对测试馈线进行校准。 

b) 将负载接在漏泄波导一端，频谱分析仪接在另一端。 

c) 将矢量网络分析仪设置为测试要求的频率范围。选择 S11(或者 S22)测量。 

d) 对端口 CWT进行校正并测量。 

e) 其结果应该符合 7.3的规定。 

驻波比与回波损耗按照式（2）计算：  

回波损耗= −20dB × lg((VSWR− 1)/( VSWR + 1))…………（2） 

 式中： 

 VSWR——电压驻波比 

波导负载

CWT

矢量网络         

分析仪

1 2 …… n

                        图 1 电压驻波比测试连接图 

8.3 传输损耗测试 

传输损耗测试时，被测漏泄波导的测量长度L应不小于40m。应按图2进行校正，读取基准信号强度

𝑃𝐿1。应按图3进行测量，读取信号强度数值𝑃𝐿2。 

插入损耗按式(3)计算，其结果应符合7.3的规定。 

β = (𝑃𝐿1 − 𝑃𝐿2)/𝐿 ………………………………（3） 

式中： 

    β——传输损耗，dB/m。  

𝑃𝐿1——基准信号强度，dBm。 

𝑃𝐿2——测量信号强度，dBm。 

𝐿  ——接收天线中心与漏泄波导信号输入端（信号源一侧）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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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源 频谱仪

校准件校准件

 

                              图 2 传输损耗校正框图 

 

 
信号源 频谱仪

1 2 ······ n校准件 校准件
 

图 3 插入损耗测试框图 

8.4 耦合损耗测试 

漏泄波导耦合损耗采用信号源、频谱分析仪（或其它适用仪器）和波导接收天线进行测量。最小测

试漏泄波导长度宜为3m，可按图4进行连接，漏泄波导以辐射面向上的方向水平放置。使用波导接收天

线作为接收天线，保持波导接收天线辐射面朝下且其极化方向与波导一致，测试区域为漏泄波导两侧分

别距边缘大于1m的位置。测试时选择距漏泄波导正上方d=350mm处进行测试，波导接收天线在漏泄波导

上方沿漏泄波导长度方向平行移动，记录波导接收天线中心与CWT之间的距离D，同时读取频谱仪显示数

值𝑃𝐵。在测试区域内记录不少于5个位置上的数据并按式（4）计算耦合损耗，其结果应全部符合7.3的

规定。 

Lc = 𝑃𝐴 − 𝑃𝐵 + 𝐷 × 𝛽…………………………（4） 

式中： 

Lc——测试点处的耦合损耗，dB。  

𝑃𝐴——波导CWT输入功率，dBm。 

𝑃𝐵——接收天线收到的功率，dBm。 

D——接收天线中心与波导同轴转换之间距离，m。 

𝛽——传输损耗，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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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信号源

波导同轴转换

天线

频谱仪

波导负载

 

图 4 耦合损耗测试框图 

8.5 低温测试 

漏泄波导低温测试应按GB/T2423.1-2008的规定进行，其结果应符合7.4的规定。 

8.6 高温测试 

漏泄波导高温测试应按GB/T2423.2-2008的规定进行，其结果应符合7.5的规定。 

8.7 共振测试 

8.7.1 共振扫频试验 

共振扫频试验的振动频率范围及振幅大小应按表2的规定进行试验，其他试验条件应与

TB/T2846-2015相同，其结果应符合7.6的规定。 

8.7.2 无共振振动耐久试验 

无共振振动耐久试验应按表3的规定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7.6的规定。 

8.7.3 有共振振动耐久试验 

应按表4和TB/T2846-2015中8.1.5的公式计算有共振的共振扫频试验的2d（位移全振幅）值进行试

验，试验后再按表5的规定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7.6的规定。 

8.7.4 随机振动试验 

应按表 TB/T3058-2016 中 9类别 2规定的方法进行随机振动试验，其结果应符合 7.6的规定。 

8.8 外壳防护测试 

漏泄波导应按 GB/T4028-2017 中 13.1、13.4、13.6、14.1、14.2.7 方法进行防水防尘等级试验，其

结果应符合 7.7 的规定。 

9 漏泄波导检验规则 

9.1 检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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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泄波导的检验应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9.2 型式检验 

9.2.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或定型时。 

b) 转厂生产时。 

c) 生产满8年时。 

d) 停产满4年时。 

e) 材料、工艺、结构的变化足以影响性能时。 

9.2.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和要求应符合 8.5、8.6、8.7 的规定。 

9.2.3 判定 

检验中有任一项不合格应在排除故障后再次进行，试验结果仍不合格时，判定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9.3 出厂检验 

9.3.1 检验条件 

每套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漏泄波导应提供检验合格证。 

9.3.2 取样 

漏泄波导的出厂检验应按表5的规定进行取样。 

表5 取样规定 

检 验 项 目 取    样 

外    观 全    检 

输出功率 全    检 

电压驻波比 每个检验批任取10根 

插入损耗 每个检验批任取10根 

耦合损耗 每个检验批任取10根 

 

9.3.3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和要求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6 检测项目和要求 

序号 检查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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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观要求 ● ● 7.1 8.1 

2 射频特性 ● ○ 7.3 8.2、8.3、8.4 

3 低温试验 ● —— 7.4 8.5 

5 高温试验 ● —— 7.5 8.6 

6 共振扫频试验 ● —— 7.6 8.7.1 

7 振动耐久试验 ● —— 7.6 8.7.2、8.7.3 

8 随机振动试验 ● —— 7.6 8.7.4 

9 外壳防护 ● —— 7.7 8.8 

注1：注：“”为必检项目，“○”为可选检验项目；“——”为不检验项目。 

 
 

9.3.4 判定 

检验中有任一项不合格，应进行返修，返修后试验仍不合格时，判定出厂检验不合格。 

10 漏泄波导工程设计要求 

10.1 总体布置原则 

漏泄波导的安装位置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现场空间与环境的要求确定。在同一条线路布置中应选取

轨道外侧、轨道内测、隧道顶部中的一种或多种部署。漏泄波导宜安装在轨道的外侧，当外侧无法安装

时，可安装在轨道内侧，在隧道中可安装在隧道顶部。漏泄波导的安装位置与轨道动力电源线（700V～

1500V）的间隔距离应不小于 1500mm。 

10.2 道床处安装原则 

10.2.1 钢轨中央安装原则 

    在不影响信号系统应答器安装的状况下，漏泄波导可安装在轨道中间位置。漏泄波导应在水平和垂

直方向与钢轨平行，漏泄波导应不侵入车辆限界，并与车载接收天线保持垂直。漏泄波导顶面应低于钢

轨的轨面高度20mm～60mm。漏泄波导的信号输入端与基站的位置应尽量接近。与基站相连的两区段漏泄

波导输入终端顶面的距离间隔宜为700mm～900mm，参见图5。 

 

CWT CWT

基站

700mm~900mm

漏泄波导漏泄波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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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漏泄波导钢轨中央布置原则 

10.2.2 钢轨旁安装原则 

漏泄波导应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都与钢轨平行，漏泄波导横截面对称中心与钢轨截面对称中心的安装

距离宜为 260mm～460mm。 

漏泄波导顶面应低于钢轨的轨面高度 20mm～60mm。与基站相连的两区段漏泄波导安装在轨道同一

侧时，CWT 的距离间隔宜为 700mm～900mm，参见图 6。 

 

  

CWT CWT

基站

700mm~900mm

漏泄波导漏泄波导

 

图6 漏泄波导同一侧相连两CWT输入端间距 

当基站相连的两个漏泄波导区段安装在轨道两侧时，输入终端顶面的距离间隔宜为 0mm~300mm，

参见图 7。 

CWT

CWT

漏泄波导

基站

0mm~300mm

漏泄波导  

图7 漏泄波导不同侧相连两CWT输入端间距 

10.3 隧道顶部安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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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泄波导应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与钢轨平行。漏泄波导应不侵入车辆限界并与车载接收天线保持垂直。

漏泄波导的CWT与基站的位置应尽量接近，与基站相连的两区段漏泄波导CWT顶面的距离间隔宜为

700mm～900mm。 

10.4 车载接收天线布置原则 

车载接收天线宜采用平板天线形式。为保证接收信号质量，车载接收天线与漏泄波导漏泄面距离宜

为250mm～400mm。天线横截面中心线与漏泄波导漏泄面的横截面中心线偏移应小于200mm。 

10.5 小区末端漏泄波导布置原则 

漏泄波导组成的RF系统对于承载不同的通信技术可选择不同的切换模型。对于使用WLAN技术的

小区切换，漏泄波导宜选用在两个小区末端匹配波导负载、波导泄漏负载的形式在空间内进行切换，参

见图8。对于使用LTE-M技术的小区切换，漏泄波导宜选用两小区末端馈线贯通的形式在漏泄波导内完

成切换，参见图9。 

 

 
AP机箱

（含耦合器）
车载WGB 车载WGB

漏泄波导同轴转换器

车载天线

同轴转换器同轴转换器 同轴转换器负载漏泄负载

车载天线

AP机箱
（含耦合器）

 

图8 WLAN技术小区末端切换布置示意图 

 

 

RRU 车载TAU 车载TAU

漏泄波导同轴转换器

RRU

车载天线

同轴转换器同轴转换器 同轴转换器同轴转换器同轴转换器

射频电缆 车载天线

 

    图9 LTE-M技术小区末端切换布置示意图 

11 漏泄波导工程施工要求 

11.1 漏泄波导安装 

漏泄波导安装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 漏泄波导在安装前不能拆卸漏泄波导的防护罩。 

b) 地面和高架线路在雷雨、大风、扬尘、降雪等天气条件下应停止漏泄波导安装作业。隧道线路

漏泄波导的安装不受天气条件限制，但应做好施工环境的清理工作。 

c) 组织施工过程中，应避免漏泄波导断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若在一个工作日内未完成一个区

段的漏泄波导安装，应使用塑料袋等做好端面的密封，防止进水或者其他杂物。 

11.2 漏泄波导连接 

漏泄波导连接作业中应按如下要求执行： 

a) 漏泄波导单区段连接长度宜不大于 300m。 



T/CAMET XXXXX—XXXX 

 

 15 

b) 漏泄波导连接前应检查漏泄波导密封条是否完好、有无翘起。若漏泄波导出现密封条破损、翘

起现象，则应更换漏泄波导。 

c) 在漏泄波导连接前，应使用浓度为 99%的酒精浸湿棉纱，清洁漏泄波导内腔、波导法兰、中间

法兰，确保部件无灰尘等异物。 

d) 在使用螺钉固定时紧固力矩应达到安装指导文件的要求。 

11.3 漏泄波导支架原理及安装原则 

 a)滑动支架 

典型滑动支架由滑动支架安装底座、波导支架、限位片、漏泄波导保护套、调节螺丝以及膨胀螺栓

等部件组成。滑动支架的安装应满足如下要求： 

1) 滑动支架安装间隔应不大于 300mm。 

2) 滑动支架宜安装在远离接触轨侧，滑动支架中心距走行轨中心应不小于 360mm，安装误差应

不大于 10mm； 

3) 应使用膨胀螺栓或化学锚栓将滑动支架固定在整体道床或隧道顶部。 

 b)固定支架 

固定支架由滑动支架底座、滑动限位组件、调节螺丝及紧固螺丝等部件组成。固定支架的安装应

满足如下要求： 

1) 固定支架安装间距应不大于 100m。 

2) 固定支架宜安装在远离接触轨侧，固定支架中心距走行轨中心应不小于 360mm，安装误差应

不大于 10mm。 

3) 应使用膨胀螺栓或化学锚栓将固定支架固定在整体道床上。 

11.4 漏泄波导 CWT 端电缆固定方式推荐 

CWT端电缆固定方式如下： 

a) 射频电缆在连接到 CWT后应使用线缆夹和漏泄波导线缆固定架对射频电缆进行固定。  

b) 射频电缆应保留不小于 1000mm的伸缩余量。 

12 施工验收要求 

12.1 外观验收要求 

宜用目测法对已安装漏泄波导各部件的外观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7.1的规定。 

12.2 安装验收要求 

12.2.1 漏泄波导安装验收要求 

应对漏泄波导的安装位置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10的规定并与施工图纸一致。 

12.2.2 支架安装验收要求 

应对漏泄波导支架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11.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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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电缆安装验收要求 

应对电缆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11.4的规定。 

12.3 射频特性验收要求 

漏泄波导安装完成后，应按8.2要求对所有漏泄波导进行电压驻波比测试，其结果应符合7.3的规定。 

13 漏泄波导维修维护原则 

13.1 维护周期及内容 

系统验收完成后应定期对漏泄波导进行维修维护，参见表 7。 

表 7 检查维护表 

项目 

维护周期 维护内容 备注 

1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外观清洁   √ 

每月都定期进行清理灰

尘、杂物，使产品表面

无杂物等。 

 

波导同轴

转换接头 
 √  

每半年检查波导同轴转

换两个接头与电缆的紧

固情况，检查密封胶带

是否完好。 

 

法兰罩及

扎带 
 √  

每半年目视检查法兰罩

及扎带的紧固情况，如

有松动或断裂按要求绑

扎固定。 

 

 

连接螺栓 

 

 √  

每半年定期检查漏泄波

导与波导同轴转换、波

导负载、漏泄波导之间

的连接螺栓以是否松

动、如松动按规定力矩

锁紧 

 

滑动支架  √  

每半年定期检查滑动支

架连接螺栓及膨胀螺栓

的紧固情况，若出现松

动按规定力矩紧固 

 

射频电缆  √  

每半年定期检查射频电

缆、转辙机射处频电缆、

人防门、防淹门处馈线

胶带紧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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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维护周期 维护内容 备注 

固定支架   √ 

每年定期检查固定支架

的螺栓情况以及固定波

导法兰处是否形变 

冬天一次或夏天

一次 

漏泄波导

末端信号

强度检测 

  √ 

每年期从车载接收端检

测各个小区末端的漏泄

波导信号强度数值变化 

若小区末端的漏

泄波导信号强度

有 3dB 以上的明

显变化，则应拆卸

漏泄波导输入端

进行射频指标的

详细检测与排查 

 

13.2 漏泄波导使用寿命 

综合考虑漏泄波导的材质、使用环境等因素的不同，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生命周期，漏泄波

导使用寿命应不低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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