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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地通信漏泄波导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本规范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一次团体标准修订计划的通知》编制，

计划编号为201802-T-0004。 

2 工作组简介 

2.1 编制工作组参编单位 

本规范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北京交通大学、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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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2.2 编制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表 1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装饰装修工程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1 于涛 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参编 

2 李宇杰 高工 参编 

3 张衡 高工 参编 

4 刘硕 助工 参编 

5 霍苗苗 高工 参编 

6 赵辉 高工 参编 

7 刘琦 高工 参编 

8 于波 工程师 参编 

9 梁嘉 高工 参编 

10 卢丹蕾 工程师 参编 

11 何雅丽 工程师 参编 

12 高翔 工程师 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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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红礼 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参编 

14 蒋海林 副教授 参编 

15 王洪伟 副教授 参编 

16 周巧莲 教授级高工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 

17 洪海珠 高工 参编 

18 张立东 高工 参编 

19 肖利君 高工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 

20 廖理明 高工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 

21 陈伟 高工 
中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编 

22 曾广坤 高工 参编 

23 杨雪涛 高工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 

24 李士东 高工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参编 

25 杨福慧 高工 

中电科微波通信（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参编 

26 陈俊华 高工 参编 

27 徐凡 高工 参编 

28 尹柯伟 工程师 参编 

29 谢雷 高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参编 

30 褚丽 工程师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 

31 王浩然 高工 
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参编 

32 张路昊 高工 参编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1、提案阶段（2018.05） 

成立标准编制筹备小组、填写标准项目立项申报书，上报中城轨。拟定编制工作大纲初稿，编写规

范建议稿。 

2、立项阶段（2018年06～07） 

参加中城轨团体标准立项审查工作。 

3、起草阶段（2018年08～12） 

根据中城轨下达的2018年度团体标准项目制定计划，主编单位拟定标准编制工作大纲，起草规范建

议稿。 

召开第一次标准编制工作会议：成立标准工作组、讨论及确定规范工作大纲、讨论并通过规范建议

稿作为编制初稿。 

4、征求意见阶段（2019年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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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05，首先完成对规范初稿的内部征求意见，然后按计划调研走访国内主要城市的轨道交

通车站建设及运营情况，在总结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经验基础上，参考各地铁公司成功方案，汇

编调研意见。 

2019年07-12月，根据规范初稿的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编写征求意见稿编

制说明。 

2020年1-5月，上报中城轨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进入公开征求意见。 

5、汇总征求意见处理阶段（2020年06-07月）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标准编制原则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3）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4）标准编制格式符合GB/T 1.1-2009规定； 

5）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要求； 

6）结合国内地铁设计、施工、运营特点； 

7）吸收国内主要城市相关单位的成功经验。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项目所描述漏泄波导遵循“GB11450.2-1989空心金属波导第２部分：普通矩形波导有关规范”中

机械要求、电气试验和附加试验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关于波导的标准只是针对于非泄漏型传输波导机械、电气性能的描述与规定，对于漏泄

波导的性能要求、检验规则与方法、布置规则、施工安装原则及维修维护原则等内容尚未进行系统的梳

理与规范。由于不同系统、不同生产商之间对于漏泄波导的性能要求、检验方法和规则、维护原则等方

面存在着不少的区别，这种差别给运营维护部门对漏泄波导的验收、维护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增加了学

习和执行的成本。 

因此通过编写的《城市轨道交通车地通信漏泄波导技术规范》对漏泄波导的命名、性能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安装原则、系统验收等内容进行规范可作为未来漏泄波导技术在

轨道交通行业发展的基础。 

5 规范主要技术内容与说明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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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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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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术语与定义 

参照漏缆的定义原则，定义了漏泄波导。 

5.4 漏泄波导的应用场景及环境 

根据行业经验，梳理了波导的应用场景及使用环境。 

5.5 分类与命名 

根据波导管频段和极化方式的不同，对波导管的分类与命名进行了规定。 

5.6 漏泄波导特性要求 

漏泄波导的外观质量、口径、射频特性等技术参数参考主要GB 11450.2-1989标准进行了规定。 

漏泄波导的高低温性能主要参考了GB/T 2423.1-2008、GB/T 2423.2-2008标准进行了规定。 

漏泄波导的振动性能参考了TB/T 2846-2015标准进行了规定。 

漏泄波导的外壳防护性能主要参考了GB/T 4028-2017标准进行了规定。 

漏泄波导管的冰雪覆盖性能主要参考了课题组开展的相关试验结果进行规定。 

5.7 漏泄波导检验方法 

漏泄波导的外观质量、口径测量方法主要采用目测法进行测量。 

漏泄波导的电压驻波比、传输损耗、耦合损耗测试方法参照GB/T 9410-2008标准进行。 

漏泄波导的高低温测量方法主要参考GB/T 2423.1-2008、GB/T 2423.2-2008标准进行。 

漏泄波导的振动测量方法主要参考TB/T 2846-2015标准进行。 

漏泄波导的外壳防护测量方法主要参考GB/T 4028-2017标准进行。 

参考课题组开展的相关试验结果进行规定。 

5.8 漏泄波导检验规则 

漏泄波导的检验应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其检测方法及检测标准主要参考了业内生产厂家的厂

内检测方法及标准。 

5.9 漏泄波导工程设计要求 

漏泄波导的工程设计要求主要参考了行业多家设计院的设计要求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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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漏泄波导工程施工要求 

漏泄波导的施工要求主要参考了行业多家施工单位的施工要求以及工程验收要求进行规定。 

5.11 漏泄波导维修维护原则 

波导管维护原则主要参考了多家运营单位运营维护的相关要求进行规定。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的实际需求,通过本规范的研究对漏泄波导的命名、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安装原则、系统验收等内容进行规范可作为未来漏泄波导技

术在轨道交通行业发展的基础。 

预期经济效果主要包括： 

（1）对漏泄波导外观质量、射频特性、外壳防护等性能进行研究和规范化，指导未来漏泄波导采

购、检验工作，简化工作复杂性，降低成本。 

（2）通过对漏泄波导的测试与研究，提出漏泄波导的维修维护原则，降低运营维护人员对漏泄波

导设备的学习及维护难度。 

 (3) 通过对漏泄波导的测试与应用研究，提出漏泄波导的应用场景、应用环境及部署原则，在轨

道交通应用中，可以充分考虑利用漏泄波导的抗干扰性，解决共线路、共站台、高电磁干扰复杂环境的

部署问题。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主要采用国内标准及相关行业标准，暂未采用国际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制定后拟为推荐性标准 ，标准制定后将在北京地铁、成都地铁、长沙地铁等国内相关单位进

行指导，标准制定后逐步向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进行推荐使用。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