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轨先行工程先进性、安全性、经济性分析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1 年 2 月 22 日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轨交通的指示精神，落实《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顺应智慧交通发展趋势，城轨交通行业正在推进
城轨信息化、发展智能系统、建设智慧城轨。
什么是智慧城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智慧城轨
发展纲要》明确的内涵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成果与城轨交通深度
融合，经自主进化，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中国
式新一代智慧化城市轨道交通。
智慧城轨建设尚处在初始阶段，已经建成的智能智慧系统，
是否比传统城轨更加安全可靠、更加出行便捷、更加运营高效、
更加绿色环保、更加经济实惠，从而推动城轨交通高质量发展，
为行业内外关注。为此，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对 5 个先行工程
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初步分析表明：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
合理，成效明显。
（一）
北京燕房线全自动运行工程——作为国家发改委自主创新
示范工程，突破了城轨交通的“卡脖子”技术，开创了我国自主
化城轨交通全自动运行的先河，技术水平国际先进，运营安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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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升，初期投资有所增加，运营成本有所降低。
该工程，攻克了长期由少数外商垄断的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研制了成套技术装备，提高了运输能力和服务质量,运行准点率
达到 99.992%，成为继法、德、日之后又一掌握全自动运行技术
的国家，跻身世界轨道交通先进国家行列。
全自动运行系统减少了人为误操作，提高了运营安全性。
2020 年服务可靠度（线网 5min 及以上延误事件平均运营里程）
较北京地铁路网平均水平高 41.6%，安全可靠性大幅提升。
燕房线按传统地铁建设，主线线路（14.4 公里）工程建安
费和车辆购置费概算 428138 万元；增加全自动运行功能后，增
加投资近 7000 万元，占 1.63%，每公里增加投资 486 万元。全
自动运行线路牵引能耗降低 5%，同等运行间隔的配备车辆数减
少 20%以上。综合运营成本降低 15%左右，经济性较好。
自主研发的这套系统，运营 3 年的实践证明，具有较高的安
全性，已占有国内市场 31%的份额（若包括随后开发的其他自主
研发全自动运行产品达到 51%）并已具备向运输强度更高线路推
广使用的条件。此成果参加了秘鲁利马地铁、纽约地铁和香港市
区线的投标竞争，发展前景良好。
（二）
重庆 CBTC 互联互通工程——作为国家发改委示范工程，攻
坚克难，全球首创了跨线运行的 CBTC 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城轨
交通互联互通运营，提高了服务水平，提升了运营效能，还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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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资。
重庆地铁攻克了 CBTC 跨线、贯通、越行等世界城轨一直在
努力竞相攻克的互联互通运营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由 4 条线
路（总里程 136 公里）、4 种信号制式的基于 CBTC 互联互通，
满足了乘客跨线直达便捷出行需求，平衡、增加了线路之间的运
能，共享了车辆、基础设施、能源和维修资源，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网络化运营，大幅提升了运营效能和经济效益。
工程增加 5 条联络线投资 300 万元和 CBTC 互联互通交叉测
试平台及开发测试软件投资 1.2 亿元；节省配属列车 10 列、60
辆，节约购置费 4.5 亿元，还可减少 35%车场生产用地面积，提
高平峰时段运行列车的满载率，总体上节约了大笔投资。
CBTC 互联互通交叉测试平台,现为 4 条线路服务，以后可为
全市上千公里巨网服务；同时已成为 CBTC 互联互通认证授权实
验室，可为全行业服务；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已颁发团体标准，
现已有 20 多个城市的 50 余条线路正在筹建互联互通工程，届时
将获得更加显著的规模效益。
（三）
上海智能运维工程——作为国家发改委示范工程，实现了运
维体制和技术的创新，初期投资有所增加，运维效率大幅提升，
运维成本眀显下降，车辆可靠性、运营可靠度和列车准点率提升
后的经济收益更加明显。
示范工程由车辆、通号、供电三大智能运维系统构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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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每公里增加 158.5 万元，其中车辆专业 56.6 万元/辆、通号
专业 48.1 万元/公里、供电专业 53.8 万元/公里。
示范工程实现了由单一专业维修向多专业综合维修的管理
创新、传统的计划修向状态修体制创新、传统维修向智能维修的
技术创新。一是车辆专业，故障判断由传统方式 120 分钟以上缩
短为 2 分钟，轨旁检测由 2 人每列车 80 分钟缩短至 40 分钟，车
辆可靠性指标 MDBSF（平均无故障运行里程）提升 15%。二是通
号专业，车載可靠度提升 71%，运营可靠度提升 35%，列车准点
率大幅提高。三是供电专业，供电故障录波调取由人工方式 10
分钟缩短为远程调取 2 分钟，变电所巡检由传统的每 4 天一次提
升为每天 6 次。运维智能化水平和运营可靠度明显提升。
（四）
广州地铁、深圳地铁和上海地铁的智慧车站——大幅提升乘
客服务质量和设备运营效率，全生命周期运营成本投入产出效益
明显（10 年全生命周期节省资金占初期投资 140-150%）。
广州地铁改建和新建各 1 座智慧车站，实现“一个平台+四
组应用（综合信息发布、智能客流引导、智慧安防、智慧站务）”，
促进广州地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深圳地铁改建 2 座智慧车站，实现行程规划、站內导航、信
息发布、语音购票、快速安检、无感过闸等乘客服务，车站管理
以及车站设备智能检测检修。
上海地铁新建 5 座智慧车站，实现智能开关站、智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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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乘车引导等核心功能创新，有效提升车站运营管理效能。
运营初期经济效益测算，如下表：
企业
名称
广州
地铁
深圳
地铁
上海
地铁

改建/新建
(站数)

前期投资
(万元/站)

1/1

运营期节省投资（万元/年）
人力

节能

维修

929.7

46.1

10.0

5.9

2/

1289.0

78.7

22.3

34.7

/5

360.0

45.0

10.0

广告

其他

合计
62.0

27.7

17.8

降低新
10 年全
线建设
生命周
成本
期节省
（万元） (万元)
723.0

1343.0

144

181.2

1812.0

141

55.0

550.0

153

随着技术成熟度和应用水平的不断提高，管理体制机制和智
慧化项目的深度融合创新，智慧化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加显著。
（五）
呼和浩特和太原城轨云平台——城轨云平台既是智慧城轨
又是网络化运营的支撑基础，是城轨交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
条件。
建设城轨云和大数据平台，实现城轨业务的集中承载，计算、
储存、网络和安全资源的按需分配、动态调整和资源共享，减少
设备数量和用房面积，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总能耗，实现故障
精准处置，提高安全可靠性，节省运维人员降低人力成本。
呼和浩特地铁依托 1、2 号线（49 公里）构建城轨云和大数
据平台及网络管理中心等，总投资为 1.35 亿元左右。相应减少
传统城轨信号、综合监控、售检票等专业系统投资 1.3 亿元左右，
总体上没有增加工程投资，并为 3、4、5 号线预留条件，届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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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初期
投资
（%）

可节省投资。自 2019 年底运营以来，平峰和高峰时段计算资源
利用率分别提高 20%-30%和 50%，
存储和网络资源利用率提髙 30%
以上，人力成本节约近 50%。
太原地铁依托 2 号线（23.65 公里）建设城轨云和大数据平
台投资 1.0997 亿元，相应减少传统城轨信号、综合监控和售检
票等专业系统投入 4293 万元，品迭后净增投资 6704 万元。承载
第 2 条线路时增建网络安全管理中心投资 1000 万元左右，增减
品迭后净增投资减为 3400 万元左右；承载第 3 条线路后基本持
平。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我国银行、政务、公安和
能源等领域，其先进性和成熟度得到普遍认可。城轨云和大数据
平台以及网络安全等相关技术规范，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组
织业界 100 多个单位，160 多位专家编制的，并在实验室验证，
应用的实践也证明：城轨云平台运行稳定可靠，技术是成熟、安
全的。现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和武汉等 20 多座城
市将普遍采用城轨云技术，以此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智慧化建
设。

上述先行工程是当前智慧城轨建设中实施的最大的 5 个智
能智慧系统，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整体性。
先行工程反映的创新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乘客服务质量
大幅度提升和运营效率显著提高，表明智慧城轨技术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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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工程反映的技术装备可靠性有所提高，运营可靠度得到
提升，表明智慧城轨技术的安全性。
先行工程分析经济性时，既将初始投资落到细分项目上，还
重视了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一是投入产出效益分析，如云平台分
析了提高计算、储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和人工成本的经济效益；
二是波及效益分析，如云平台分析了相关联的信号等五个专业投
入的减少情况；三是网络化效益分析，如云平台分析覆盖一条线
时投入比较大，覆盖二、三条线以上时，只增加很少或不增加投
资，再扩大覆盖面则可减少投资；四是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如
智 慧 车 站 10 年 全 生 命 周 期 成 本 节 约 费 用 为 初 期 投 资 的
140%-150%。五是若制定主要智能智慧系统的基本规范（协会制
定的城轨云体系规范即将全部完成），各城市在规范基础上因地
制宜优化功能要素，还可控制初始投资，实现远近经济能效的更
优化配置。通过全面分析，表明智慧城轨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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