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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交通道岔》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18 年第一批一次

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18〕024 号），由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组织《跨座式单轨交通道岔》（201803-T-0008）标准的制订工作。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协作单位包括：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中心、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重庆市

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浦镇庞

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重庆华渝重工机电有限公司、重

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芜湖力钧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工作组由 13 家单位组成，其中主编单位为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协作单位名单见本文件 1.2。编制工作组成员构成涉及道岔从设计到运营各阶段

实施单位，包括跨座式单轨道岔研究单位、工程设计单位、产品供货或生产单位、工

程建设或运营管理单位、施工安装单位；涉及单位涵盖跨座式单轨道岔行业内各主要

单位。其中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市轨

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为跨座式单轨道岔研究单位、工程设计单位，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为

跨座式单轨的建设或运营管理单位，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重庆华渝重工机电有

限公司、芜湖力钧轨道装备有限公司为跨座式单轨道岔的生产或供货单位，重庆单轨

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跨座式单轨道岔施工安装单位。编制组成员的构成为实现本

标准制定的道岔类型全覆盖、阶段全覆盖的编制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于胜利、解丽霞、武农、张建东、李琦、李卓然 

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崔殿华、刘俊、郭子煜 



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汪毅明、魏巍、聂东晖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刘宏伟 

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韦胤、黄坤林、姚远 

重庆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崔桂林、陈风齐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吉敏廷、牛均宽、余锋、张耀红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欧阳博涵、张坤、李龙 

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王良良、陈源、杨锐、赖锦堂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刘华、王义磊 

重庆华渝重工机电有限公司 吴宝昌、杨再强、刘伟、谭凌潇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秀江、卓杨旭 

芜湖力钧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王冬、周训霖 

本标准章节及分工如表 2 所示。 

表 2  章节及分工 

章节 章节名称 章节负责单位 参编单位 

 前言 

中铁设计 

 

 引言  

1 范围 各参编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各参编单位 

3 术语和定义 各参编单位 

4 道岔类型   

4.1  道岔分类 中铁设计 各参编单位 

4.2  关节型道岔 宝桥 
科工、比亚迪、重庆轨道院、华渝、中

铁设计 

4.3 关节可挠型道岔 华渝 重庆轨道院、中铁设计、宝桥 

4.4 换梁型道岔 
中铁设计 

浦镇庞巴迪、科工、芜湖轨道、芜湖运

达、 

比亚迪 

4.5 枢轴型道岔  

4.6 平移型道岔 重庆轨道院 华渝、中铁设计 

5 总体技术要求   

5.1  使用环境条件 

中铁设计 
宝桥、科工、浦镇庞巴迪、比亚迪、重

庆轨道院、华渝 

5.2  功能及组成要求 

5.3  基本参数要求 

5.4  基本载荷 

5.5  主要材料及构件要求 中铁设计 宝桥、科工、浦镇庞巴迪、比亚迪、 

http://www.baidu.com/link?url=ms81pe3q-njJ7VIgiU8VPPFL8dDDpDFNvTxvHXn8QSy


章节 章节名称 章节负责单位 参编单位 

5.6  结构、构件连接要求 重庆轨道院、华渝 

5.7  
外观、防腐及走行面防滑要

求 
宝桥 中铁设计及各参编单位 

5.8  供电电源、防雷及接地要求 

5.9  设计使用年限及可维护性 

5.10 安装及布置要求 

中铁设计 各参编单位 5.11 低温适应性 

5.12 与相关专业接口 

6 主要部件、系统技术要求   

6.1 道岔梁及固定段 

中铁设计 
宝桥、浦镇庞巴迪、科工、重庆轨道

院、比亚迪、华渝 

6.2  台车 

6.3  固定端转动装置 

6.4 驱动装置 

6.5 锁定装置 

6.6 梁间连接装置 

6.7 
底板、预埋件、走行轨及台

车车挡 

6.8 接缝板 

6.9 导向面、稳定面挠曲装置 华渝 重庆轨道院、中铁设计 

6.10 导向机构 重庆轨道院 华渝、中铁设计 

6.11 道岔控制装置 浦镇庞巴迪 

宝桥、科工、比亚迪、华渝、重庆轨道

院、中铁设计、重庆轨道公司、芜湖轨

道公司、芜湖运达 

7 试验   

7.1 
驱动装置、锁定装置及挠曲

装置试验 

中铁设计 

宝桥、浦镇庞巴迪、科工、比亚迪、华

渝、重庆轨道院、重庆轨道公司、芜湖

轨道公司、芜湖运达 

7.2 控制装置试验 

7.3 道岔功能调试及试验 

7.4 道岔连续运转试验 

7.5 道岔静载试验 

7.6 道岔动载试验 

7.7 道岔联调试验 

7.8 型式试验的条件及要求 



章节 章节名称 章节负责单位 参编单位 

8 检验 中铁设计 

宝桥、浦镇庞巴迪、科工、比亚迪、华

渝、重庆轨道院、重庆轨道公司、芜湖

轨道公司、芜湖运达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宝桥 
重庆轨道公司、芜湖轨道公司、芜湖运

达、浦镇庞巴迪、比亚迪、华渝 

9.2 包装、运输及贮存 浦镇庞巴迪 宝桥、科工、比亚迪、华渝 

10 维护及检修   

10.1 基本要求 

华渝 

浦镇庞巴迪、宝桥、比亚迪、重庆轨道

公司、芜湖轨道公司、芜湖运达、重庆

轨道院、中铁设计 

10.2 维护制度和修程 

10.3 维护内容及要求 

10.4 其他要求 

资料性附录  （图及表）   

附录 A 关节型道岔规格及技术参数 宝桥、比亚迪 华渝、科工、重庆轨道院、中铁设计 

附录 B 
关节可挠型道岔规格及技术

参数 
华渝 宝桥、重庆轨道院、中铁设计 

附录 C 换梁型道岔规格及技术参数 
中铁设计 

浦镇庞巴迪、科工 

附录 D 枢轴型道岔规格及技术参数 浦镇庞巴迪、科工 

附录 E 平移型道岔规格及技术参数 重庆轨道院 华渝、中铁设计 

附录 F 道岔制造安装精度要求 中铁设计 

宝桥、华渝、科工、重庆轨道院、重庆

轨道公司、重庆工程公司、浦镇庞巴

迪、芜湖运达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研究、条文编写工作，多次征求跨座式单轨行业

内相关单位的意见，并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论证和审查，确保了标准的规范

和权威性。标准的编制过程概要如下： 

（1）2019年 1月～2019年 4月，主编单位中铁设计在归口单位指导下，组织各协作

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对跨座式单轨道岔国内外现状、技术特点、相关标准、产业链情

况等进行了调研，编写形成标准编制大纲，制定了编制原则、章节内容、各单位分工、进

度安排等。2019 年 3 月 20 日由主编单位组织，在北京中铁设计大厦召开了“《跨座式

单轨交通道岔》启动会暨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参会单位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与学术

委员会、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单轨分会、吉林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各编写单

位，会议对编制原则、章节内容以及分工安排等进行了研讨。会后主编单位中铁设计标准

编制组按会议精神对编制大纲进行了修改，于 2019 年 4 月上旬形成标准编制大纲修编



稿，进一步细化了章节分工及时间节点要求，并下发各参编单位。 

（2） 2019 年 4 月～2019 年 6 月，编制组各单位根据编制大纲及章节分工进行标准

初稿编制工作并提交给主编单位。 

（3）2019年 6月～7 月，主编单位编制组对各章节内容进行汇总、梳理及研究工作，

对各参编单位编写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并对修改后内容进行再次汇总形成标准初稿第一稿。 

（4）2019 年 8 月，主编单位向编制组各单位下发标准初稿第一稿并征求意见，对各

单位反馈意见进行梳理、协商及研究后，对第一稿内容进行修改形成初稿第二稿。 

（5）2019年 8月～9月，主编单位编制组将初稿第二稿提交中铁设计集团进行审查，

根据集团审查意见对第二稿文件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6）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10 月 28 日在北京中铁设计大厦召开“《跨座式单轨交

通道岔》征求意见稿定稿会”，参会单位包括各编制单位及专家组，会议建议完善设计阶段

内容；进一步核实本标准与 GB 50458、GB/T 37531-2019的协调性、符合性，尽量引用国

标、行标相关条款；取消安全环保章节，有关内容列入相关章节；进一步充实国标规定外

的道岔相关内容。 

（7）2019年 11月～2020年 12月，编制组根据定稿会专家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

修改，并再次征求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正式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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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协调性、可操作性、包容性”的原则，尽可

能做到“两个全覆盖”：一是道岔类型全覆盖，包括国内已形成产品并具有工程运用实

例的各类型道岔；二是阶段全覆盖，包括道岔产品的设计、制造、试验、检验、包装、

运输、贮存、维护及检修。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

行编写和表述。 

4.2  本标准与主要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 GB/T 37531-2019《跨座式单轨单开道岔》的关系如下： 

（1）与 GB/T 37531-2019 中相同的内容，本标准以引用为主。 

（2）补充了该标准中涉及的单开道岔以外的其它类型的跨座式单轨道岔. 

（3）补充了道岔功能及组成要求、部分基本参数要求、部分基本荷载要求、安装

布置要求、型式试验要求等内容。 

（4）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补充了国内现有主要类型道岔的具体参数。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中各技术指标、参数、性能要求主要考虑满足工程需要，满足 GB/T 37531、

GB 50458、T/CAMET 04001 等相关标准要求，并尽量包容各主要类型道岔。  

公式或计算方法主要依据 GB 50458、T/CAMET 04001，相关标准中不一致的公式



或计算方法，本标准在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予以明确。 

实验方法、检验规则综合考虑各生产单位现有做法及工程建设管理单位要求。 

5.2  修订标准新、旧标准水平对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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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第 7 章和第 8 章对道岔试验和检验进行了规定。试验内容包括驱动装置、

锁定装置及挠曲装置试验，控制装置试验，道岔功能调试及试验，道岔连续运转试验，

道岔静载试验，道岔动载试验，道岔联调试验，并规定了型式试验的条件及要求。各

项试验及检验具体规定考虑覆盖跨座式单轨各主要类型道岔，与 GB/T 37531-2019 等

标准中相同的内容以引用为主。新产品或有重大变更的老产品应进行型式试验，包括

第 7 章中的全部试验内容，其它产品可只做例行试验及业主要求的试验。 

6.2  综述报告 

跨座式单轨道岔是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技术之一，对整个

系统的运行安全和运营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促进国内跨座式单轨道岔的有序

发展，规范跨座式单轨道岔各阶段的技术要求，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

编制计划，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安全可靠、经济适用和便捷高效的原则，以 GB 50458-202X《跨座式单

轨交通设计标准》的基本要求为基础，根据跨座式单轨道岔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结

合国内跨座式单轨建设、运营实践经验，融入近年来相关技术创新成果进行编制，编

制内容覆盖了国内主要道岔类别，道岔设计、制造、试验、检验、运输及检修等各阶

段技术要求，有利于规范、指导跨座式单轨交通道岔从设计到运用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和在国内的推广应用。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覆盖跨座式单轨各主要类型道岔，不同类型道岔具有不同特点，适用范围

不尽相同，不宜进行统一的技术经济性论证。 

关节型道岔和关节可挠型道岔的主要特点是由 4~5 节道岔梁组成，相邻梁由梁间

连接装置连接在一起。道岔转辙时各节梁按照规定线形摆动不同距离，与轨道梁对接

形成过渡线，实现道岔转线功能。关节型道岔的侧股线形为 4~5 段折线，主要适用于

车辆基地或其它对侧向过岔速度及平稳性要求较低、使用频率较低的线路；关节可挠

型道岔侧股线形为近似曲线，适用于正线或对侧向过岔速度及平稳性要求较高、使用

频率较高的场所。这两种道岔的优点是通过一根由多节梁组成的关节梁的摆动实现道

岔换线功能，总体布置紧凑、占地面积较小，缺点是机构比较复杂、造价较高。关节

可挠型道岔因需设挠曲机构，机构更为复杂、造价更高。另外，关节可挠型道岔因挠

曲机构设在梁内需要一定梁宽进行安装及检修，不适合梁宽 700mm 左右的单轨。 

枢轴型道岔和换梁型道岔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整体型道岔梁的绕轴转动实现道岔换



线功能。枢轴型道岔通过一根整体直梁转动实现转线功能，具有结构简单、占地面积

小、造价低等优点，缺点是侧向线形为折线，侧向过岔速度较低，主要适用于对过岔

速度、过岔平稳性要求不高的车辆基地等地段。换梁型道岔是通过两根整体梁（直梁

+曲梁或曲梁+曲梁）变换位置实现转线功能，具有侧向线形平顺、结构比较简单、造

价较低等优点，缺点是占地面积较大，主要适用于对过岔速度、平稳性要求较高的正

线折返线等地段。  

平移型道岔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两根整体型道岔梁（直梁+曲梁）的平行移动实现道

岔换线功能，优点是侧向线形平顺，缺点是占地面积较大、转辙时间较长，可用于对

过岔速度、平稳性要求较高，但对转辙时间要求不高的地段。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以其独有的优势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和重视，近几年规划里

程逐年大幅提升。根据《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报告》（2018），截至 2018 年 3 月，全

国跨座式单轨线网规划已批复正开展建设规划的城市 18 个，线网规划总里程 2842.46

公里，预计需使用道岔 4000 余组。道岔是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

接影响系统运行安全和效率的大型机电设备，目前类型及规格较多，缺乏统一标准。

随着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在国内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尽快制定跨座式单轨交通道岔

的技术条件及验收标准，用以规范、指导跨座式单轨道岔各阶段的质量控制。 

本标准是在对跨座式单轨道岔国内外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我国重庆市、

芜湖市等已建或在建单轨道岔为重要依托，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协调性、可操作

性、包容性”及道岔类别全覆盖和道岔阶段全覆盖的原则，编制完成的跨座式单轨道

岔技术条件及验收标准。本标准的编制，可使跨座式单轨道岔在设计、制造、试验、

检验、储运、运维等各环节均有标准可依，对规范我国跨座式单轨道岔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完善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标准技术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跨座式单轨交

通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支持作用。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将为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相关国际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9.1  组织措施 

本标准一经发布，标准编制组将在协会的协调推进下，有针对性地开展《跨座式

单轨交通道岔》的宣贯和集中培训，增强实施标准的自觉性，推进跨座式单轨交通道

岔的良性发展。 

9.2  技术措施 

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并阶段性纳入



道岔的新类型及新规格，逐渐形成跨座式单轨交通道岔设计、制造、试验、检验、运

输及检修等各阶段标准化长效机制。 

9.3  过渡办法 

本标准确定的指标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及大部分企业实际情况，可直接在行业内推

荐实施。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