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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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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一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

[2020] 22 号），由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共同起草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

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需求》（项目编号：2020011-T-04）。 

1.2  协作单位 

本规范由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主编，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中

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通信信号研究所、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参编。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组长：王伟 

成员：王伟、杨旭文、刘超、黄友能、邓红元、宿秀元、郜洪民、张德明、崔科、胡荣华。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负责内容 

序号 单位 内容 人员 职务/职称 分工 

1 
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第 1-4章、第 5章（部分）、

第 6 章、第 8 章（部分）。 

王伟 正高级工程师 主编 

杨旭文 高级工程师 主编 

刘超 高级工程师 标准化 

2 北京交通大学 CMTCS 体系总体审核。 黄友能 副教授 主编 

3 
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

术有限公司 

第 5 章（部分）、 

第 8 章（部分）。 

邓红元 高级工程师 参编 

宿秀元 高级工程师 参编 

4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通信信

号研究所 

第 7 章、第 8 章（部分）、

第 10-11 章。 

郜洪民 高级工程师 参编 

张德明 高级工程师 参编 

5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第 8 章（部分）、 

第 9 章。 

崔科 高级工程师 参编 

胡荣华 高级工程师 参编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2018 年 4 月 18 日包叙定会长主持召开“智慧城轨和智慧装备发展方向研讨会”，讨论全自

动运行、CBTC 互联互通和车车通信之间的关系。会后在宋敏华会长的领导下主持专题会议对城轨

信号系统将来发展方向进行探讨，北京交通大学、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

术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通信信号研究所等单位参加讨论。会上决定立项

研究城市轨道信号系统发展相关课题由北京交通大学牵头编制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

需求规范和通用产品/应用安全评估规范。 

2019 年 7 月 23 日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组织 SC04 的 28 位委员对标准项目立项的必要性、

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三年规划进行了标准提案评估。同年 8 月在京举行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第 3次主任办公会议，结合 SC04委员的评估意见讨论后一致同意立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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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将相关立项资料上报标委会。 

2019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标委会召开 2019 年团体标准项目提案评估会，专家意见将“规

范总则”和“总体需求”合并，专委会按照《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19 年团体标准项目提案

评估报告》[中城轨标委会〔2020〕1 号]中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要求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专委会意见进一步完善修改申报材料尽快完成立项申请。 

2020 年 03 月 11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中浩会同技术装备

专委会副主任黎国清邀请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的专家，召开“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需求”立项专家复评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立项。 

2020 年 07 月 08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邀请北京、上海、深圳、武汉、

广州、成都、天津等地的专家，通过远程视频会的方式，召开“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

体需求”规范编制启动专家评审会。与会专家先后听取了规范编写组关于“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需求”的背景、项目管理计划等相关内容汇报，经讨论一致同意启动编制工作。 

2021 年 01 月 30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邀请北京、成都、深圳、重庆、

青岛、贵阳、武汉等地的专家，通过远程视频会的方式，召开“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

体需求”规范编制征求意见稿专家评审会。与会专家听取了规范编写组关于“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需求”阶段成果相关内容的汇报，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进行讨论。编制组根据

专家反馈意见在初稿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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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编制的原则是：（1）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2）标准编制

时应参照国际及国内标准，确保标准的通用性和先进性。 

《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需求》的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互联互

通系统规范第一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T/CAMET 040010.1）和第二部分系统架构和功能分配

（T/CAMET 040010.2），同时也参考了 IEC 62290中运输管理及控制系统的功能、系统及接口要求

部分，IEEE 1474.1 中功能需求部分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CJ/T 407）。 

本标准是城市轨道交通 CBTC 系统系列行业技术规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既有 CBTC

系统相关规范的总领。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以下主要技术内容： 

——第 1 章“范围”，规定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规则；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采用已有相关标准界定的术语、定义； 

——第 4 章“缩略语”，采用已有相关标准界定的缩略语； 

——第 5 章“总体原则和要求”，包括 CBTC 信号系统总体原则、一般要求和运营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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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系统要求”，包括对 CBTC 信号系统构成和总体设计要求等； 

——第 7 章“性能要求”，规定 CBTC 信号系统性能要求； 

——第 8 章“功能要求”，规定 CBTC 信号系统各子系统功能要求； 

——第 9 章“接口要求”，规定 CBTC 信号系统接口与通道要求； 

——第 10 章“电磁兼容防护要求”，规定 CBTC 信号系统电磁兼容防护要求； 

——第 11 章“环境条件要求”，规定 CBTC 信号系统环境要求； 

2004 年至今全国几乎全部新建线路均采用自主化的城轨 CBTC 信号系统。2008 年前国内开通

的 CBTC 线路均采用国外的技术，2008 年后在消化、引进、吸收、再创新国外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的基础之上，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 CBTC 装备水平高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逐

步推广应用。例如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通的北京 14 号线、成都 8 号线等，北京全路通通信

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开通的北京 8 号线，中国铁道科学院研究开通的广州 7 号线，卡斯柯信

号有限公司开通的上海 3 号线等。 

随着轨道交通在信号系统核心技术领域突破，国内信号集成商掌握了自主化的核心技术，并

取得了多条线路开通经验，技术成熟。本规范第 4 至 9 章是在上述单位系统工程应用基础上总结

编制，多条线路的成功运营为制定 CBTC 信号系统需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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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铁亦庄线是中国北京市具有代表性的 CBTC 系统的地铁线路，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开

通运营一期工程，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开通运营二期工程，目前该线路各项运行考核指标优秀。 

在北京亦庄线成功开通运营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已有多个城市正在建设或规划 CBTC 系统的

地铁线路，其中北京市轨道交通多条线已完成招标工作，均按 CBTC 系统开展建设。上海、深圳、

广州、成都、南京、南宁等城市多个新建线路按照 CBTC 系统建设或规划。 

CBTC 系统的突出优点是车—地之间的双向通信，并且传输信息量大，传输速度快，能够实

现移动自动闭塞系统，大量减少区间敷设电缆，减少一次性投资及减少日常维护工作，可以大幅

度提高区间通过能力，灵活组织双向运行和单向连续发车，容易适应不同车速、不同运量、不同

类型牵引的列车运行控制等等。在 CBTC 系统中不仅可以实现列车运行控制，而且还可以支撑综

合运营管理，既可以有安全类信息双向传输，也可以双向传输非安全类信息。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大规模建设期，需要抓住时机，加大 CBTC 系统相关研究，

CBTC 信号系统团体标准的制定可对快速发展的轨道交通行业具有规范及引领作用，推动系统装

备的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助力产业升级。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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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https://wenwen.sogou.com/s/?w=%E4%BC%A0%E8%BE%93%E9%80%9F%E5%BA%A6&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8%87%AA%E5%8A%A8%E9%97%AD%E5%A1%9E%E7%B3%BB%E7%BB%9F&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9%80%9A%E8%BF%87%E8%83%BD%E5%8A%9B&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5%8F%8C%E5%90%91%E4%BC%A0%E8%BE%93&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9%9D%9E%E5%AE%89%E5%85%A8&ch=ww.xqy.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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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总体需求的总体原则和要求、系统要求、性能要

求、功能要求、接口要求、电磁兼容防护要求及环境条件要求。 

本标准发布后纳入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的招标技术条件及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

证条件，适用于新建全封闭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CBTC 信号系统的系统设计、工程设计、产品设

计、工程验收等，既有线改造可参考本规范执行。指导后续国内城市轨道交通 CBTC 系统的建设

和实施，以提高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水平。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