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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车辆试验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跨座式单轨车辆试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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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由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

有限公司牵头组织《跨座式单轨车辆试验规范》（2020031—T—09）的标准编

制工作。 

1.2 协作单位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长春

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轨道交

通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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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通大学、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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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单位组成，其中主编单位为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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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车

辆从设计到运营各阶段实施单位，包括研究单位、设计及生产调试单位、运营

管理单位、产品认证单位。编制组成员的构成为实现本标准的编制目标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在以下主要起草人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初稿。 

序

号 
单  位 主要起草人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有

限公司 

赵小文、李辉光、朱冬进、包佳健、罗

唐、胡亚军、刘正、王嘉鑫、周兆祥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

公司 
张洋、周旻亮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刘玉文、钟元木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 
肖静飞、冯光旭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吴晶、刘炬 

 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

营有限公司 
姚远、黄坤林、奚华峰 

 重庆交通大学 杜子学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李建成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王传福 

 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魏巍、缪正祥、汪毅明 

 广西柳州市轨道交通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刘恺、李继平 

 

初稿完成后，征求各参编单位意见，经讨论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本标准在起草阶段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试验，组织编制组内部进行了

多次讨论和修改。标准编制过程概要如下： 

（1）2020 年 06 月组建编制组，分头对跨座式单轨车辆进行产品、试验和

运行调研。组织召开启动会，讨论并确定了标准编制策划书和编制大纲，明确

规范编制相关要求，明确了各编制单位的分工安排和时间节点要求。 

（2）2020 年 07 月~2020 年 10 月标准编制组进行初稿编制并提交主编单

位，主编单位进行汇总和统稿，形成标准初稿。 

http://www.baidu.com/link?url=D2454odWPeMNujyPFCYAT3LxnIT90Ebqr2f5L0YKTPoMmlu-LECZA8TmzFNjfqY6
http://www.baidu.com/link?url=D2454odWPeMNujyPFCYAT3LxnIT90Ebqr2f5L0YKTPoMmlu-LECZA8TmzFNjfqY6


（3）2020 年 11 月~2021 年 3 月，主编单位对形成的标准初稿在编制组内

部征求意见，组织编制组内部进行讨论修改，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并编写征

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4）2021年 3月~2021年 4月，公开征求意见稿提交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标准部和单轨分会开展形式审查，并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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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当前跨座式单轨车辆的技术和试验水平，并适当考虑一定的超前性，满足

跨座式单轨车辆试验的要求。 

本标准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并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跨

座式单轨车辆其他标准相协调。 

本标准按照“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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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充分采纳业内各相关单位的意见。 

4.2 本标准与主要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 GB/T 14894 -2005《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

则》的关系如下： 

1、GB/T 14894 -2005 规定了由车轮支持和导向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成后

投入使用前的检查与试验规则，适用于由外部直流电源供电的交流传动车辆和

带司机室拖车或中间车辆，更适用于铁路车辆。跨座式单轨车辆车轮支持和导

向分别由橡胶轮胎走形轮和水平轮实现，轨道梁、转向架结构具有鲜明的特

点。需要根据胶轮车辆的特点进行补充和完善。 

2、GB/T 14894 -2005 中适用的内容，本标准尽可能引用。 

3、GB/T 14894 -2005 基于 IEC 61133-1992 进行编制，目前 IEC 61133 最新

版本为 2016 版，本标准参考最新版本对相关内容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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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标准 3.1.7 跨座式单轨交通 straddle monorail transit 

结合目前单轨产品的最新状态，为体现包容性，参考 GB50458将跨座式单

轨交通定义中在转向架的两侧尚有导向轮和稳定轮，修改为在转向架的两侧设

有水平轮。 

5.1.2 标准 6.5 称重试验 

参考 CJ/T287 和相关项目合同，因走形轮间距很小，暂不考虑车辆两侧差

值；结合单轨车辆实际，定义额定载荷下，测得的轴重与该车实际平均轴重之

差不应超过实际平均轴重的 2%。 

5.1.3 标准 6.18 胎压监测系统试验 7.18 爆胎运行试验 

跨座式单轨车辆采用充气橡胶轮胎，为保证运行的安全性，增加此两项试

验。 

5.1.4 标准 7.11 牵引性能试验 7.12 制动性能试验 

考虑胶轮车辆粘着系数较大，启停速度快，为保证乘客舒适性并充分利用

粘着，在没有规定值时，冲击率在载客正常运行中不得超过 0.75m/s³，在非载

客正常运行中不得超过 1.5m/s³ 

5.1.5 标准 7.19 车辆抗倾覆试验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车辆抗倾覆能力进行试验判定：测量走行轮的径向

载荷，基于走行轮的径向载荷变化得到倾覆系数 D，为保证车辆具有抗倾覆稳

定性，其值应≤0.8。 

5.1.6 标准 8 试验计划 

为便于试验的组织和实施，参考 IEC61133结合项目经验，在第 8章对试验

计划的要求进行了明确。 

5.2 修订标准时，新、旧标准水平对比 

无，本标准为新制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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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组成员对跨座式单轨车辆和试验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试验验证。重



庆跨座式单轨车辆已投入运营多年，状态良好；芜湖跨座式单轨车辆已完成了

出厂试验和部分正线试验，目前状态良好，即将投入运营。上述车辆的试验项

点与本标准基本一致，说明了采用本文件验证车辆满足设计要求的可行性。 

本标准结合项目执行经验，规定跨座式单轨交通车辆组装后投入使用前的

检查与试验项目、内容及判断标准，主要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试验分类和实施方法、试验环境、检验项目、试验计划等。其

中，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尺寸检查、车辆安全检查、集电装置检查、列车网络系

统检查、蓄电池检查、限界试验、称重试验、密封检查、照度试验、噪声试

验、牵引系统试验、制动系统试验、运行平稳性试验、胎压监测试验、爆胎运

行试验、热容量试验、电磁兼容试验、车辆抗倾覆试验等 50 多项内容。 

6.2 综述报告 

跨座式单轨车辆与传统的钢轮钢轨地铁车辆明显不同，目前跨座式单轨车

辆在检查与试验方面还没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随着跨座式单轨系统的广

泛应用，以及全动车单轨车辆、无人驾驶单轨车辆技术的发展，制定跨座式单

轨车辆的试验规范具有急切的紧迫性，是 

• 确认车辆满足设计要求，保证车辆安全的需要。 

• 科学考核车辆性能，进行产品认证的需要。 

• 规范车辆试验验收，完善标准体系的需要。 

编制组结合车辆在工厂试验线和合同项目线路的试验经验，参考《IEC 

61133 铁路设施-铁路车辆-车辆组装后和投入运行前的整车试验》、《GB/T 14894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和国外产品的试验大纲编制了本

标准。 

6.3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按照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原则进行编制，结合工程实践现状，综

合考虑静态试验和动态试验项点和内容的协调。 

本标准的编制，使跨座式单轨车辆的试验有标准可依，有利于规范车辆试

验验收、科学考核车辆性能和保证车辆安全，有利于完善我国单轨的标准技术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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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里程逐年提升。车辆作为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技术

之一，其行业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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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条款参考 IEC61133-2016 标准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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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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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座式单轨车辆试验规范》的宣贯和集中培训，增强实施标准的自觉性。 

严格执行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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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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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相关单位在采用跨座式单轨车辆时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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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