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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来源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18 年第一批二次团队标准修订计划，计划

编号为 201818-T-0004。

1.2 协作单位

参与编制本标准的单位为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中

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铁道建筑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中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公司、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有限公司、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信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编制工作组成员来自于科研院所、主机厂以及地铁公司等，共分为总体技术组、

车外噪声技术组、轨道系统技术组、标准化咨询组以及对外接口组等，成员为郭涛、

贾尚帅、赵新利、侯敏俏、李宝川、肖新标、杨新文、林建辉、董孝卿、高攀、伍向

阳、闫子权、高阳、郭建强、孙召进、周兴祥、刘晓波、付翔、章义、解建坤、王清

永、赵志红、陶云、王宗明、韦苏来、刘树亚、贺磊、周宇、左安国、龚湛林等。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人员如下表所示。

类别 工作分工 人员

1 总体负责人 贾尚帅

2 车外噪声起草牵头人 郭涛

3 车外噪声起草配合人 赵新利、侯敏俏、李宝川、肖新标

4 轨道部分起草牵头人 杨新文

5 车外噪声配合人员 高阳、郭建强、孙召进、周兴祥、刘

晓波、唐勇军、章义等

6 铁科院咨询专家及数据

支持人员

董孝卿、高攀、伍向阳、闫子权

7 运营公司及咨询公司专

家支持及现场数据调查

人员

解建坤、王清永、赵志红、陶云、王

宗明、韦苏来、刘树亚、贺磊、周宇、

左安国、龚湛林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编制过程信息；各阶段主要争议问题的处理情况，征求意见或审查意

见的处理情况；送审稿编写情况、审查后标准内容修改情况等）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车外噪声限值和测试方法》标准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正

式挂网公示，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组织协调下，该标准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组织各成员单位正式启动，2020 年 8 月完成了标准初稿，初稿完成后各

参与单位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及意见，主要归纳如下：

1）标准规定的车辆范围。经过共同商议讨论，该标准主要规定了地铁、轻轨、有

轨电车等轮轨型式的车辆；

2）标准涉及的测试线路。考虑到目前国际和国内最新技术要求，为保障标准的先

进性和合理性，标准规定了明线开阔区、明线站台区、隧道站台区；

3）标准限值的规定。由于各业主公司、国际上轨道车辆标书及标准的要求不同，

经过广泛的讨论、数据的归纳统计，标准提出了静止工况、恒速工况及加减速工况下

的各限值，并考虑到各轨道交通线路及建筑施工的差异性，允许限值误差为±2dB；

4）钢轨表面粗糙度、轨道振动衰减率的要求。由于各轨道交通业主钢轨管理及施

工存在差异性，很难按照某一家进行要求，标准参考了国际上广泛认可的 ISO 3095

限值要求，轨道粗糙度测量技术参考了 GB/T 5111 要求。

5）被测车辆要求。标准对被测车辆状态进行统一和要求。

6）明确了明线及隧道站台的测点布置要求。标准提出了距离轨道中心线 3m，站

台高度为 1.6m 的要求，由于中国标准未规定站台测试距离、测试及限值要求，考虑到

可实施性，参考了部分国际标书的要求。

2021 年 5 月底完成征求意见稿，提交 SC04 秘书处。

根据 SC04 秘书处审查意见，征求意见稿修改情况如下：

1）标准涉及范围：

原文：本文件规定了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轮轨型式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车外噪

声限值要求、仪器和校准试验条件、车辆条件、轨道要求、测试方法、数据处理方法

及噪声限值测试报告要求等；

修改后：本文件规定了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轮轨型式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车外

噪声限值要求、试验条件、测试方法、测试报告要求等。

2）按照标准化的书写规范进行了修改；

3）删除和更改了部分引用标准；

4）测试仪器的精度要求；

5）产权及争议的审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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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考虑了目前主流技术要求，有以下四个原则：

1）不违背国标、行标要求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1.1—2020 要求准编制的过程中，考虑了大量的

EN、ISO、GB、UIC 等国内外关于车外噪声的要求，现有的限值是在原标准上的补充及

深化。

2）兼顾国际和国内车辆主流和差异化

标准考虑了现有的 A 型、B 型、有轨电车等车辆主流，并考虑了未来高速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

3）标准科学、充分调研

该标准参编单位为国内轨道交通领域研究所、高校、轨道车辆业主公司，本身具

有大量的测试数据，在标准编制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实地的调研，标准具备广泛的代

表意义。

4）适度超前

标准编制过程中考虑了目前的技术发展形势，考虑了未来轨道交通高速化及环保

的要求，并借鉴了目前欧洲发达国家的行业标准要求。

4.2 标准与现有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1）GB/T 14894—2005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对车辆型式

试验进行了要求：“车辆噪声验收分别按照 GB/T 14892 执行”，但“GB/T 7928 地铁车

辆通用技术条件”，仅规定了车外噪声限值为静止 69dB 和运行 80dB，并未涉及测试方

法，本起草标准沿用了 GB/T 7928 的要求，并进行了测试方法及其他限值的补充要求；

2）CJ/T 5021 轻轨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该标准提出了车辆以 70km/h 运行时

车外噪声不超过 82dB，但未明确测试的条件，按照目前国际、国内最新招标技术要求

及国际、国内主流标准要求，一般为 60km/h（GB/T 7928），本起草标准考虑了该标准

的要求，因此只规定了 60km/h 限值的要求 80dB，与 GB/T 7928 保持一致。

3）CJ/T 417 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通用技术条件，关于车外噪声的规定则引用了

GB/T 7928，因此本标准与之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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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据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等；依据包括试验、

统计数据）

该起草标准参考了 ISO 3095 Acoustics-Railway applications-Measurement of

noise emitted by railbound vehicles、GB/T 7928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等要求，

所依据的测试数据均为车辆噪声验收时的测试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对数据进

行了统计与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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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该标准主要借鉴了国内主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在各业主公司型式试验数据，主要

基于各主流车型及各地铁业主线路测试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试验数据涵盖了静止车外

噪声、匀速工况、加减速运行工况车外噪声，并涵盖了明线噪声及隧道噪声统计。

从目前统计来看，明线条件，静止车外噪声处于 58dB-69dB，运行 60Km/h 处于

77dB-81dB，加减速噪声处于 75dB-77dB；隧道条件，静止站台噪声处于 70dB-75dB，

加减速站台噪声 79dB-83dB。

6.2 综述报告

基于线路试验数据分析，目前标准制定的限值要求可以代表主流车型、主流线路

的车外噪声水平，考虑到目前各线路施工条件的不同，标准允许有±2dB 测试公差的

要求；另外由于之前测试数据处理方法不同，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标准

也对测试方法、数据处理方法、测试工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要求。

6.3 技术经济论证

该起草标准沿用了现有国标要求及行业规范要求，与之不冲突，是在这些标准上

的补充完善及规范化的处理，因此不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考虑到轨

道交通施工的多样性，对限值进行了公差处理；但是，增加了诸如加减速工况、站台

噪声的要求，是响应国际业主的要求，可能对牵引系统带来一定的要求。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面临如下问题，1）出口瓶颈：由于环评导致的出口瓶颈；

2）测试标准不系统：缺乏系统测试方法、测试工况不明晰；3）限值需要优化：缺乏

针对不同城市轨道车辆类型的车外噪声限值；通过该标准的实施，有望提高城市轨道

车辆低噪声水平以及车辆验收的标准质量；该标准标准发布后，可以对车外噪声测试

进行规范，可以促进车辆低噪声的开发，有利于产品的出口，特别是针对欧美发达国

家，这些国家对车外噪声污染有法律的要求；本标准发布后，对地铁公司的标书发布

也会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不会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同时也有利于主机厂产品的推

广及质量提升。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该起草标准充分借鉴了国际或国外标准，特别是欧洲发达地区的标准/标书，完善

了测试方法、测试仪器要求、测试工况要求、测试线路要求等，但是也会充分考虑差

异化的影响，比如中国轨道交通新型多样化、线路施工条件不同、车辆牵引动力不同、

减振降噪的处理不同等；因此，本项目标准是建立在沿用国标和国际标准的同时，进

行了测试方法、限值标准的完善、补充细化，因此该标准具有主流的意义，并适度兼

顾了国际标书要求。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分歧内容主要在限值等工况：明线工况：测试工况按照 GB/T 7928 要求，大家没

有异议，关于明线站台噪声的，由于只有欧洲国家有要求，大家存在分歧，考虑到有

轨电车等户外明线轨道交通工具，并借鉴了欧洲现有规范及最新标书，经过大家商定，

把明线站台噪声纳入起草标准；

隧道工况：静止噪声可能不是大的问题，主要存在问题是加减速工况的站台噪声，

由于各个业主隧道内部降噪施工不一致，隧道工况限值这个要求很难达成一致，目前

基本上站台加减速处于 79dB-83dB，起草标准定义为 82dB，大家也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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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标准在推行的过程中，先保持目前明线静止工况及匀速工况的限值要求，对于

隧道内的各种工况，允许有 3-5 年的保护期，不进行考核处理；或者对隧道工况偏差

的，进行分级考核，比如达标的为优秀、低于标准 2dB 的为优良、低于标准 3dB 的为

及格。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该起草标准主要是对现有成熟产品数据的挖掘，并采用立项配套的形式，进行科

研开发，没有知识产权纠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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