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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导向胶轮系统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以下简称“中城协”）《关于下达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协会 2019 年第三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19）41 号]制定，由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现代有轨电车分会提出，由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铁四院”）、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洲所”）
负责组织，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项目编号 2019008-T-07
标准名称：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技术规范。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的协作单位有：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湖南中车

智行科技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

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昆明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编制任务明确后，组建了由设计院、车辆厂商和系统及设备供应商等专家组成的

编制组，展开编写筹备工作，调研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现状、了解发展趋势、研究编写

提纲及技术方案、编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有序推进编制工作。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工作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冯江华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编制组技术专家（大系统）

2 王效文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范围章节

3 彭忠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编制组技术专家（行车组织与运营管

理、运营控制）

4 李文胜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规范性引用文件章节

5 周宇冠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术语和定义章节



6 孙春光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术语和定义章节

7 杨晓宇
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
起草线路工程、站场设计章节

8 张嘉峻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线路工程、站场设计章节

9 肖磊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编制组技术专家（车辆章节）

10 殷岭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组技术专家（行车组织与运营管

理、运营控制）

11 沈文豪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组技术专家（行车组织与运营管

理、运营控制）

12 李永飞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规范性引用文件章节

13 邓波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车站建筑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14 方琪根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行车组织与运营管理章节及相

应编制说明

15 沈婷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地面车站结构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16 彭华春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桥梁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17 刘利平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通信系统、控制中心章节及相应

编制说明

18 刘新平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信号系统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19 吕延豪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隧道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20 张占荣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路基、路面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21 王德发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动力与照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22 徐鸿燕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接触轨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23 车轮飞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通风、空调与采暖系统章节及相

应编制说明

24 蒋金辉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给水排水系统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25 蒋小晴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编制组技术专家（自主导向系统）及

线路工程、车站章节校核

26 刘稳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车站建筑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27 韩正学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路基路面工程、交通安全和管理

设施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28 钱卫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地面车站结构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29 韩浩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线路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30 王金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站场设计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31 刘斌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路基路面工程、交通安全和管理

设施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32 张恒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路基路面工程、交通安全和管理

设施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33 刘习超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地面车站结构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34 贺捷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线路工程、站场设计章节及相应

编制说明

35 洪翔
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
起草车站建筑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36 接小峰
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

起草起草线路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37 雷强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行车组织与运营管理章节及相

应编制说明

38 邓文杰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地面车站结构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39 乔俊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线路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40 赵春光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线路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41 刘小坛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桥梁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42 高云龙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隧道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43 王彦华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通风、空调与采暖系统章节及相

应编制说明

44 邓小训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充电站、电力监控章节及相应编

制说明

45 黄冬亮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接触轨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46 吴文韬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动力与照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47 占俊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车辆、车辆运行安全范围、车辆

基地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48 吴乃安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通信系统、控制中心章节及相应

编制说明

49 钟晨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给水排水系统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50 刘国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路基路面工程章节及相应编制

说明

51 刘洋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售检票系统章节及相应编制说

明

52 杨超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信号系统章节及相应编制说明

53 李文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章节素材审核及车辆章节

标准化

54 张陈林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车体、牵引及制动章节素材审核及车

辆章节的校核

55 粟爱军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车载设备和设施章节素材审核及电

子导向及转向控制系统章节的校核

56 吴俊亮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起草车载设备和设施设备章节及售

检票系统、运营控制中心章节的校核

57 陈杨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起草车体章节及通信信号系统章节

的校核

58 张洪彬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起草牵引和制动章节及供电系统的

校核



59 刘浏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起草电子导向系统章节及路面、路基

工程章节的校核

60 吴雄韬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起草转向控制系统章节及行车组织

章节的校核

61 张木生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起草运营管理章节及自主导向系统

标准化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计划、预研阶段（2018.9～2018.12）
2018 年 9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和学术委员会组织对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研制的智能轨道快运系统进行调研，提出了需要加强智能轨道快运系

统的标准化统型工作，利用中车株洲所在国内较强的标准化能力为协会标准化和装备

统型做出贡献，促进智能轨道快运系统的发展行稳致远。

根据中城协的指示精神，由铁四院、中车株洲所牵头筹备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建立联络机制，制定标准编制方案及进度安排，征询行业内相关企业意见，总结和交

流设计、运营管理经验，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拟定标准编制方案及团体标准大纲初

稿。

3.2 立项阶段（2019.1～2019.11）
2019 年 1 月，铁四院、中车株洲所提出了团标编制工作方案及《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团体标准项目申报书》上报中城协现代有轨电车分会。

2019 年 3 月，现代有轨电车分会组织召开了团体标准立项初审会议，《智能轨道

快运系统技术规范》通过标准立项初审，并将审查结果上报到中城协。

2019 年 9 月，中城协组织对《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技术规范》的标准开展了提案评

估函审，其结果为通过。

2019 年 11 月，中城协发布《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19 年第三批标

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19）41 号]文件《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技术规范》正

式立项并列入制修订计划。

3.3 编制阶段（2019.9～2021.5）
《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研究编写工作，广泛吸纳相关单位共

同参与并广泛征求意见。

2019 年 9 月，组织各主要参编单位赴四川宜宾智轨基地进行考察调研，对智轨在

国内第一个商业化运营示范城（四川省宜宾市）进行实地深入的了解，以便更加有针

对性地起草编制好对应标准。

2020 年 3 月，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会议。确定了《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技术规范》

编制计划和工作方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确定标准编制分工，讨论初稿目录、章

节、基本内容等；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参编单位初步编制意见完成《智能轨道快运系



统技术规范》编制大纲。

2020 年 10 月，召开标准编制第一次工作会议。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启动会会议

形成的大纲，完成《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技术规范》第一稿，并向参编单位征求编制意

见。

2020 年 11 月，根据第一次工作会议意见及 2020 年 9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

布的团体标准 T/CAMET 00001-2020《城市轨道交通分类》，标准编制工作组向中国

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现代有轨电车分会提交申请，将本标准更名为《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技术规范》。

2021 年 3 月，召开标准编制第一次内部讨论会。

2021 年 4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标准编制第一次工作会议意见及第一次内部讨

论会议意见，完成《电子导向胶轮系统技术规范》第一稿。

2021 年 5 月，召开标准编制第二次内部讨论会。

2021 年 6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第二次内部讨论会意见，完成《电子导向胶轮

系统技术规范》第二稿，并编写完成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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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编制要求。

2）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规则要求。

3）标准编制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协调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4）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2.1 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关系

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属于一种新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有：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发

〔2018〕52 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发改基础

〔2015〕49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19〕11 号）

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的通知》（建城〔2014〕
169 号）

5）《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关于优化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审批程序的》通知（发

改基础〔2015〕2506 号

6）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的通知交运规〔2019〕



14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本标准符合以上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的政策法规的要求。

4.2.2 与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建立了完善的城市轨道交通、城市道路工程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以及团体标准，如 GB50490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51286 《城市道路工程

技术规范》、CJJJ295 《城市有轨电车工程设计标准》、CJJ/T15 《城市道路公共交

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等，专门针对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的相关标准仅有一些地

方标准。如 DB43/T1835-2020《智能轨道快运系统设计规范》（湖南地标）、

DB5115/T43-2020《智能轨道快运系统设计规范》（宜宾地标）。

本标准引用和参考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相关的标准。主要相关内容如下：

站场设计参考了 GB 50490-2009《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对车辆基地排水系统

的相关要求。

车站建筑参考了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中对站台计算长度的规定，GB 50490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CJJ/T 295《城市有轨电车工程设计标准》、GB/T 32985

《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建设与运营管理规范》等规范中对侧式站台、岛式站台及侧

站台最小宽度的相关规定；以及 GB 50352《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中对栏杆高度的

规定。

地面车站结构引用和参考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相关的标准、参考了 GB/50157

《地铁设计规范》中对车站站台人群荷载的取值和地面车站耐火等级，参考了《建筑

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中对结构安全等级及设计使用年限的取值。

桥梁工程引用和参考了 JTG D81《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中桥梁护栏的防

护等级。

售检票系统引用和参考了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中系统设计能力的设计标准

以及系统架构设计的原则。

路基路面引用和参考了 GB 51038《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线设置规范》中对标志标

线的设置，参考了 CJJ 194《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69《城镇道路面设计规

范》中对路基路面的具体设计标准。

信号系统引用和参考了 CJJ／T 295《城市有轨电车工程设计标准》对中心调度管

理子系统的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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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线路

根据现有项目经验，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大多沿既有道路行驶，因此敷设位置与敷



设方式的选择除了轨道交通常规考虑因素外，还应考虑对交通的影响。同时，线形的

指标还应满足既有城市道路的相关要求。

考虑到城市道路发生拥堵的频率，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的配线设计，应确保各种情

况下保证运营和快速救援的需要。

5.1.2 车辆

基于中小运量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要点，车辆应具备平面曲线半径小、爬坡能力

强和低噪声的特点，以便于深入商业和居住区，并便于避让障碍物，便于乘客出行和

降低工程难度。

5.1.3 路基、路面

对于电子导向胶轮电车在宜宾、株洲、哈尔滨等城市运行过程中，由于电子导向

胶轮电车的荷载较重，走行路线固定，高度渠化，因此轨行区的轮迹带上出现了重载

剪切作用造成的明显车辙破坏，尤其在刹车与起步频繁的站台处，普遍出现了较严重

的压密、推移型车辙病害，进一步导致路面出现坑槽、开裂等病害。故本标准对其走

形道路的路基路面设计标准进行了规定，宜采用灌注式半柔性路面，以解决出现的车

辙问题。

5.1.4 地面车站结构

基于现有项目经验，本技术规范对结构安全等级及设计使用年限的确定参照《建

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对车站站台人群荷载的取值参照《地铁设计规范》的

主要规定。本规范的相关规定主要来源于建筑设计规范及轨道交通设计规范。

5.1.5 供电系统

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短期供电中断造成的影响比较有限，因此对于供电可靠性要求

不宜过于严苛。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电网中压供电的供电可靠性水平也已大幅提升，

10kV 供电网络可靠性指标基本达到年故障小时数不大于 15，结合国标对于负荷分级

的要求，供电系统应按照不低于二级负荷设计，确保可靠性的同时，兼顾经济性。

5.1.6 车辆段场

车辆段场的功能定位、设计规模、设施设备配置应根据线网规划、线网车辆段场

布局规划、线路建设计划、既有车辆段场的能力、既有线网列车通道条件、车辆段场

选址条件、收发车条件、资源共享要求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为新编制标准，无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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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路基路面

针对电子导向胶轮电车走形道路路面病害严重的现象，目前铁四院、株洲所联合

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以灌注式半柔性路面材料为研究对象，运用现场调查、室内试验、

数值模拟等方法，对灌注式半柔性路面在其路段上的适用性进行研究，对半柔性路面



电子导向胶轮电车道路上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开展其道路用半柔性路面结构组合优化

研究。

灌注式半柔性路面试验段的工后质量检测结果表明，该路面材料灌浆效果良好，

施工质量控制较为成功，其使用寿命远高于普通沥青路面，能够充分保障城市道路服

务性能的耐久性，提升了路面服役寿命，可实现一次建设，十年免修的优异效果。

6.1.2 车辆

电子导向胶轮电车下线后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上海轨道交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了一系列车辆型式试验。部分试验结果如下：

1）牵引和电制动能力

牵引和电制动能力试验报告与本部分标准一致。

2）坡道运行能力

坡道运行能力试验报告与本部分标准一致。

3）临界空气速度

空调系统临界空气速度试验报告与本部分标准一致。

4）最小转弯半径试验



最小转弯半径试验报告与本部分标准一致。

6.2 综述报告

从运能、行车组织、经济社会效益角度分析，电子导向胶轮电车与有轨电车基本

相当；从调度灵活性角度分析，电子导向胶轮电车比有轨电车灵活；从投资规模、基

建影响、建设周期角度分析，电子导向胶轮电车比有轨电车小。

相较于传统的城市轨道交通（如：地铁），其在我国大规模发展的 20 年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也对应建立了配套的标准体系，可为地铁的相关设计、建设及运营提

供相应的支撑和指导。电子导向胶轮系统与传统的地铁制式相比，具有路权、运营组

织灵活等特性，不能完全参照地铁的标准；即便是与有轨电车很接近，也不能照搬。

目前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尚未发行相关国标和团标，本标准的编制将填补相关标准

的空白，作为国内电子导向胶轮系统项目的指导和参考。

6.3 预期的经济效果

《电子导向胶轮系统技术规范》的编制，其主要作用在于对国内电子导向胶轮系

统这一类别的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提供行业标准指导，避免各地项目实施采用的参数、

标准不一的情况，引导该新型轨道交通系统健康有序发展。

其效益主要体现在减少盲目设计、建设，节约工程建设、运营成本。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国外暂无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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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标准发行范围的要求和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可由中城协专家学术委和中城协现代有轨电车分会组织各地电子导

向胶轮电车厂商、设计院及相关建设单位对标准进行宣贯。

2）标准培训工作的要求和建议

加强标准重要性的宣传，重视标准宣贯工作；建立标准宣贯、培训的有效机制，



完善组织管理工作

3）推广应用标准的手段和方式建议

在具有代表性地区安排建设单位开展本标准试点推广工作。

4）标准贯彻效果检查和评估的建议

建立本标准实施评估机制，开展本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和标准实施情况监督检

查。标准解释工作由本标准归口单位负责，技术咨询可委托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

家提供答复意见。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