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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系统接触网工程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飞速发展，钢铝复合接触轨系统作为其核心技术产品出现了

产品种类多样、规格繁多的现象，现有的接触轨系统相关标准缺乏针对性的总结和规

范，从而再普适性上存在欠缺。 

目前国外尚无跨座式单轨交通接触轨相关的设计规范和标准，而国内接触轨规范

仅有行业标准 CJJ/T 198-2013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轨系统技术规范》和 CJ/T 414-

2012 《城市轨道交通钢铝复合导电轨技术要求》，但是上述两标准主要针对于地铁使

用的第三轨，特别是工字形钢铝复合轨进行了规范要求，而对已投入运营使用的侧部

受流的 C 形钢铝复合轨则未形成覆盖，此外上述标准在相关技术参数及实验方法等方

面尚存在内容缺失、难以实施等情况。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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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交通接触轨》

（201804-T-0008）标准的制订工作由单轨分会提出、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组织，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 

本规范的制定，可以填补国家、行业标准空白，促进单轨交通行业发展，提升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益。以满足新型城市轨道交通特别是单轨交通接触轨系统更大范

围、更加严苛的外部环境需求，并进一步规范单轨交通接触轨相关技术规范，从而促

进单轨交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2  协作单位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吉林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市交通运输局 

遵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宝鸡轨道电气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编制工作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出，由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主导编写，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等 4 家地铁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等 2 家科研设计单位、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等 2 家施工单位、中铁

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厂家参编。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工作任务 备注 

1 魏宏伟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编制主编，组织编写及对内外协调  

2 于世文 潍坊市交通运输局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3 贾旭东 遵义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4 汪毅明 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5 付广冬 吉林市轨道交通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6 张宏科 宝鸡市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7 王玉林 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

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8 刘俊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9 王建红 重庆市轨道交通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10 王立天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11 苏保卫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

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12 于素芬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团有限公司 

13 陈善乐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14 曾鉴 湖南华品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15 崔莹 中铁宝鸡轨道电气设

备检测有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16 李忠齐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17 李秀江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标准副主编，组织编制及参与编写  

18 仲建华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 

指导专家  

19 周庆瑞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 

指导专家  

20 田小珑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 

指导专家  

21 刘培栋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 

指导专家  

22 汪吉健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指导专家  

23 李乾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技术资料收集、方案制定及参与编写  

24 秦建伟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技术资料收集、方案审核及参与编写  

25 张李雪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

限公司 

技术资料收集、方案审核及参与编写  

26 胡祥杰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技术资料收集、方案审定及参与编写  

27 林建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实验数据整理及参与编写  

28 崔静轩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实验数据整理及参与编写  

 

魏宏伟同志 1991 年 7 月～2009 年 6 月在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电化处工作。2009 年 7

月至今在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电通院工作，担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是国铁集团专家库成员，主要从事铁道电气化及城市轨道交通设计及咨询工作。担任全国

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委员，中国铁道学会电气化委员会委员，

中国铁道学会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电气化）委员。 

参编过多项国家标准编制工作：参加并完成了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压》

（GB12325）的起草和编制工作，该标准于 2009年 5月起用；参加并完成了《电能质量 电

压暂降与短时中断》（GB/T30137）的起草和编制工作，该标准于 2014 年 5月起用；参加并

完成了《电能质量 电能质量术语》的起草和编制工作，该标准于 2016年 9月起用；参加

并完成了《标准电压(修订)》的起草和编制工作，该标准于 2018年 5月起用。 

魏宏伟同志曾担任西安地铁一号线工程中担任项目副总体兼供电系统设计负责人、西

安地铁二号线供电系统设计系统审定、广州市轨道交通四号线工程供电系统设计咨询项目

供电系统设计咨询负责人、哈尔滨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供电系统项目总工、广州地铁地铁

三号线北延伸线（机场线）工程供电系统项目总工及供电系统设计专业审定负责人、成都

地铁一号线二期工程供电系统总体审定及供电系统设计总体审定负责人，以上项目均已投

入运营。 

魏宏伟同志积极推动单轨交通接触网的设计和实施，参与了芜湖、汕头、蚌埠、桂林

等地跨座式单轨交通接触网系统设计标准的确定，参与跨座式单轨交通接触轨的研制工作。

在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中，魏宏伟同志担任主编，全面负责标准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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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座式单轨接触轨国内外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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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由主编单位组织，在北京召开了“《跨座式单轨交通接触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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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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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019 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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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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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2021 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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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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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跨座式单轨交通接触轨》征求意见稿定稿会”，

参会单位包括各编制单位及专家组，会议建议标准名称改为“跨座式单轨交通接触网技术

规范”来概括文件所包含的标准化对象的多个方面；在第一章补充标准适用范围；补充冰

雪气候条件接触网设计规定；补充钢铝复合轨的技术条件。 

（7）2021年 5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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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21年 7月～10月，在文件审查阶段，由于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目前包括接触

网设计、产品、施工、施工验收、维护及检修等，标准化对象分别为“接触轨产品”和“接

触网工程”，经单轨分会及协会标准管理部门初审后商议，拆分为《跨座式单轨系统接触轨》

和《跨座式单轨系统接触网工程技术规范》两个项目，分别对应协会团体标准体系中的“装

备板块”和“建设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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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标准》中规定的

力学性能、结构耐久性、材料防腐、防火、电气性能等要求等指标符合国家现行的《跨

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GB 50458）、《跨座式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614）、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技术条件》（TB/T 2073）、《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汇流排》（TB/T 

3252）等标准接轨。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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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适用于列车运行速度不大于 120km/h,供电电压直流

750V 或直流 1500V 的跨座式单轨交通接触网的系统设计、施工工艺要求、工程验收标

准及系统检修维护事项。 

系统设计规定的原则及整体的系统配置方案包括系统防护、平面布置、供电分段、

支持结构，主要依据《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GB 50458），绝缘距离要求满足国

家标准规定的要求。 

施工工艺及冷滑、送电试验要求主要依据《跨座式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614）。 

工程验收标准主要依据《跨座式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614）。 

检修维护事项主要是由实践经验确定，同时满足相关国家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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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修订标准，无本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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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验证分析 

跨座式单轨系统由于其车辆采用胶轮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受电靴上下摆动幅度较

大，以芜湖单轨 1 号线为例，不同工况条件下位移甚至能到达 89mm。因此在确保受电

靴在各种条件下均能稳定受流的情况下，适用于跨座式单轨系统的接触轨授流面宽度

应保证受电靴在极限位置时其宽度的 1/2 与钢铝复合轨有效授流面接触。目前，芜湖

单轨项目接触轨产品在本标准覆盖范围内，该项目开通至今，运行效果良好。 

6.2 综述报告 

跨座式单轨一般采用接触轨侧部授流方式，侧部授流接触网系统一般由正极接触

轨和负极接触轨组成。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授流方式，选择一种适合其特点的接触轨

结构形式尤为关键。目前，可用于接触网侧部受流的主要有“C 形”钢铝复合轨、“工

字形”钢铝复合轨、“T 形”汇流排+接触线等三种形式。 

日本东京多摩都市跨座式单轨线、大阪跨座式单轨线和重庆轨道交通 3 号线采用

了“T 形”汇流排+接触线的结构形式；马来西亚吉隆坡跨座式单轨线和巴西圣保罗轨

道交通 15 号线采用了“工字形”钢铝复合轨的结构形式。 

在德国高速磁浮试验线、上海示范线（浦东国际机场——龙阳路地铁站）及长沙

磁浮快线中，采用了“C 形”钢铝复合轨；在日本中低速磁浮试验线采用了“T 形”钢

铝复合轨的结构形式。 

国内目前现行的《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规范》（GB50458-2008）和《跨座式单轨交

通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614-2010）两本国标中接触网部分是针对“T 形”汇流排+接

触线的结构形式进行的编写，未包含钢铝复合轨这种结构型式，这两种结构型式在系

统性上还是区别较大。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从设计、施工、验收及检修维护方面对接触轨系统做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本标准的制定填补国家、行业标准空白。 

本标准中规定的接触网系统功能需求、施工及验收标准，已在芜湖轨道交通 1 号

线及 2 号线获得应用，统一规范了跨座式接触网设计标准、施工工艺要求、验收标准

和检修维护规程等与接触轨相关的一系列标准，本标准将助力跨座式单轨交通事业，

推动接触轨行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可在后续其他跨座式轨道交通工程中进行

推广应用，持续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跨座式单轨系统接触网工程实例如下图所示。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制定可规范行业的相关要求，推动接触网行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创造经济及社会效益。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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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标准归口单位组织宣贯北讯，或借助年度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交流会议平

台宣讲，开展标准培训工作。 

（2）通过宣讲技术方案，深入阐述本标准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为推广使用本标准

打下基础；积极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内的政府主管部门、建设、勘察、设计、施工、

第三方机构等单位就本标准开展互动，进一步推广应用。 

（3）开展应用效果监测，持续收集贯标单位的反馈意见和建议，进一步通过实际

工程效益验证技术方案的先进性及合理性。 

（4）标准使用方可以通过指定相应要求、设计并证明采用特定技术方案、实施定

性和定量评估等方式，采纳并声明符合本标准。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