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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支撑，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交通强国建设决策，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最主要公

共交通形式，为全面落实党的决策，遵循“推进城规信息化，发展智能系统，建设智

慧城轨”的建设主线，各城市都进行了广泛的智慧车站实验和试点工作，并已逐步成

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趋势。但是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尚没有智慧车站相关规范，迫

切需要制定相关标准，指导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规划及工程建设。 

2020年 4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了《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0]22 号）。通知中明确将《城市

轨道交通智慧车站技术规范》列为编号 2020006-T-02 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由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提出，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协

作单位，开展《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技术规范》的研究和编制工作，项目计划完成

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份。 

1.2  协作单位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上海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河北远

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

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期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睿中实业股份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在中城协统一组织下，由中城协专家学术委、地铁公司、设计院、系统供应商和

国内高校五方面人员组成的编制组，开展编写工作。为了使规范更具适用性，在规范

编制过程中，充分吸收了智慧车站科研成果和国内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实验和试点

工作经验。 

2.1  编制组成员 

刘加华、王大庆、张立东、蔡佳妮、姜臻祺、邓冉然、张菁博、赵刚、刘琦、张

瑞、张洪庆、钟允、沈洋、曹薇、郭媛、展宗思、许超、李潇潇、张瑾、黄志刚、何



晶、曾歆、刘志钢、梁锴、贾志华、郑华荣、陈国芳、胡彦、蒋雨捷、陈光耀、韩玉

雄、康雪婷、丁晓炯、孙旦阳、王卿等。 

2.2  编制组成员工作分工 

序号 工作分工 牵头单位 人员 

1 总体负责 
上海申通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 
刘加华、王大庆 

2 

（核心编制组） 

全程参与本规范的研究、编

写及讨论修改 

上海申通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 

张立东、蔡佳妮、姜臻祺、邓冉

然、张菁博、赵刚、刘琦、张瑞、

张洪庆、钟允、沈洋、曹薇、郭

媛、展宗思、许超、李潇潇 

3 

（编制小组） 

主要牵头或参与编制“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章节 

北京市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 

刘琦、张瑞、张立东、姜臻祺、

邓冉然、张洪庆、钟允、沈洋、

曹薇、郭媛、展宗思、许超、李

潇潇 

4 

（编制小组） 

主要牵头或参与编制“缩略

语、术语和定义”、“总体要

求”、“配套专业系统”章节 

深圳市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 

张洪庆、钟允、张立东、姜臻祺、

邓冉然、刘琦、张瑞、沈洋、曹

薇、郭媛、展宗思、许超、李潇

潇、张瑾、黄志刚、何晶、曾歆、

刘志钢、梁锴、贾志华、郑华荣、

陈国芳、胡彦、蒋雨捷、陈光耀、

韩玉雄、康雪婷、丁晓炯、孙旦

阳、王卿等 

5 

（编制小组） 

主要牵头或参与编制“智慧

车站功能”章节 

上海申通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 

张立东、蔡佳妮、姜臻祺、邓冉

然、张菁博、赵刚、刘琦、张瑞、

张洪庆、钟允、沈洋、曹薇、郭

媛、展宗思、许超、李潇潇、黄

志刚、曾歆、梁锴、胡彦、蒋雨

捷、陈光耀、韩玉雄 

6 

（编制小组） 

主要牵头或参与编制“智慧

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章节 

成都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 

沈洋、张立东、姜臻祺、邓冉然、

刘琦、张瑞、张洪庆、钟允、曹

薇、郭媛、展宗思、许超、李潇

潇 

7 

（编制小组） 

主要牵头或参与编制“系统

功能验收和性能验收”章节 

西安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 

曹薇、郭媛、展宗思、许超、李

潇潇、张立东、姜臻祺、邓冉然、

刘琦、张瑞、张洪庆、钟允、沈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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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  

2020 年 09 月，规范编制牵头单位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多家单位开

展编制计划、编制大纲和任务分工的内容编写，为有序推进规范编写任务奠定了基础。 

2020 年 10 月，编制组在上海召开《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技术规范》第一次工

作会议暨项目启动会，审议了编制计划、编制大纲和任务分工等方面内容，中城协专

家工建委专家陈燕申、贺旭进行现场指导工作，成立了规范编制组。 

2020 年 12 月，受疫情影响，编制组在线召开了《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技术规

范》第二次工作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参编单位的任务分工和工作计划，成立

核心编制组（各地铁公司组成），由核心编制组成员牵头形成小组，进行指定章节编制

工作；确定第 5 章“智慧车站功能”、第 6 章“智慧车站应用系统”章节先行编制，单

独召开专题会推进编制工作；其余各章节根据第 5、6 章节内容进行编制。 

2021 年 02 月，根据编制工作进展情况，编制组在线召开《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

站技术规范》第三次工作会议，会议详细讨论了第 5、6 章的内容，决定深入研究中城

协关于云技术应用和安全的相关规范，并结合各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的建设方案，

开展各章节内容编制；明确优化智慧车站特征、功能和定义，将智慧运控、智慧运管

功能合并，独立乘客信息服务功能。 

2021 年 05 月，汇总小组编制的章节内容形成初稿，由规范核心编制组（各地铁

公司）进行内部审阅，标注错误、分歧点。 

2021 年 06 月，核心编制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讨论会，详细讨论了规范中的各章、

节、条款的内容，与会成员代表各编制小组发表修改意见。会议明确应充分考虑各城

市轨道交通智慧城市的发展现状，兼顾基于云平台架构和独立系统架构的技术方案；

将智慧车站功能调整为“智慧服务”、“智慧运维”和“智慧管控”；补充“智慧车站运

行与管理系统”的功能架构和系统结构进行描述；另外增加“功能和性能验收”章节。 

2021 年 07 月，编制组针对各章节编写和修改，在线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对新

增“功能和性能验收”章节内容进行研究、编制和讨论。 

2021 年 08 月，核心编制组在上海召开第二次讨论会，讨论并修改了规范中少量

的存在错误或歧义的技术条款，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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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按以下原则进行编制： 

1.遵循国家及其他行业有关信息化建设、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 

2.综合考虑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实验和试点工作现状，结合实际需求，展望未

来发展，要求适度超前，技术规定具有可操作性。 

3.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规则要求。 



4.格式符合 GB/T1.1-2020 要求。 

本规范编制和实施过程中不涉及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 

本规范为行业内第一部关于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的技术标准规范，填补了行业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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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包括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的一般规定、智慧车站功能、智慧车站运行与

管理系统、配套专业系统、系统功能验收和性能验收等内容，侧重于规范智慧车站工

程的功能设计、运行与管理系统的软硬件结构和性能、配套专业系统的新增设备和功

能，以及系统验收要求，是指导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建设和运营的标准规范。 

本规范中“总则”和“智慧车站功能”的内容充分参考了各城市轨道交通对智慧

车站功能需求的研究和分析，包括上海轨道交通 17 号线诸光路站、16 号线惠南站、

10 号线新江湾城站、7 号线顾村公园站和西安轨道交通小寨站等智慧车站示范工程经

验，在上海轨道交通 15 号线、18 号线一期及 10 号线二期的建设中，应用了相关的优

秀功能设计，使得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功能灵活完善、操作便捷简单，有效提高了车

站开关站的效率、客流引导效率、乘客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

和“配套专业系统”内容兼顾了基于云平台架构和独立系统架构的建设模式，并吸收

了各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试点工程的先进技术应用成果。本规范的内容遵循《地铁

设计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等规范的设计原则及技术要求，以《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工程技术标准》以及《城市轨道交

通云平台网络架构技术规范》等文件及规范作为指引，兼顾考虑各城市轨道交通智慧

车站的建设现状、管理模式和功能需求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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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11 日，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组织召开成果评价会，对由上海申通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承担的《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成果

进行评价，中国科学院何积丰院士以及来自广州、南京、武汉等城市的专家认为： 

1）该项目创新应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智慧车站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构建了智慧车站系统的体系架构，研发了智慧车站智能运行、设备智能维护、

乘车智能引导、跨网数据摆渡和异构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形成了《轨道交通智慧车

站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该项目研制的智慧车站智能运行系统采用分布式监控技术和性

能优化技术，全面感知车站运行状态，实现车站异构数据的融合管理，实现智能开关

站等场景应用；该项目研制的轨道交通设备智能维护系统融合应用了基于关联系统的

设备故障智能诊断方法和故障诊断逻辑网络拓扑排序和存储方法，实现轨道交通车站

重要设备的状态预警；该项目研制的乘车智能引导系统融合应用了智能视频分析和大

数据分析技术，全面感知车站客流状态，预判客流变化趋势，为车站客运组织与管理

提供智能化和可视化手段，为乘客提供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和乘车诱导。 



2）该项目把轨道交通车站精细化管理技术支撑作为智慧地铁的建设目标，构建了

车站精细化管理系统，提高了智慧车站的运营管理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也提升了智

慧车站的客运管理能力和乘客服务能力。 

3）该项目获授权专利 17 项，发表论文 19 篇，登记软件著作权 17 项，制定

技术标准 13 项。成果率先在上海地铁诸光路站、惠南站、新江湾城站等车站示范应

用，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7.45 亿元，推动了轨道交通行业的技术创新。 

综合考虑该项目创新成果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效并结合技术查新报告的结论，专

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目总体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在智慧车站试点示范的性能和功能方面。以 1 项智慧车站系统工程示范应用为例，

包括车站智能运行系统、车站智能乘车引导系统和车站设备智能维护系统的应用。其

中车站智能运行系统，实现状态感知、综合监控、自动运行等功能；集成专业系统不

少于 7 个，状态量采集时间不大于 2s，模拟量采集时间不大于 3s，控制命令下发时间

不大于 2s，冗余网络切换时间不大于 200ms，冗余 FEP 切换时间不大于 2s。车站智能

乘车引导系统，实现基于位置的乘车信息服务和候车诱导，实现车站乘客服务信息的

全覆盖，系统信息响应时间不大于 3s。车站设备智能维护系统，实现对车站重要机电

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分析、评估和故障预警，故障诊断算法数量不少于 6 个。 

6.2  综述报告 

本规范明确智慧车站的定位、基本特征和建设目标，提出智慧车站系统的功能、

软硬件架构和信息安全要求，明确智慧车站系统集成方案与被集成子系统的接口要求

及相关专业的配套要求等。因此，本规范将全面地反映智慧车站系统的建设内容，可

以作为国内轨道交通既有线改造与新线项目智慧车站系统设计、建设和验收的依据。 

本规范将积极跟踪轨道交通系统的前沿技术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掌握智慧车站系

统的状态感知、数据管控、自动诊断、业务闭环、持续进化等核心技术，形成全新一

代的智慧车站系统的技术方案和技术标准，形成中国特色、国际先进的产业格局。 

6.3  技术经济论证 

智慧车站的建成和使用，将是国内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系统”的首次探索应用，

将会对后续推广工作具有较高的指导作用，形成的建设标准，可用于新线建设与既有

线改造工程。通过智慧车站的标准化建设，可提升车站运营管理效率约 30%，提高乘

客乘车满意度约 5%，降低车站机电设备故障率约 10%。最终提高车站智能化水平及运

营人员工作质量、改善乘客用户体验。 

通过智慧车站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实现面向车站的智能化运行管理，彻底改变目

前以人工操作为主的车站管理格局。成果推广应用后，以上海地铁为例，预计可复合

车站人员岗位 1200 余个，每年减员增效的金额高达 1.2 亿元。 

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系统的研究与应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智慧车

站系统的研究，掌握智慧车站智能运行、智能服务、自动诊断、持续进化的核心技术，

促进轨道交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通过智慧车站系统的研究，培养一支智慧车站系



统设计、开发、实施和项目管理的人才队伍，为后续智慧地铁、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

础。通过智慧车站系统的研究，构建智慧车站智能服务支持系统，提升乘客服务能级，

增加乘客乘车体验，并为国内创新产业的培育发展创造条件。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以上海地铁为例，通过智慧车站的标准制定与应用推广，可实现面向车站的智能

化运行管理，彻底改变目前以人工操作为主的车站管理格局，预计可复合车站人员岗

位 1200 余个，节省能耗约 6000 万 kWh，每年减员增效的金额高达 1.8 亿元；可实现

面向乘客的全方位体验，有效带动乘客信息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预计新增产品销售

6000 万元；可实现面向设备的自动诊断和故障预警，从而全面提升车站设备的管理效

率，改变现有的计划修模式为状态修，从而有效降低设备整体维护频次，增加设备使

用寿命，预计每年节省设备维护费用 1.2 亿元。 

国内其他城市地铁智慧车站建设经济效果同样显著。广州地铁改建和新建各 1 座

智慧车站，实现“一个平台+四组应用（综合信息发布、智能客流引导、智慧安防、智

慧站务）”，促进广州地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预计运营期节省投资 62 万元/年，

10 年全生命周期节省 1343 万元。深圳地铁改建 2 座智慧车站，实现行程规划、站內

导航、信息发布、语音购票、快速安检、无感过闸等乘客服务，车站管理以及车站设

备智能检测检修，预计运营期节省投资 181.2 万元/年， 10 年全生命周期节省 1812

万元。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暂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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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遵循上位规范、各类设计规范等指导原则，深化智慧车站功能需求研究，

明确了对智慧车站运营与管理系统设计原则，提出了智慧车站相关配套系统的新增内

容，并对智慧车站关键功能和性能提出验收要求。 

2.本规范编制遵循技术先进性、科学适用的原则，总结各类智慧车站试点经验，

按照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发展的特点进行智慧化设计，指导智慧车站的建设和运营，为

建设智慧城轨奠定基础。 

3.本规范编制通过调研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在乘客服务、客运管理、运行维护三个

方向的功能需求，充分研究和吸收了各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试点工程建设中的优秀

功能设计。 

4.本规范编制兼顾了各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现状，兼容基于云平台架构和独立系

统架构的智慧车站建设模式，对超前于配套专业系统标准、建设难度大、成本高或颠

覆性较大的技术要求以建议提出。 

5.本规范在中城协统一组织下，由中城协专家学术委、地铁公司、设计院、系统



供应商和国内高校五方面人员组成的编制组，开展编写工作。编制组成员至少对城市

轨道交通车站的功能需求、系统集成、设计和建设等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内容有深入

研究，充分吸收各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的建设经验，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确保规

范的普适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本规范发布后，可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和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组织各地地铁公司和设计院进行宣贯；建议各地铁公司在智慧车站试点示范时结

合地方实际并参考本规范执行。 

关于本规范的贯彻执行效果，可对参照本规范开展的智慧车站建设/示范工程中，

智慧车站功能的实现程度、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的建设方案及性能指标满足情况

作出评估，得到评估结论；评估过程中，可参考本规范附录中的系统架构图和验收示

例表。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