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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 通用产品和通用应用安全评估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目前,国内安全评估依据标准主要有 GB21562、GB28808、GB28809 或其对应的欧标,

由于评估人员和机构的不同,评估过程中要求会有一些差异，对评估结论的采信带来一

定困难。 

为进一步规范国内轨道交通安全评估活动，使我国城轨 CBTC 系统安全评估在满足

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流程清晰、要求明确的评估规范，

以满足国内快速技术变革和更高技术需求的发展要求，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交

了《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通用产品/通用应用安全评估规范》团体标准提案。 

2020 年 4 月 20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中城轨[2020]22 号），《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

通用产品和通用应用安全评估规范》正式立项，计划编号为：2020012—T—04，由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管理，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通信信号研究所。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牵头单位中铁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在国内安全评估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已完成多

个 CBTC 及子系统通用产品/通用应用安全评估，在重庆互联互通安全评估过程中，作

为牵头单位组织编制了互联互通安全评估规范；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国际上

知名的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具有丰富的国际国内评估经验；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通信信号研究所是国内 CBTC 系统的集成商。 

总体而言，本文件的编制单位和参编人员覆盖了国内评估机构、国际评估机构、

设备集成商，组成合理，具备编制本文件的技术能力。 

（1）组织架构： 

 



领导组

工作组 专家组
 

（2）领导组 

组长：李中浩 

组员：黎国清 孙超 王伟 

（3）专家组 

组长：李新文 

组员：段晨宁  崔科  刘键  武永军  张萍  潘峰 

（4）编制组 

组长：赵天时 

组员：郎学伟  宋小莉  陈光智  闫晓霞  胡妃俨  仲伟强  孙旺  姜庆阳  方

力一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单位 人员 工作内容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 
赵天时 郎学伟 宋小莉 

牵头编写整个规范,主要负

责第 4章、第 5章、第 6章

及附录 C 编写。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陈光智  闫晓霞 

负责第 4 章、第 5章、第 6

章及附录 B编写。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妃俨  仲伟强 
参与整个规范审核，编写附

录 A危害识别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通信信号研

究所 

孙旺  姜庆阳  方力一 

参与整个规范审核，参与编

写附录 A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 

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启动，成立了标准的编制组，确定各单位分工，并制定具体的

工作计划。 

2021 年 5 月，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提交了《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通用产品和通用应用

安全评估规范》讨论稿及编制说明。 

2021 年 7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对



《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通用产品和通用应用安全评估规范》讨论稿进行了审核，

并批注了相关问题。 

2021 年 12 月，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根据审核意见对《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通用产品和通用应用安全评估规范》讨论稿进行修改完善，规范内容主要分

为第 1 章范围、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3 章术语定义和缩略语、第 4 章基本规定、

第 6 章安全评估实施、附录 A 危害识别、附录 B 风险接收矩阵、附录 C 安全评估报告/

证书要求，编写过程中各单位按照分工并行开展，其中第 6 章和附录 A 是本规范编写

的重点和难点，在编制过程中组织了 3 次内部讨论，确定评估检查项点及危害识别等

相关内容编写的原则。风险接收矩阵也是本规范讨论比较多的部分，最终选择了在行

业应用比较广泛且有代表性的风险接收原则。下表是本规范编制组的编制活动时间段。 

阶段 工作内容 参与方 时间 

准备工作 组成编制组,确定分工,制

定工作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2020.6.1-2020.6.30 

召开启动会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2020.7.1-2020.7.10 

征求意见

稿 

调研收集资料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 

2020.7.11-2020.9.10 

编写提交讨论稿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莱茵技

术（上海）有限公

司、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通信信号

研究所 

2020.9.11-2020.12.10 

进一步修改讨论稿,形成

征求意见稿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莱茵技

术（上海）有限公

司、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集团

2020.12.11-2021.5.10 



有限公司通信信号

研究所 

专家组评审征求意见稿  2021.5.1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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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原则 

1）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1.1-2020 要求。 

2）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标准内容合理、可执行、要求明确。 

4）标准实施后，有利于规范 CBTC 信号系统安全评估，保障评估一致性。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遵循法律法规内容，同时符合 GB21562、GB28808、GB28809 标准要求，无违

反强制性标准的其它内容。 

4.3 写出本标准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主要技术指标的不同点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安全评估主要基于 GB21562、GB28808、GB28809 标

准作为基本依据，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上述标准关于 RAMS 安全保障体系基础上，

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明确了 CBTC 信号系统安全评估相关活动和流程、安全评估原则、

机构资质及人员能力、安全评估实施、CBTC 系统危害列表、风险接收准则、评估报告

/证书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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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评估基于风险可接受原则，通过危害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确定风险是否降

低到可接受程度,本规范借助国已有通用成熟做法,规定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风险接受

矩阵，当风险等级在不可接受区间时，需要有相应的控制措施降低相关隐患的风险等

级，直至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下表示风险接收矩阵详细内容。 

风险矩阵 

 

5 4 3 2 1 

轻微事

故 

严重事

故 
危急事故 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

故 

安全 

死亡数目   <3 人 3 至 49 人 50 人或以上 

重伤数目  <3 人 3 至 49 人 
50 人或以

上 
 

轻伤数目 <3 人 
3 至 49

人 

50 人或以

上 
  

危害发生频

率 

A 
每周发生次数或

更多 
≥100 R1 R1 R1 R1 R1 

B 每月发生数次 ≥10 - <100 R1 R1 R1 R1 R1 

C 每年发生数次 ≥1 - <10 R2 R1 R1 R1 R1 

D 十年内发生数次 ≥1E-1 - <1 R2 R1 R1 R1 R1 



E 百年内发生数次 ≥1E-2 - <1E-1 R3 R2 R1 R1 R1 

F 不大可能出现 ≥1E-3 - <1E-2 R3 R3 R2 R1 R1 

G 非常不可能出现 ≥1E-4 - <1E-3 R4 R3 R3 R2 R1 

H 发生可能性最少 ≥1E-5- <1E-4 R4 R4 R3 R3 R2 

I 不可能发生 ≥1E-6-<1E-5 R4 R4 R4 R3 R3 

J 难以置信的 <1E-6 R4 R4 R4 R4 R3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是首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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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某些规定在以下项目中已经得验证： 

1）文件审核、测试见证、质量安全审核等活动在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评估

项目中已经得到验证，如中车时代 CBTC 安全评估项目，重庆 5 号线互联互通安全评估

项目； 

2）风险接受矩阵在北京机场 FAO 项目中已经有应用。 

6.2 综述报告 

本规范基于国内外评估经验和 CBTC 集成商的开发经验，相关规定已在安全评估项

目中得到实践与运用，本规范目的是进一步明确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明确了 CBTC

信号系统安全评估相关活动和流程，明确了安全评估原则、机构资质及人员能力、安

全评估实施、CBTC 系统危害列表、风险接收准则、评估报告/证书要求等。解决目前

CBTC 信号系统安全评估过程中的评估要求、过程、范围及标准统一，使我国城轨 CBTC

系统安全评估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基础上，规范国内相关企业和评估机构，

增强用户信心。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规范目的是为了解决安全评估过程中的评估要求、过程、范围及标准统一，以

便在对既有已评估 CBTC 系统升级改造时,有利于评估机构开展相互认可活动,减少评

估工作和开发工作重复活动,有利于提高效率。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规范有利于评估工作相互认可的开展，初步估计，能进一步降低变更评估工作

量的 30%左右。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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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为新制定,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标准发布后,积极开展标准宣贯工作； 

2）编制组联合中城协向相关方进行技术方案宣讲,深入阐述编写标准的目的和意

义,积极推动在安全评估中引用该标准； 

3）制定相关使用检测结果,进一步用评估项目验证本规范合理性。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