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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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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效学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整体设计以及布局、控制台和环境的设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设计，车站级控制室、应急

指挥中心等场所的设计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51.2人类工效学 险情视觉信号 一般要求 设计和检验

GB/T 5703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

GB/T 10000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GB/T 12985在产品设计中应用人体尺寸百分位数的通则

GB/T 13379视觉工效学原则，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GB/T 13547工作空间人体尺寸

GB/T 17249.1声学 低噪声工作场所设计指南 噪声控制规划

GB 17945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T 18883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2188.1控制中心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 1部分：控制中心的设计原则

GB/T 22188.2控制中心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 2部分：控制套室的布局原则

GB/T 22188.3控制中心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 3部分：控制室的布局

GB/T 33658室内人体热舒适环境要求与评价方法

GB 50019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3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

GB 50490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GB 50736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5083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GJB 1062A军用视觉显示器人机工程设计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类工效学 erg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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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任何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将理论、原则、数据和方法应用于设计来优化

人类生活质量以及整体系统绩效的专业。

[来源：GB/T 16251——2008, 2.3]

3.2

人体尺寸百分位数 percentile of the body dimension
百分位数是一种位置指标、一个界值，以符号 Pk表示。一个百分位数将群体或样本的全部观测

值分为两部分，有 K%的观测值等于和小于它，有(100-K)%的观测值大于它。人体尺寸用百分位数

表示时，称人体尺寸百分位数。

3.3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系统，包括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列车、

磁浮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来源：GB 50490——2009, 2.0.1]

3.4

运营中央控制室 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对轨道交通运营实施集中监控和管理的场所。

[来源：GB/T 50833——2012, 4.0.2]

3.5

近身区域 intimate zone
距离人体 45 cm ~ 120 cm的区域。

[来源：DL/T 575.4-1999, 7.3]

3.6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 shared visual display device
多个控制室操作者在各自的控制站内共同使用的工作站内视觉显示器。

[来源： GB/T 22188.3——2010, 3.21]

3.7

视敏度 visual acuity
对相邻目标或目标细节的分辨能力。它可用眼睛恰好能区分的两条线或两点间的角距（弧分）

的倒数来表示。

[来源：GB/T 12984——1991, 3.3]

3.8

视角 visual angle
识别对象观察点所形成的张角。

[来源：DL/T 575.1——1999, 4.1.32]

3.9

视距 sight distance
识别对象与调度员眼睛之间的距离或距离范围。

[来源：DL/T 575.2——1999, A4.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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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型灯具 direct lighting luminaire
灯具垂直向下照射时，下半球的光通量占总光通量 90%~100%的灯具。

3.11

温度波动 temperature fluctuation
室内环境达到热稳定状态后，规定时间段内室内温度的变化幅度。

[来源：GB/T 33658——2017, 3.3]

3.12

垂直空气温差 vertical ai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室内环境达到热稳定状态后，人员坐姿状态下的头脚位置垂直方向上存在的空气温差。

[来源：GB/T 33658——2017, 3.5]

3.13

温度均匀度 temperature evenness
室内环境达到热稳定状态后，在同一时刻，不同测点温度的差异状况。

[来源：GB/T 33658——2017, 3.7]

3.14

吹风感指数 draught rate (DR)
由于气流带走人体热量所导致的不满意人群的百分数。

[来源：GB/T 33658——2017, 3.5]

3.15

预计平均热感觉指数 predicted Mean Vote（PMV）
PMV指数是以人体热平衡的基本方程式以及心理生理学主观热感觉的等级为出发点，考虑了人

体热舒适感诸多有关因素的全面评价指标。PMV指数表明群体对于（+3~-3）七个等级热感觉投票

的平均指数。

[来源：GB 50736——2012, 2.0.1]

3.16

预计不满意率 predicted percentage dissatisfied（PPD）
PPD指数为预计处于热环境中的群体对于热环境不满意的投票平均值。PPD指数可预计群体中

感觉过暖或过凉“根据七级热感觉投票表示热（+3），温暖（+2），凉（-2），或冷（-3）”的人

的百分数。

[来源：GB 50736——2012, 2.0.2]

3.17

混响 reverberation
声源停止发声后，声音由于多次反射或散射而延续的现象。

[来源：GB/T 3947——1996, 2.70]

4 总体要求

4.1 设计内容

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效学设计内容如图 1所示，具体应包括：

─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布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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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布局设计；

─ 控制台的布局和结构尺寸设计；

─ 显示器和控制器布局设计；

─ 声、光、热环境设计与安全。

图 1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人类工效学设计内容

4.2 一般性要求

运营中央控制室设计应考虑如下一般性要求：

a) 应为调度人员提供实现系统运行目标所必需的人机接口、信息和设备；

b) 应考虑所有运行状态，包括事故、灾害、反恐、与政府的应急联合指挥等情况；

c) 应使系统能有效运行和维护，同时保障控制室内人员的安全；

d) 总体空间应满足设备布局、人员岗位设置、设备维护、人员通行的空间，同时考虑预留控

制室系统的升级和改造空间；

e) 空间设计应能供女性第 5百分位至男性第 95百分位的调度员使用。可调节设施的调节尺寸

范围至少应在女性第 5百分位至男性第 95百分位之间，其调节装置应易于使用。

4.3 人体尺寸参数设计要求

4.3.1 人体尺寸

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效学的设计应至少能适应 90%以上的调度员群体，要求如下：

a) 设计所使用的人体尺寸应按照 GB/T 10000和 GB/T 13547进行选取；

b) 坐姿作业的关键人体尺寸和控制台尺寸如图 2和图 3所示；

c) 针对不同的作业空间设计内容，人体尺寸百分位数的选取应符合 GB/T 12985中的规定，

对于不可调节的尺寸，手功能可及范围应以女性第 5百分位的人体尺寸来确定，受限空间

尺寸应以男性第 95百分位的人体尺寸来确定；

d) 运用人体尺寸数据设计时应考虑鞋子和服装尺寸的影响对人体尺寸予以修正，具体修正参

数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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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坐姿眼高；

2——坐姿肘高；

3——坐姿肩高；

4——坐姿腘高；

5——大腿厚；

6——坐姿膝高；

7——坐姿臀至腹厚；

8——坐姿臀至膝距；

9——臀腘距；

10——足长；

11——上肢执握前伸长；

12——肩肘距。

图 2 与坐姿控制工作站高度相关的关键人体测量尺寸与控制工作站尺寸

标引序号说明：

1——视距，由眼高、坐姿、任务需求与设备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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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用的控制台面深度；

3——控制台面高度；

4——控制台面下方的垂直间隙，通过坐姿腘高、大腿厚、鞋跟高和坐垫厚度相加求得；

5——扶手高度(从座板算起)，通过坐姿肘高加上坐垫厚度求得；

6——座板高度范围，从女性第5百分位至男性第95百分位；

7——座板深度，采用臀腘距的最小值；

8——控制台面膝盖高度以下的水平间隙，通过坐姿臀至膝距最大值减去坐姿臀至腹厚最小值求得；

9——与脚齐平的水平间隙，通过臀腘距减去坐姿臀至腹厚再加上足长求得。

图 3 关键控制工作站尺寸

4.3.2 工作姿势及其尺寸

调度员作业时的所采用的作业姿势、作业内容及眼点位置如表 1和图 4所示。

表 1 四种作业姿势及其作业内容

姿势 作业 附注 示图

前倾
精确的监视、

操纵控制器

——肩关节在控制台边

缘上方

——允许短周期

—— 手 可 及 范 围 ：

610mm（P5）

坐直
打字、书写、

操作控制器

——视点在控制台边缘

上方

—— 手 可 及 范 围 ：

（610mm~100mm）

斜倚 监视

——视点在控制台边缘

后方 150mm
—— 手 可 及 范 围 ：

（610mm~200mm）

放松
长时间监视、

与他人交谈

——视点在控制台边缘

后方 300mm
——视点降低 30mm

作业姿势
a
mm

b
mm

c
mm

d
mm

e
°

前倾 -90 -50 1200 1300 20±5



T/CAMET XXXX—2021

7

坐直 0 0 1210 1325 30±5
斜倚 180 150 1210 1325 15±5
放松 350 300 1180 1290 15±5

标引序号说明：

1——第95百分位眼点位置；

2——第5百分位眼点位置；

3——控制台前沿；

a——第5百分位眼点至控制台前沿水平距离，眼点位于控制台前沿以左为负，以右为正；

b——第95百分位眼点至控制台前沿水平距离，眼点位于控制台前沿以左为负，以右为正；

c——第5百分位眼点至地面高度；

d——第95百分位眼点至地面高度；

e——正常视线倾角。

图 4 各坐姿下眼点位置

4.2.3 视觉范围

人的水平视觉范围和垂直视觉范围划分如图 5和图 6所示，处于后倾坐姿执行监视作业时，视

线在水平线下约 15°处。

a) 水平面头动范围 b) 水平面眼动范围

图 5 垂直视觉范围

a) 矢状面头动范围 b) 矢状面眼动范围

图 6 垂直视觉范围

5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布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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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布局应满足各调度岗位工作规程要求，能够反映各岗位职责的分配和监督的要

求，并有助于团队协作和调度员之间的视线交流、直接语言交流等操作联系。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布局设计应包括：建筑空间的确定、通道的设计、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布局

设计、控制台的布局设计。

5.1 建筑空间要求

运营中央控制室建筑空间的确定应考虑如下内容：

a) 工作区面积

在划分中央控制室内场地时，单个调度席位面积的参考值为 9m2 ~ 15m2。

b) 空间余量

宜为调度席位和设备预留约 25%的空间余量。

c) 人员预留

在非正常作业情况下，宜为额外增加的作业人员提供足够的空间。

d) 出入口和维护通道

出入口的位置和数目，宜考虑诸如控制室调度员人数和与控制室外区域的功能链接之类的因素。

出入口的门和通道应保证控制室内的设施及维护设备能运输和通过，还应考虑今后设备的补充、

维修和更新。运营中央控制室布局的各方面都宜考虑设备维护通道的要求。

在进入控制室时需提供工作许可证、密码的地方，宜充分考虑通行的路线和临时等侯区。用来

签到或收集诸如“工作许可证”之类文件的柜台，需设置在靠近入口处或者容易出入特定操作位置

的地方。

主要的出入口设置不应干扰调度员的工作视野，不应使调度员产生不安全感；出入口的设计还

应考虑控制与监视功能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e) 人员安全

当运营中央控制室地板高度不一致时，宜提供如护栏和扶手这些设施，以减少安全隐患。

f) 人员流动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其他人员、维护人员和所有来访者的流动，对运营中央控制室调度员的干扰

宜尽可能小。

5.2 通道设计要求

5.2.1 人员走行通道

人员走行通道所需适当空间的设计应考虑以下要求：

a) 应提供足够的走行空间以满足两个班次调度员的交接，走行路径的设置应避免对调度员视

觉或听觉上的干扰。

b) 宜能使参观来访者方便地到达各参观点，其路线应减少对调度员的干扰。

c) 宜使用下列公式计算人员走行所需最小空间的尺寸，即单独的一个人以立姿前行所需的空

间(见图 7)。应急出口应采用适当的第 99百分位数男性的人体尺寸数据，非应急出口可采

用男性第 95百分位的人体尺寸数据。如果携带工具箱或其他物品，宜增加额外的空间。

对于非应急出口：

A = h(P95) + x …………………………(1)
B = a(P95) + y …………………………(2)

对于应急出口：

Aem = h(P99) + x …………………………(3)
Bem = a(P99) + y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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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开口高度；

Aem——应急出口的开口高度；

B ——开口宽度；

Bem——应急出口的开口宽度；

h ——身高；

a ——两肘间宽；

x ——高度裕量（为安全帽、帽子和鞋高留出适当的裕量）；

y ——宽度裕量（为大件衣服留出的宽度裕量）；

P ——百分位数；

P95——预期用户人群的第 95百分位数；

P99——预期用户人群的第 99百分位数。

d) 两人通行的空间宜在公式 1至 4的基础上加倍计算（包括为携带的工具箱和其他物品留出

的适宜的裕量）。

e) 固定物件的放置宜尽量远离铰链式门的活动区以免挤压。在设计门的转动方向时，宜考虑

人员由于火、烟雾或气体而晕倒的可能性，避免人员在昏迷状态下将门阻塞。

标引序号说明：

1——开口高度；

2 ——开口宽度；

X ——高度裕量（为安全帽、帽子和鞋高留出适当的裕量）；

Y ——宽度裕量（为大件衣服留出的宽度裕量）。

图 7 人员的最小走行空间

人员走行通道所需空间设计推荐值如下：

a) 通道高度应不小于 1950mm；

b) 单人通道的间距宜在 800mm以上，不得小于 630mm，如空间有限，则可采用上宽下窄的

通道，肩部宽度不小于 630mm，足部宽度允许小至 300mm；

c) 允许双人正向通行的双人通道间距宜在 1370mm以上，不得小于 1070mm；允许一人通行，

一人立停的最小间距不小于 900mm；允许二人侧身通过的最小间距为 760mm。

控制台之间的通道所需适当空间的设计推荐值如图 8所示：

a) 前排控制台前方距共享视觉显示设备之间至少应提供 1220mm的空间；

b) 控制台的台前和台后应留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及维修空间，两排控制台前后之间的距离不应

小于 1270mm；

c) 最后排控制台的台面前缘至限制人体向后活动界面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1000mm，身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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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其他人员（单人）通过，则间距不应小于 1270mm。

图 8 控制台周边间距

5.2.2 维护通道

维护通道所需适当空间的设计宜考虑以下因素：

a) 日常使用的设备(计算机、共享显示屏、打印机等)和需定期维护的设备(如照明灯具、火灾

报警系统、采暖通风空调系统)应易于接近，以便于维护；

b) 应为设备维护留有所需的空间，以避免无意中触发任何危及安全的关键控制开关；

c) 维护通道宜设置在控制台调度员的前方，以免中断运营中央控制室调度员的操作；

d) 宜为保洁工具的使用和维护工作的进行提供充足的电源插座，以免造成电气干扰或影响运

营中央控制室调度员的操作；

e) 维修和维护空间宜满足维护人员采用不同维修姿势，不同维修姿势的最小空间要求见图 9，
同时还应考虑维修者使用梯子和携带工具等所需空间。

a) 站立工作姿势 b) 弯腰工作姿势 c) 跪姿工作姿势 d) 蹲姿工作姿势

维修姿势 尺寸
最小空间要求

mm

站立工作姿势
W 1940
H 700

弯腰工作姿势
W 760
H 1500

跪姿工作姿势
W 760
H 1400

蹲姿工作姿势
W 760
H 1220

标引序号说明：

H——第95百分位男性维修空间高度；

W——第95百分位男性维修空间宽度。

图 9 设备不同维修姿势的最小空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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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布局设计

5.3.1 一般性要求

控制台外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布局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使女性第 5百分位至男性第 95百分位的人员在正常的工作位置上，从水平和垂直两个

方向上都能看到共享视觉显示设备上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对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要求所

能包容的人体尺寸范围应从女性第 1百分位至男性第 99百分位。

b) 如果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呈现的是调度员在正常的工作位置上不必读取的信息，则可以将共

享视觉显示设备安装在工作位置的侧面。

c) 窗户不宜位于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相邻位置，或与显示器在同一视野内。出入口不宜与共

享视觉显示设备处于同一视野内。

d)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布局应确保所有调度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看到所必需的非控制台上的共享

视觉显示设备。

5.3.2 共享显示器的选型及数量的确定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选型应考虑以下因素：

─ 显示器的分辨率、色彩、亮度、对比度、可视角度和均一性等技术参数；

─ 多屏显示器之前的拼接缝隙；

─ 显示器安装空间；

─ 建设及后期维护成本。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数量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具体确定过程见图 10所示：

─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可布置面积；

─ 显示器型号尺寸的选择；

─ 常态模式信息内容及信息量；

─ 应急模式信息内容及信息量；

─ 展示模式信息内容及信息量；

─ 冗余和预留显示。

图 10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数量确定

5.3.3 水平和垂直方向布局

5.3.3.1 视野范围（视角）与视距确定

调度员的视野范围一般分为最佳显示区、正常显示区和扩展显示区，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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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佳显示区：人眼的最大的眼动视野范围；

b) 正常显示区：人眼的最佳眼动和最佳头动范围；

c) 扩展显示区：人眼的最大眼动和最佳头动范围。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布置位置都应位于调度员水平和垂直视觉范围（视角）

内。重要的、关键的或查看频率较高的显示内容应置于最佳显示范围内。

a) 水平视觉范围 b) 垂直视觉范围

图 11 显示器可布置视觉范围(视角)

视距应依据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最小字符高度和人眼垂直视角计算得到。字符的高度对应人眼

的垂直视角（单位：′），如图 12所示。对可读性要求很高时，字符的最小视角宜不小于 18′。

视角α的计算如下：

arctan
2
D
L

   …………………………(5)

式中：

ɑ——视角；

L——视距；

D——字符高度。

图 12 人眼的垂直观察视角

5.3.3.2 水平布局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水平布局设计宜考虑以下要求：

a) 需定期或连续使用，显示重要或频繁查看的信息内容的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宜布置在图 11
所示的最佳显示区内。

b) 显示次要和不频繁查看的信息内容的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宜布置在图 11所示的正常显示

和扩展显示区内。

5.3.3.3 垂直布局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垂直布局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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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共享视觉显示设备上呈现的操作信息，应能使女性第 5百分位调度员在非挺直坐姿时

可以看到。

b)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垂直布置最高位置不应超过人眼垂直视野范围水平线以上 40°。

c) 对于单排控制台，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垂直布置最低位置宜使用下列公式确定：

dD
HHdDHH

c

ce
cl 


 )( …………………………(6)

式中，

H1——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最低可视高度；

Hs——基准眼位高度，即从地面到眼外角之间的垂直距离，应采用女性第5百分位的人体尺寸；

注：He是调整后的椅面高度和人体测量数据“坐姿眼高”之和；

Hc——控制台上显示器高度至地板面距离；

D——控制台的前沿至墙上显示屏的水平距离；

Dc——控制台深度；

d——基准眼位至控制台前沿的水平距离。

有关尺寸的解释见图 13。

标引序号说明：

1——共享视觉显示设备；

2——视线；

3——基准眼点位置。

图 13 单排控制台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布局设计

d) 对于多排控制台，如图 14所示，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垂直布置最低位置宜使用下列公式确

定：

�1 = �5� +
�95ℎ − �5� − �
�1 − �2 − �' + �

(�1+ �) …………………………(7)

标引序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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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开口高度；

B ——开口宽度；

X ——高度裕量（为安全帽、帽子和鞋高留出适当的裕量）；

Y ——宽度裕量（为大件衣服留出的宽度裕量）；

H1 ——显示器的最低可视高度；

H5e ——第5百分位数人体坐姿眼位高度；

H95h ——第95百分位数人体坐姿身高；

D1 ——第二排控制台的前沿至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水平距离；

D2 ——第一排控制台的前沿至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水平距离；

Hc ——控制台上显示器上沿高度至地板面距离；

d ——第5百分位数人体基准眼位至控制台前沿的水平距离；

d’ ——第95百分位数人体基准眼位至控制台前沿的水平距离；

t ——后排台阶高度。

图 14 多排控制台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布局设计

5.4 控制台的布局设计

5.4.1 控制台的布局设计因素

控制台的布局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a)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各岗位的设备和控制台的布置应整齐、紧凑和美观，并应便于观察、操

作和维修，同时应便于调度员行动和疏散。

b) 应考虑到控制台的进出需求以及维修管理需求。

c) 控制台的位置宜避免气流干扰。

d) 需要查看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岗位的控制台不应位于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可视角度之外。

e) 当对多个控制台进行布局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1) 当多人共享使用时，应根据共享设备的使用情境来进行控制台的布局设计；

2) 宜使用尽量少的控制台型号满足不同岗位的作业需求；

3) 所有的操作宜在单个控制台上进行。

f) 控制台的布局应考虑可能的设备升级、额外工作位置的增设以及操作程序的变化。

g) 宜考虑调度员培训的需求。

h) 在运营中央控制室内设置不同高度的地板时，在满足调度员视觉作业的条件下，应尽量降

低台阶高度，减少台阶数量。

i) 在控制台布局时，应考虑正常和异常两种系统操作模式。例如：通过非电子方式等后备手

段传递信息。

j) 在作业人员最多和最少这两种情况下，控制台的布局均应提供令人满意的作业环境。

k) 控制台的布局应使调度员能方便地存储和显示其工作所需文档以及紧急情况下所需物品。

l) 运营中央控制室调度员之间的空间宜考虑布设共享设备。

m) 需设置辅助控制台时，其布局和设计宜遵循与主控制台布局相同的人类工效学设计要求。

5.4.2 控制台的组合形式

由多个控制台组成的群组形成一个单元时，其布局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多个控制台组合在一起时，相邻位置的调度员不宜处于对方的近身区域；

b) 调度员之间的空间应避免由共享设备、共同使用的区域或噪声干扰所引起的潜在问题；

c) 控制台的组合布局应考虑维修要求和移动设备所需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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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控制台的组合形式以及调度员围绕控制台的排列方式有着不同的特性，具体组合形式详见

附录 B。

5.4.3 控制台岗位布局要求

在进行控制台岗位布局设计之前，应考虑以下内容：

a) 各控制台岗位职责，例如行车调度、车辆调度、乘客调度等；

b) 各控制台岗位群组约束，例如同一条线路的各岗位划分为成一个群组；

c) 各控制台岗位之间的联系密切程度；

d) 若运营中央控制室内包含多条运营线路，需要明确不同运营线路之间的联系密切程度。

6 控制台的设计

6.1 显控器件布局设计

6.1.1 显示器布局设计

显示器的布置宜考虑调度员的视眼点高度、视距、视觉范围等，保证调度员对显示信息的准确

辨认。视角、视距和字符高度的关系见图 12所示。

a) 控制台面显示器屏幕宜可进行翻转与倾斜。

b) 对于主要显示器，最小高度字符的视角不应小于 18′。
c) 主要显示器和其他显示器的视距应大于 500mm；为了减少眼睛疲劳，视距宜大于等于

700mm。

d) 显示器的布置宜考虑其重要性和使用频次：

1) 重要且频繁使用的显示器布置在图 11所示的水平和垂直的最佳显示区内；

2) 次要显示器布置于正常显示区内(必要时可辅以头部转动)。在水平面内，应布置在图

11所示的水平视觉范围内的扩展显示区内。在垂直面内，应布置在图 11所示的垂直

视觉范围内的最佳显示区内。

根据视觉作业的需求，确定控制台的显示器数量，对于配备多台显示器的控制台，显示器布设

应考虑如下因素：

a) 在决定显示器和相关控制器的数量和排列时，应考虑各种作业场景；

b) 控制台上设置多台显示器时，显示器的尺寸和型号宜保持统一；

c) 显示器的布置设计优先考虑前倾与后倾两种作业姿势；

d) 当控制台设置多台显示器时，单排和双排显示器的垂直面排布可参照图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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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排显示器 b) 双排显示器

标引序号说明：

1——控制台台面；

2——显示器；

3——斜倚姿势下的眼点；

4——前倾姿势下的眼点；

5——可识别空间，具体确定方式参见GB/T 22188.4；

+——女性第5百分位眼点；

▲——男性第95百分位眼点。

图 15 垂直面内单排和双排显示器布置

6.1.2 控制器布局设计

控制台面上放置的控制器件应设置在手功能可及范围内，可参考女性第 5百分位人体尺寸来确

定，如图 16所示，手功能可及范围可划分为如下区域：

a) 舒适操作区（Ⅰ）：上臂靠近身体、曲肘，前臂平伸作回转运动所包括的范围；

b) 有效操作区（Ⅱ）：正直坐姿状态，手臂伸直，手能达到的操作区域，其范围相当于手功

能可及范围；

c) 扩展操作区（Ⅲ）：在坐姿情况下，身体改变姿势，手能达到的操作区域，其范围相当于

延伸的手功能可及范围。

标引序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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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舒适操作区深度，a = 300 mm；

b ——有效操作区深度，b = 450 mm；

c ——扩展操作区深度，c = 600 mm；

R1 ——舒适操作区半径，R1 = 400 mm；

R2 ——有效操作区半径，R2 = 550 mm；

R3 ——扩展操作区半径，R3 = 700 mm；

SDPL——左肩关节中心；

SDPR——右肩关节中心。

图 16 上肢手操作区划分

需要频繁、快速和精确操作的控制器，应布置在舒适操作区内；次要的和不常使用的控制器宜

布置在有效操作区内；只有不需立即执行的控制器才可布置于有效操作区之外，但需位于扩展操作

区内。对于控制器件布局的具体要求如下：

a) 不应将频繁使用的控制器放置在女性第 5百分位调度员肩高以上的位置。

b) 输入设备的高度应接近或低于处于坐姿调度员的肘部高度。

c) 输入设备（调度台、键盘、鼠标、电话）最好能够在显示器前的控制台面上自由的移动。

如果有特殊要求（如振动、地震条件），也可设置为内置。

d) 键盘宜位于调度员日常工作空间的中心。可以是单个显示器的前端，也可以是两个显示器

的中心。如果使用可移动键盘，应提供足够的空间。

e) 宜键盘能为调度员前臂和手腕提供支撑，尽量使手腕保持顺直，以避免长时间操作带来的

手腕损伤。

f) 对于单手操作设备，如鼠标等，其在控制台面布局设计应能满足左、右手均可使用的情况。

应有足够的空间和布线设施，以便将这些设备放置在调度员的左侧和右侧。

g) 控制台面提供 200×240mm鼠标移动空间。该空间应允许鼠标可以在沿垂直轴顺时针或逆

时针方向 30°范围内旋转。鼠标移动空间前应至少有 150mm深度和宽度的空间，以满足

调度员前臂和手腕的放置。

h) 对于有多个显示器的装置，宜采用共享式设备，例如同一个键盘和鼠标等，而不是针对每

一台显示器都配备专属的键盘和鼠标。

i) 输入设备不得与电话、操作手册、日志等其他物品争夺控制台面空间。这些物品应具有其

对应的空间，且由它们的实际大小、使用频率、紧急情况等决定。

j) 布置应急控制设备时，应考虑调度员从收到警报到激活操作所需的时间。应急控制设备的

布置应设置保护装置，避免被意外激活。

k) 发声设备（例如扬声器）应布置和安装在不影响其发挥相应功能的位置。若存在多个发声

设备，可通过空间隔离来帮助识别。

6.2 控制台结构尺寸设计

控制台的结构设计数据应符合使用者的群体特征，其结构尺寸设计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控制台应按照中国人体尺寸进行设计，各参数的大小应在女性第 5百分位至男性第 95百分

位可接受的范围内。

b) 控制台台面高度应与坐姿调度员的肘高一致。对于固定台面高度的控制台宜采用男性第 95
百分位来确定。工作面的高度可按如下方式计算：

H=A+B+C …………………………(8)



T/CAMET XXXX—2021

18

式中：

A——小腿加足高；

B——坐姿肘高；

C——穿鞋修正量。

c) 控制台下置腿空间尺寸应保证男性第 95百分位调度员腿的自由伸展。置腿空间应能容纳

120°的膝盖弯曲和 10°的踝关节弯曲。控制台置腿空间的高度及深度对应关系如图 17所
示。

图 17 控制台置腿空间尺寸设计

d) 控制台台面深度尺寸取决于坐姿的手最大功能可及范围，应以女性第 5百分位作为设计依

据。同时还应考虑台面、台下设备布置和置腿空间需求。控制台台上、台下区域划分见图

18。控制台深度可按下式计算：

T = max T1, T2 = max [ max g, j + x + y , (w + m)] …………………………(9)

式中：

T1——控制台台面上方深度；

T2——控制台台面下方深度；

g——人体手可及范围的最大距离；

j——满足视距要求的显示器前沿至台面前沿距离；

x——放置显示器所需深度；

y——控制台背板宽度与显示器支撑架占据深度之和；

m——机柜深度；

w——置腿空间深度。

图 18 台面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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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控制台结构尺寸、相关设备的布局以及工作空间等的设计，应为调度员活动留有足够的裕

量。控制台台面应留出放置文件或书写的水平台面空间。控制台台面宽度扣除计算机显示

器所占宽度后，可操作宽度不应小于 400mm，应提供不小于 A4幅面的书写用工作面。

f) 各类工作姿势下的需求和建议：

1) 控制台设计应适应各坐姿下、调度员不同视距以及视线的使用需求；

2) 控制台可达域设计应仅以前倾和正直坐姿为设计参考；

3) 控制台配备座椅高度应可调节；

4) 控制台应供前臂支撑。

g) 应提供可调脚踏板，脚踏板的尺寸要求应如下：

1) 脚踏板表面不小于 450 × 350 mm（宽度×深度）；

2) 前端最低高度 50mm，高度至少可调至 110mm；

3) 最小坡度为 5°，至少可调至 15°。

h) 控制台及设备构件之间的间隙，宜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进行清洁。

7 环境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7.1 一般性要求

运营中央控制室良好的环境设计应遵循如下人类工效学设计要求：

a) 为优化调度员的工作绩效和舒适度，照明水平和环境温度应能根据调度员的需要进行调节；

b) 在不同环境条件（即热环境，空气质量，照明，声学，振动和室内设计）之间存在设计需

求冲突时，应寻求有利于作业绩效的平衡点；

c) 在运营中央控制室设计应考虑控制室所处地理位置的气候等外部因素；

d) 应考虑各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产生噪音的空调系统与声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

e) 未来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变化和改造升级时应整体考虑环境系统的设计变化。

7.2 热环境要求

7.2.1 热环境设计因素

热环境设计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

─ 控制室空间大小；

─ 作业活动范围和工作姿势；

─ 调度员数量及作业班次；

─ 设备和照明产生的总热量；

─ 运营中央控制室一天中相对太阳的方向；

─ 外墙的热传导；

─ 门窗的面积和数量；

─ 建筑材料的屏蔽性能；

─ 防止阳光直射的设施；

─ 控制室的地理位置。

7.2.2 技术要求

7.2.2.1 运营中央控制室热舒适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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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中央控制室的热环境在夏季和冬季两种情况下应满足要求如下：

a) 冬季热环境要求：

1) 适宜温度 20℃~22℃；

2) 离地面高度 0.1m~1.1m（头部与踝关节的高度水平）的垂直方向温度差宜小于 3℃；

3) 地面温度一般在 19℃-26℃间，地面供暖系统温度宜设计为 29℃；

4) 窗口或其它寒冷垂直表面的不对称辐射温度宜小于 10℃（相对于地面高度垂直方向

0.6m处）；

5) 相对湿度宜保持在 30%~70%之间；

6) 为弥补昼夜节律，在清晨运营中央控制室的温度应能增加 1℃~2℃。

b) 夏季热环境要求：

1) 适宜温度 24℃~26℃；

2) 离地面高度 0.1m~1.1m（头部与踝关节的高度水平）的垂直方向温度差宜小于 3℃；

3) 相对湿度宜保持在 40%~60%之间；

4) 为弥补昼夜节律，在清晨运营中央控制室的温度应能增加 1℃~2℃。

7.2.2.2 通风空调系统要求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通风空调系统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控制室内的风口不应直接对着人，气流方向的配置应有利于温度的均匀分布；

b) 换气格栅的位置设置，应避免进出口之间产生直接垂直气流，以使室内气流分布均匀；

c) 运营中央控制室内的风速：冬季不应大于 0.2m/s，夏季不应大于采用 0.25m/s。

7.3 照明环境要求

7.3.1 照明环境设计因素

运营中央控制室照明环境设计应考虑的影响因素如下：

─ 调度员的活动，特别是各种作业的视觉需要；

─ 运营中央控制室布局；

─ 窗户的方位、数量和朝向；

─ 作业场所的设备，包括显示器、控制器等；

─ 控制台的数量和位置、功能分区；

─ 照明类型，包括人工照明、自然照明和混合照明；

─ 操作流程以及团队合作。

7.3.2 一般照明技术要求

控制室照明设计（自然采光/人工照明）应满足正常状态和紧急情况下作业的视觉需要，应设置

疏散照明和备用照明装置。运营中央控制室内的人工照明不宜影响共享视觉显示设备任何部分的可

见性。

各个区域的照度应可调节。控制台的布置以及灯具的数量、类型和位置的选择均应避免产生眩

光，并使作业地点具有适宜的照度和亮度平衡。

在正常照明系统发生故障时，应急照明系统应能够连续地提供工作所必需的照度，具体照度设

计应按 GB 50034和 GB 17945的要求。

判断视觉舒适性标准的主要因素有：照明类型、光源配置、照度及照度均匀度、眩光控制、环

境色彩等。

7.3.2.1 照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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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的照明类型包括：直接照明、间接照明或者直接照明和间接照明兼用。照明应避免直接

眩光和反射眩光，并对各功能区提供适宜的照度。

7.3.2.2 灯具及光源

灯具显色指数（Ra）不宜小于 80，在灯具安装高度大于 6m的场所，Ra可低于 80，但必须能

够辨别安全色。宜采用高频控制开关来避免灯光闪烁。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不应小于表 2的规定。

表 2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

光源平均亮度
kcd/m2

遮光角

°

光源平均亮度
kcd/m2

遮光角

°

1~20 10 50~500 20
20~50 15 ≥500 30

7.3.2.3 照度水平及照度均匀度

控制室照度水平及照度均匀度设计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控制台面宜提供可调的照明，控制台表面的照明水平应该保持在 200-500lx之间，在需阅

读和书写工作区域宜保持 500lx的照明水平。运营中央控制室一般照明照度均匀度不应小

于 0.7，作业面邻近周围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 0.5。
b) 当使用局部照明时，其与邻近周边照明对比率不能超过 3:1；与视野域外围部分对比率不

能超过 10:1。
c) 运营中央控制室内的通道和其他非作业区域的一般照明的照度值不宜低于作业区域一般照

明照度值的 1/3。

7.3.2.4 眩光控制

控制室内的眩光控制应考虑如下内容：

a) 应合理选择照明类型和照明布置，根据光源位置正确布置控制台和共享显示屏，使操作者

在作业时能避开直接眩光和反射眩光。

b) 来自窗户的自然光照射不应在控制台显示屏上引起眩光。

c) 运营中央控制室各岗位工作区域照明的 UGR眩光指数应19。光源不应位于视野中心任何

方向的 60°范围内。

d) 宜对控制台面、显示器平面等进行防眩光处理，例如采用漫反射表面、涂防反射涂层、使

用滤光屏等，降低控制台表面的反射系数。

7.3.2.5 环境色彩

照明设计应综合考虑色彩、材质、照明/采光方式等因素对视觉的影响，在视野范围内避免强烈

的亮度对比度及眩光。颜色的选择应能使人员避免视觉紧张和视觉疲劳，其设计应遵循如下原则：

─ 在调度员视野范围内应避免强烈的颜色对比；

─ 避免过多地使用黑色、暗色或深色的颜色；

─ 避免有光泽或反射性的涂料（包括地板在内）；

─ 避免过度使用反射性强的颜色，如白色；

─ 控制台应采用对比度较低的颜色；

─ 应避免环境中出现高饱和色。

7.4 声学环境要求

7.4.1 声学环境设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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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声环境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

a) 人员的活动，特别是人员通讯交流和告警信息的需要；

b) 控制室内的布局，例如采暖通风设备、空调系统等；

c) 控制室内的设备，例如广播系统、提醒注意、电话铃声和通讯声音以及大型机柜的噪声等；

d) 控制室外的噪声源，例如设备、道路、交通噪声等。

7.4.2 技术要求

运营中央控制室声学环境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环境噪音不应当超过 45dB；
b) 听觉警报应能明确地从背景噪声中区别出来，其声级既应有足够的强度，但又不致形成过

高的声压级；

c) 不同频率与级别的声响用于不同级别的警报信息；

d) 为保证能听到听觉警告，听觉警告应当高于运营中央控制室的背景噪音 10dB，但不高于背

景噪音 15dB。
e) 推荐的控制室声学特性（混响时间、等效吸声面积和空间声衰减率）见表 3所示。

表 3 控制室声学特性推荐值

控制室面积
m2

混响时间
s

距离每增加一倍的声衰减率
dB

＜200 0.5~0.8或更低
——

200~1000 0.8~1.3之间

＞1000 —— 3~4
注：如果控制室的平均吸声系数大于 0.3或等效吸声面积大于 0.6~0.9倍的占地面积，一般就能满足上

述要求。当控制室是扁平状的（即房间不具有扩散声场条件），优先采用等效吸声面积及空间衰减

率。

7.5 空气质量要求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通风空调系统及空气质量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通风空调系统应按远期运营条件进行设计，但必须综合考虑到运营中央控制室分期建设的

初、近期及各种不同工况，应采取相应的节能措施，并预留接口和安装场地。

b) 空调系统的换气格栅位置设置应确保可降解的物质不会进入气流分配系统。

c) 运营中央控制室内空气可吸入颗粒物 PM10应小于或等于 0.15mg/m3。

d) 空气中有害物质最高允许浓度应符合 GB/T 18883中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e) 空调/空气处理系统（采暖通风空调系统）应避免振动，减少噪声。

f) 空调通风系统应设置空气自动消毒装置。

g) 在正常工况下，新风量每人每小时不低于 30m3。

h) 室内二氧化碳 CO2浓度日平均值不应大于 0.10%。

i) 应避免粉尘及其他微粒因通风进入空气循环系统。

j) 来自外部的固体颗粒污染物（例如沙尘、建筑材料、化学物品等）应能通过空气处理系统

得到控制。

k) 室内加湿装置，如蒸汽加湿器，应尽量减少微生物的滋生，包括细菌及其引起的军团病和

霉菌的生长。

7.6 装修设计要求

控制室的装修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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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运营中央控制室主要的入口和出口不宜设置在控制室调度员的工作视野区域内。

b) 如果运营中央控制室存在不同的地面高度，宜提供护栏和扶手等设施。

c) 在规划设计运营中央控制室时，应确定总体空间的尺寸比例，如图 19所示。运营中央控

制室室内操作区吊顶距地面的净高不宜小于 3000mm，灯具至天花板的安装距离宜设计为

1000mm~1250mm，顶灯至第 95百分位立姿男性头顶的距离不应小于 500mm，混凝土地板

层与竣工后地板之间的距离宜设计为 500mm。

标引序号说明：

1——混凝土天花板；

2——向上照射的灯具；

3——竣工后的天花板；

4——竣工后的地板；

5——混凝土板层；

a——混凝土天花板层与竣工后的天花板之间的空隙；

b——灯具距离天花板的安装距离；

c——顶灯距离人的站姿头顶高的距离；

d——人体站姿身高；

e——混凝土地板层与竣工后的地板之间的距离；

注：图中尺寸仅为示例。

图 19 运营中央控制室大厅垂直空间规划

d) 运营中央控制室调度员座椅的选择应基于人因工程学标准。应满足调度员长期 24小时工

作的要求，座椅颜色和表面应耐脏和耐磨损。

e) 空调通风系统的通风口位置应满足清洁和维护的要求。

f) 装饰材质表面的选取需要充分考虑与运营中央控制室操作相关的所有视觉需求。为了避免

对调度员心理上的影响，墙壁面和其他装饰面应选取饱和度较低而非鲜艳亮丽的颜色，采

用有纹理的饰面有助于减少反射眩光。避免装饰中过度大面积地使用过深或过浅的颜色。

g) 在使用地毯时，应该选择高密度、耐磨的地毯，图案宜使用细微颜色变化的随机图案，应

避免大的图案和几何设计。

h) 共享视觉显示设备周边表面的光洁度不宜过高，以免影响显示器的可见性。

i)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装饰都应该考虑 24小时工作所造成的额外磨损，表面应该易于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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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修复。

j) 当来自窗户的眩光不可避免时，应提供相应的措施消除或减少眩光，例如可调节的百叶窗

或有色玻璃。

k) 运营中央控制室控制台或设备的表面应该采用哑光、非反光和低亮度的表面。

l) 在选择运营中央控制室室内的装饰材料和表面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地板表面的反射比值应在 0.2和 0.3之间；

2) 墙面涂层的表面反射比应在 0.5和 0.6之间，表面反射率值不应低于 0.5；
3) 隔断区域应具有与周围墙壁相似的反射率值；

4) 使用间接照明系统时，天花板应为白色、哑光，且最小表面反射比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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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人体尺寸着装修正

表 A.1 和表 A.2 给出了运用人体尺寸数据设计时可参考的人体尺寸着装修正参数。

表 A.1 人体尺寸数据着装修正

单位为毫米

人体尺寸项目 穿薄衣服 穿中等厚度衣服 穿厚衣服

臀部宽（坐姿） 14.2 19.3 35.6
膝高（坐姿） 33.5 33.5 36.6
肩宽 6.1 22.4 29.5
肩高（坐姿） 4.1 14.7 20.3

表 A.2 人体尺寸数据着装修正

单位为毫米

人体尺寸项目 穿鞋修正量

性别 男性 女性

身高 25 20
眼高 25 20
肩高 25 20
肘高 25 20
人体尺寸项目 着衣修正量

坐高（坐姿） 6
眼高（坐姿） 6
肩高（坐姿） 6
肘高（坐姿） 6
胸厚（坐姿） 10
臀膝距（坐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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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运营中央控制室控制台布置方案

表 B.1 给出了控制台不同的组合布置方式。所考虑的因素包括对共享视觉显示设备的观察、控

制室调度员之间的操作联系，以及监管人员与调度员之间的联系，具体特点如表 B.2 所示，该表主

要用来强调各类备选控制台组合布局方式的优缺点，不具有全面性或规范性。

这些图表汇总了各种布局在多种操作特性上可能达到的性能。表 B.3 中列出了宽泛的控制台可

选组合布局方式示例，宜通过任务分析来确定最适宜的布局方式。

表 B.1 控制台的一般组合形式

控制台的组合
单侧直线布

置

单侧弧线布

置 -调度员位

于内侧

单 侧 弧 线 布

置 -调度员位

于外侧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A)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B)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C)

图示

——控制台；

——观察方向；

——其他控制台。

表 B.2 控制台组合形式的特点

控制台的组合
单侧直线布

置

单侧弧线布

置 -调度员位

于内侧

单 侧 弧 线 布

置 -调度员位

于外侧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A)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B)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C)
特点 调度员之间 不用组的调度员之间

控制台内共享

设备
0 + - - -a -

控制台外共享

视觉显示设备
+ + 0 - -c -b

直接视线交流 - - 0 + - -
语言交流 0 - 0 + -a -a
低噪声干扰 0 + 0 - + 0
信息传递 0 + - - 0a -a
文本传递 + + + + - -
团队协同作业 0 0 0 + - -
组间的分隔 - - - + + +
维修通道 + + 0 -d + 0

+—— 较好；

0—— 一般；

-——较差；

a调度员应转身或移动；

b控制台需要进行精细的布置，以使各组能共用控制台外的共享视觉显示设备；

c每组可以共用不同的显示器；

d取决于精细的布局；调度员在外侧弧形布置较好；调度员在内侧的弧形布置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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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控制台组合形式示例

控制台的组合
单侧直线布

置

单侧弧线布

置 -调度员位

于内侧

单 侧 弧 线 布

置 -调度员位

于外侧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A)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B)

直线或弧线布

置-调度员位于

两侧(1C)

直线布置

弧形布置——

调度员位于内

侧

弧形布置——

调度员位于外

侧

——调度员；

——控制台外共享视觉显示；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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