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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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本规范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委会提出，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下达编制计划。编制计划为中城轨【2020】30 号《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 2020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0027—T—02，

计划编制时间为一年半，计划完成时间 2021 年 11 月。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对运营安全和管理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运营过程中被监控对

象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监视、控制、操作和管理渐趋集中，安全性、可靠性愈发

重要。在这种更安全、更可靠和更高效要求的驱动下，信息技术创新已经使得自动化

和集中监控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人机交互中。这种技术

的进步使运营中央控制室人机接口更加集中、信息量和工作负荷更大，任务更复杂，

随之带来了人为失误发生概率的增加，因此对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了

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制定相关规范，以指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工效学

设计。

为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信息技术，进一步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

工效学设计，完善设计结构体系，提高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设计规范的

系统性和全面性，加强人员作业安全保障，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整合到轨道交通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设计中，为运营管理提供一个高效的作业环境，使调度员获得较高

的操作舒适性和满意度，降低作业带来的职业病伤害和人误风险。由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提出并列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项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

室人类工效学设计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效学设计规范》是在分析当前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调研实际运营发展需求和国内外相关

规范编制情况，总结既有的部分运营中央控制室成功应用经验，并结合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方向而编制的。

本规范全面性地提出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效学设计要求：明确

了人类工效学设计范围、设计相关人体尺寸参数；提出了运营中央控制室布局设计的

一般性要求、通道设计要求、共享视觉显示器和控制台的布局设计要求；对控制台的

结构尺寸设计、控制台上显控器件的布局设计进行了详细规定；并提出了运营中央控

制室包括声、光、热和空气质量在内的作业环境以及装修设计要求。

本规范的制定，旨在填补我国在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以人为中心的工艺设计方法

和规范的空白，对改善运营环境，减少人为失误，保障运营安全，降低运维成本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标准制定项目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委会提出并列入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项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效学设计规范》，项目

编号为 2020027—T—02。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深圳

市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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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共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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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公司和系统供应商三方面专家组成的编

制组，展开编写筹备工作，调研城市轨道交通现状、了解发展趋势、研究编写提纲、

编制规范的征求意见稿，有序推进编制工作，编制组成员情况、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

的工作如下：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1 刘纯洁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总工程师

2 刘加华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副总经理

3 王大庆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副总经理

4 蔡佳妮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

5 温 彤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主任助理

6 姜臻祺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技术副总监

7 赵雨晴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助理

8 郑 懿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9 史文钊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0 唐 涛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11 方卫宁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12 陈悦源 北京交通大学 博士

13 董文莉 北京交通大学 博士

14 姚国如 深圳市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5 陈旭升 深圳市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6 李永红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7 付 鹏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18 宋优才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19 施瀛斐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20 刘志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教授

21 朱海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副教授

22 朱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副教授

23 黄远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讲师

24 陈 文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5 吕 楠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6 胡清梅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7 王道敏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8 张艳兵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如下：

1)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的付鹏、宋优才、施瀛斐；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永红负责提出工程设计中关键指标、具体要求和校核工作，明确

标准章节的划分与章节 1、2部分的编制；

2) 北京交通大学的唐涛、方卫宁、陈悦源、董文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刘志钢、朱海

燕、朱琳、黄远春负责标准编制、内容校核与文整，章节 4、5、6部分的编制；

3)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陈文、吕楠、胡清梅；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刘纯

洁、刘加华、王大庆、蔡佳妮、温彤、姜臻祺、赵雨晴、郑懿、史文钊；深圳市地铁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姚国如、陈旭升；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王道敏、

张艳兵负责需求梳理，提出实践经验要求以及章节 7部分的编制。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1) 2020 年 6 月，确定本标准编制目标为：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整合到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设计中去，为运营管理提供一个高效的作业环境，使调度员获得较

高的操作舒适性和满意度，降低作业带来的职业病伤害和人误风险。拟解决当前现有

相关行业标准系统性和全面性缺乏、设计与运用脱节、设计过于主观无法可依等主要

问题，以指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人类工效学设计工作。

2) 2020 年 7 月，开展调研工作：对我国既有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现况与存

在的问题、国内外相关规范编制情况进行调研，明确影响运营中央控制室内调度员安

全健康、作业效率和舒适性的主要问题，细化实际运营和未来发展需求。

3) 2020 年 10 月，确定标准的编制大纲与内容：规范主要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

制室布局、控制台设计和布局、控制室声、光、热环境和装修设计要求进行编制。

4) 2021 年 1 月，制定了工作计划与阶段任务成果。

5) 2021 年 4 月，标准起草组主要成员深入学习了国标 GB/T 22188 1-3 部分，明确了本

项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的重点，并形成了 T/CAMT XXXX—2021《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中心

人因工程设计规范》的初稿。

6) 2021 年 6 月，标准起草组主要成员对本标准的初稿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 T/CAMT XXXX—2021《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中心人因工程设计规范》工作组

草案稿。

7) 2021 年 7 月，专家和学术委员会召开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中心人因工程设计

规范》第一次工作会，会议研讨了《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中心人因工程设计规范》工作

组草案稿，评审专家对该稿提出了审查意见，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认真进行了相应修

改完善。



8) 2021 年 7 月，经第一次工作会会议研讨，结合评审专家对该稿提出的审查意见，为保

证术语使用统一性，将原标准名称《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中心人因工程设计规范》修改

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效学设计规范》，修改后对文本内容无影响。

9) 2022 年 1 月，专家和学术委员会召开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

效学设计规范》第二次工作会，会议研讨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人类工效

学设计规范》工作组征求意见稿，评审专家对该稿提出了审查意见，编制组根据专家

意见在此进行认真细致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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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原则，本

着先进行、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性的原则，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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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编写；

4.2 本标准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即有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4.3 本标准在国标 GB/T 22188 1-3 部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特点进一步

细化，填补了我国在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以人为中心的工艺设计方法和规范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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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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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本标准主要参考国标 GB/T 22188 1-3 部分、DL/T 575 1-12 部分，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了人类工效学学相关文献编制。各部分内容的主要依据见下表：

关键要素 关键点 编制依据

4 一般性要求 4.1 设计内容 依据GB 10000和GB/T 22188.1的相关

要求和流程编制4.2 总体要求

4.3 人体尺寸参数设计要求

5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布

局设计

5.1 建筑空间要求 依据GB/T 22188.3的相关要求和流

程编制5.2 通道设计要求

5.3 共享视觉显示器的布局设计

5.4 控制台的布局设计

6 控制台的设计 6.1 显控器件布局设计 依据DL/T 575.8和DL/T 575.9的相关

要求和流程编制。6.2 控制台结构尺寸设计

7 运营中央控制室的环

境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7.1一般性要求 依据DL/T 575.10的相关要求和流程

编制。7.2 热环境要求

7.3 照明环境要求

7.4 声学环境要求

7.5 空气质量要求



7.6 装修设计要求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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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本标准条款要求，通过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科研计划项目课题，网络

运营调度指挥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其中的运营中央控制室布局、控制台及室内环境工效

学设计研究组织实施了相关重要的试验项目进行验证，具体方法和分析结果如下。

根据上海市网络运营中央控制室的业务功能需求分析以及不同人员岗位职责，确

定不同岗位的设备需求，展开运营中央控制室调度台的结构尺寸设计并基于计算机仿

真进行人因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运营中央控制室布局方案进行设计，并采用基于离

散仿真的方法从安全疏散、减少交接班时间的角度对不同布局方案进行仿真分析评价；

通过对控制中心总体布局与共享多屏拼接幕墙的选型、屏幕数量、可视距离、位置设

置的相互影响分析，对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控制中心多屏拼接幕墙可视性进行设

计和人因验证。如下图所示，评价结果显示，依据本标准设计的控制台、显控器件布

局和运营中央控制室的布局设计均满足要求。

经过以上试验全面验证标准编写条款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从验证结果来看，满足



标准编写要求。

6.2 综述报告

本标准提供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设计，以及改建、扩建工程

项目和车辆段运营监控室、运维监控室、车站综合控制室、安防监控室、应急指挥中

心等场所的设计可参照执行。本标准规定主要内容包括：相关术语和定义、运营中央

控制室布局的工效学设计要求、控制台的尺寸及布局设计以及运营中央控制室环境的

工效学要求。

6.3 技术经济论证

标准的规范应用，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的设计水平，

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广大乘客带来更好的服

务；针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能实现全面的应急监控，迅捷有效地统一指挥、统一调

度，减少损失，保障生命财产及地铁公共安全。

本标准的设计规范条款依据人类工效学学学科理论，参考众多国内外相关文件，

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整合到运营中央控制室布局、控制台以及环境的设计中，把

人与设备的组合在其组织和环境背景下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加以优化，在基于情景、任

务分析的基础上，应用人类工效学原理及相关工具保障运营中央控制室布局及调度台

工艺设计满足系统运营、使用、维护和应急的要求。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保证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央控制室设计的标准化。在早

期设计阶段，提高设计的统一性与合理性；在中期运营阶段，有效保障了运营使用的

便捷性与操作人员的安全性；在后期改造阶段，降低了运营中央控制室后期的维护与

改建成本。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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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发布后，应向全国轨道交通设计及建设单位进行宣传、贯彻，具有要求和

措施包括：组织标准宣贯会，使相关人员及时了解、熟悉并执行标准；成立标准贯彻

实施小组，明确档案收集、移交主体，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由专人负责标准宣贯实

施工作，做好标准宣贯记录，并进行长期的监督检查工作。建议各地从事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工作的相关人员结合城市自自身实际情况，根据标准内容加强管理本标准内容

的执行。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