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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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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设计咨询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松伟、任静、任磊、吴建忠、李春剑、刘亚琼、张晋方、黄春晖、赵晓华、

史小萌、叶少华、、潘彪、朱彬、赵毓成、、刘冰、吴连海、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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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辆基地路基设计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铁车辆基地设计时路基工后沉降、路基工程材料、基床结构、基床压实要求等方面

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地铁车辆基地路基的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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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TB 10001 铁路路基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0157、TB 1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铁 metro（underground railway、subway） 

在城市中修建的快速、大运量、用电力牵引的轨道交通。列车在全封闭的线路上运行，位于中心

城区的线路基本设在地下隧道内，中心城区以外的线路一般设在高架桥或地面上。 

[来源：GB 50157—2013，2.0.1] 

3.2. 

车辆基地 depot 

保证地铁系统正常运营的后勤基地，是地铁停车场、车辆段和车辆综合维修基地的总称，是停放

车辆，以及承担车辆的运用管理、整备保养、检查工作和承担定修或架修车辆检修任务的基本生产单

位。 

3.3. 

路基 earth structure 

经开挖或填筑而形成的直接支承轨道结构的土工结构物。 

[来源：TB 10001—2016，2.1.1] 

3.4. 

基床 subgrade bed 

路肩高程以下、受列车荷载作用影响显著的路基上部结构。基床由表层和底层组成。 

[来源：TB 10001—2016，2.1.7] 

3.5. 

过渡段 transition section 

路基与桥台、横向结构物、隧道及路堤与路堑等衔接处，需作特殊处理的地段。 

[来源：TB 10001—20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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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路基工后沉降 post-construction settlement of subgrade 

铺轨工程完成后路基的沉降量。 

[来源：TB 10001—2016，2.1.10] 

3.7. 

压实系数 compacting factor 

填料压实后的干密度与重型击实试验得出的最大干密度的比值。 

[来源：TB 10001—2016，2.1.12] 

3.8. 

地基系数 K30 foundation deformation coefficient K30 

通过试验测得的直径 30cm荷载板下沉 1.25mm时对应的荷载强度（MPa）与其下沉量（mm）的比值。 

[来源：TB 10001—2016，2.1.13] 

3.9. 

级配碎石 graded crushed stone 

不同粒径的碎石、砾石集料和石屑按一定比例配制的混合料，其颗粒组成、材质符合规定的要求。 

[来源：TB 10001—2016，2.1.19] 

4 路基工后沉降 

路基的工后沉降量见表 1，并符合以下规定： 

a) 车辆基地库外有砟轨道路基工后沉降：路基应满足工后沉降要求，并不宜大于 300mm，有砟轨

道路桥等结构物过渡段工后沉降不应大于 100mm，年沉降速率不应大于 60mm； 

b) 车辆基地库内无砟轨道路基工后沉降：工后沉降均匀沉降量不宜大于 50mm，沉降造成的轨面

折角不应大于 1/1000，轨道扣件调高量应满足工后沉降量要求； 

c) 道路区工后沉降不宜大于 300mm。 

表1 路基工后沉降量 

分区类别 
一般地段工后沉

降 
(mm） 

与结构物过渡段工后
沉降（差异沉降） 

(mm） 

沉降速率 
（mm/年） 

不均匀沉降
折角 

库外有砟轨道区 ≤300 ≤100 ≤60 — 

库内无砟轨道区 ≤50 — - 1‰ 

试车线有砟轨道区 ≤200  ≤100 ≤50 — 

道路区 ≤300  ≤150 ≤60 — 

软土地基、无渣轨道地段，应进行必要的位移或沉降观测，变形观测断面及观测设施的布置应根

据地形、地质条件、地基处理工法、路基类型、路堤高度等因素，结合施工工期综合确定，观测断面间

距宜为 50m～100m。观测数据不足以评估或工后沉降评估不能符合要求时，应延长观测期，也可采取加

速或控制沉降的措施。 

5 路基工程材料 

路基工程材料的普通填料组别分类、改良土设计及试验要求定义应符合 TB 100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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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不同结构部位的填料分组应符合 TB 10001的规定。 

化学改良土应采用无侧限抗压强度和压实系数作为压实质量控制指标，化学改良土无侧限抗压强

度应满足表 2要求。 

表2 化学改良土 7d饱和无侧限抗压强度 

层位 
无侧限抗压强度 

kPa 

基床表层 
≥500 

（≥700） 

基床底层 
≥300 

（≥450） 

基床以下路基 ≥200 

注1：表中的强度值为7d龄期的饱和无侧限抗压强度； 

注2：表中括号内数值为改良土考虑冻融循环作用时所需的强度值。 

6 基床结构 

路基基床应由基床表层和基床底层组成。  

试车线路基填料和压实度设计应采用区间正线设计标准并应符合 GB 50157的规定。 

站线路基基床表层厚度为 0.3m，基床底层厚度为 0.9m，基床总厚度为 1.2m. 

基床底层范围内的天然地基基本承载力应满足：无砟轨道路基不小于 150kPa；有砟轨道路基不小

于 120kPa。应结合沉降计算进行地基处理。 

7 基床压实要求 

路基基床填料的压实要求采用以下指标进行控制： 

a) 级配碎石或级配砂砾石应采用压实系数、地基系数作为控制指标； 

b) 砂类（粉砂除外）、砾石类、碎石类应采用地基系数作为控制指标； 

c) 化学改良土应采用压实系数、7d饱和无侧限抗压强度及地基系数作为控制指标。 

d) 无砟轨道路基基床表层、底层填料的压实要求应分别满足表 3、表 4的要求。 

 

表3 无砟轨道路基基床表层压实要求 

层    位 压实指标 

填料 

二灰砂砾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 
级配碎石或级配砂

砾石 

基床表层 

地基系数 K30 

MPa/m 
≥180 ≥190 ≥190 

压实系数 K ≥0.98 ≥0.97 ≥0.97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 R28 

KPa 
≥700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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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无砟轨道路基基床底层填料压实要求 

层位 压实指标 
填料 

砂类土及细砾土 碎石类及粗砾土 化学改良土 

基床底层 

地基系数K30 

MPa/m 
≥130 ≥150 — 

压实系数K ≥0.95 ≥0.95 — 

7d无侧限抗压强度R28 

KPa 
— — ≥550 

有砟轨道路基基床表层、底层填料的压实要求应满足表 5的要求。 

表5 有砟轨道路基基床表层压实要求 

基床

结构 
控制指标 

砂类 

（粉砂除外） 
砾石类 碎石类 化学改良土 

基床

表层 

压实系数 K — — — ≥0.93 

地基系数 

K30（MPa/m） 
≥110 ≥140 ≥140 ≥100 

7d 饱和无侧 

限抗压强度(kPa) 
— — — ≥500（700） 

基床

底层 

压实系数 K — — — ≥0.91 

地基系数 K30 

（MPa/m） 
≥100 ≥120 ≥130 ≥90 

7d 饱和无侧 

限抗压强度(kPa) 
— — — ≥300（450） 

注： 括号内数值为严寒地区化学改良土考虑冻融循环作用所需强度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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