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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运营线路长度、客流量等指标位居全球之首。

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是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最重要且特有的客运设备。针

对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量大”、“运营持续时间长”、“地下车站空间限制”、

“地下使用环境”、“车站紧急疏散要求”等五大特点及功能需求，编制城市轨

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技术规范，建立一套客观完善的技术标准，

在全面提升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设备的性能安全、服役能

力、运维水平，规范行业竞争等方面都迫在眉睫。 

2021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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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1）23 号]，正式下

达了制定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技术要求》的工

作计划（计划编号：2021016-T-05），由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提出，广州地铁设

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协作单位，开展研究和编制工作，项目计划

完成时间为 2022年 8月。 

1.2 协作单位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

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日立电梯（广州）自动

扶梯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快意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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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编制单位分别来自全国各地城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建设、运营单

位、特检院、制造厂商等，团队各成员长期在自动扶梯的设计、制造、采购、测

试、运营等各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及丰富的项目经验。 

2.1 编制工作组及成员情况 

王迪军、饶美婉、林珊、何治新、靳守杰、刘鑫美、王玮、林斌、何东山、

梁海健、齐贺瑾妍、王燕平、杨成宣、邢国新、魏广宏、陈长、王珩、白朝林、

赵军、汤涂、刘振丰、谭文举、胡振亚、李攀、张泉艳、彭昊、刘军、杨洋、赵

斌、张玉洛、凌人、严力、房斌、黄文广、花家叁、高莉萍、江锦涛、张琨、耿

明、孙骥、武星军、刘英杰、黄展军、付胜华、谭琼亮、许常宜、吴李刚、张大

明、万勇军、邵卫锋、石丹超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 号 章 编写单位/人员 

第 1章 范围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王迪军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王玮 

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珩、白朝林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何治新、齐贺瑾

妍 

第 3章 术语和定义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林珊、刘鑫美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莉萍、江锦

涛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张泉艳 

第 4章 基本技术要求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王玮、靳守杰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莉萍、江锦

涛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何治新、刘鑫美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张琨、孙骥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邵卫锋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万勇军 

第 5章 技术性能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莉萍、江锦

涛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谭文举、胡振亚、

李攀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饶美婉、刘鑫美 

第 6章 主要技术参数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赵军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汤徐、刘振丰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斌、张玉洛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刘鑫美、齐贺瑾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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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章 编写单位/人员 

第 7章 主要部件技术要求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饶美婉、梁海健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王玮、杨成宣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珩、白朝林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武星军、刘英杰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莉萍、江锦

涛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吴李刚 

第 8章 试验方法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武星军、刘英杰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饶美婉、何东山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万勇军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邵卫锋 

日立电梯（广州）自动扶梯有限公司/张大明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石丹超 

第 9章 接口要求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孙骥、张琨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凌人、严力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房斌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刘鑫美、齐贺瑾

妍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莉萍、江锦

涛 

第 10章 标志与警示装置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魏广宏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杨成宣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黄文广、花家叁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吴李刚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黄展军、付胜华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邵卫锋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万勇军 

第 11章 包装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王玮、杨成宣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谭琼亮、许常宜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莉萍、江锦

涛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张琨、孙骥 

日立电梯（广州）自动扶梯有限公司/张大明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石丹超 

附录 A 智能诊断与运维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林斌、饶美婉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莉萍、江锦

涛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陈长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彭昊、刘军、杨洋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张泉艳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张琨、耿明、孙

骥 

日立电梯（广州）自动扶梯有限公司/张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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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章 编写单位/人员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武星军、刘英杰 

附录 B 
图纸、试验报告和产地证

明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饶美婉、林斌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王玮、杨成宣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研究编

写工作,广泛吸纳相关单位共同参与并广泛征求意见，编制主要过程如下： 

2021 年 3月，标准立项； 

2021 年 4月，主编单位撰写编制大纲，制定工作计划； 

2021 年 5 月，编制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暨项目启动会，会议明确了编制

计划及工作方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确定标准编制分工，讨论初稿目录、章

节、内容等。编制组围绕自动扶梯安全问题、运维问题等展开讨论，并要求充分

考虑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趋势、建设及运营需求，立足我国城轨项目特点及功能需

求编制规范； 

2021 年 6月-12 月，各参编单位根据会议明确的工作安排撰写各自章节意见

稿，主编单位形成汇总稿初稿； 

2022 年 1月-3 月，编制组完成对 17座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运营情

况的调研工作； 

2022 年 4月，编制组完成对 15家自动扶梯或部件制造商的问卷调研及技术

交流工作； 

2022 年 5 月，结合各方意见及调研反馈，各编制人员对各自分工内容进行

修改调整，编制组内部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对标准文本内容达成

了一致意见，主编单位汇总修改内容，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2 年 6月，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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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1-2020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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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全面提升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

的安全服役能力、运行寿命及服务水平，提升行业形象、服务水平及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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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出行的幸福感。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如下： 

1、本标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贯彻国家相关政策与规定。 

2、本标准与 GB16899《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之间

的关系 

GB16899《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既是通用性标准，

又是国家强制性标准，但仅仅满足此标准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是难以适应城

市轨道交通的使用要求的，因此本标准是在全面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础上，

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特点编制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技术要求。两者具有共

同规范自动扶梯市场、保障社会利益、推动我国自动扶梯安全规范发展的作用。 

3、本标准与国内部分地方推荐性标准之间的关系 

部分城市亦有出台相应的地方标准，如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705《重型自

动扶梯和重型自动人行道技术要求》和广东省地方标准 DB44/T2015《重载型自

动扶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各地标准中的部分技

术条款，并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实际工程特点及运营需求对其进行改进或调整，形

成统一的全国城市轨道交通适用的技术要求。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技术性能、主

要技术参数、主要部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接口、标志与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设计、制

造、安装、试验和验收。 

5.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技术规范》的编制立足于国内

城市轨道交通实际客流强度、环境状况及运营特点，充分融合了国内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系统设计、制造、建设、测试及运营的宝贵

经验及科研成果，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

本技术要求、主要技术性能、主要技术参数、主要部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接

口要求、标志与警示装置、包装共 11 个章节以及智能诊断与运维、图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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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和计算书 2个附录。从参数指标、部件技术要求、测试验证方法、接口要求、

运营维护策略等多个维度对城市轨道交通这类特定场合服役的自动扶梯和自动

人行道的概念定义、功能需求、部件参数、安全保护措施、外部条件与接口、测

试验证、运维管理等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和参照标准。 

“术语和定义”章节对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额定载荷、载荷条件、

无限疲劳寿命设计、大修周期、销轴比压、前沿板、工作点等概念进行了明确定

义。 

“基本技术要求”章节主要对额定载荷、载荷条件、等效载荷等明确计算方

式要求和对安全系数、工作寿命、兼有疏散用自动扶梯提出基本要求。 

“主要技术性能”章节主要对运行速度变化、正常制动性能、紧急制动性能、

噪声、振动加速度等提出了相关性能要求。 

“主要技术参数”章节主要对自动扶梯提升高度、自动人行道长度、中间支

撑设置、运行速度、倾斜角、梯级名义宽度、踏板名义宽度、自动扶梯梯级水平

距离等技术参数明确相关主要参数值。 

“主要部件技术要求”通过总结国内外自动扶梯安全事故案例，结合各地招

标及运维经验，综合考虑了设备投入运营后的各类复杂工况及全寿命周期的管理

需求，从更好地面向乘客安全性及运维服务便捷性的角度，专门针对重载型自动

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工作制度及运营载荷条件对扶梯桁架、驱动主机、驱动链、

主驱动轴和梯级链张紧装置、扶手带和扶手带驱动装置、梯级和踏板、梯级链和

踏板链、导轨与支架、扶栏与围裙板、机房盖板、安全保护装置、自动润滑装置

和废油收集、电气控制系统、开关与插座、机件的防锈处理等 15 项主要部件明

确了技术要求，形成统一的标准。 

“部件及样机试验方法”章节提出了专门针对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各关键部件及整机性能指标客观的标准化测试方法与验收评价指标，填补了现有

规范的空白。 

“接口要求”章节总结了国内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施工配合过程中遇到的

各类问题，明确和细化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与各相关专业的接口要求、

布置要求，形成统一的标准。 

“标志与警示装置”章节对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各

类标志和警示装置进行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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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章节对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包装进行了要

求，以保证在储存、运输过程中及交付到现场时机件完好无损。 

“附录 A 智能诊断与运维”章节结合新时代智慧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需要，

对自动扶梯部件状态在线监测技术、故障智能诊断及预警技术等进行了明确，为

扶梯智能化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参数保障。 

“附录 B 图纸、试验报告和计算书”对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

人行道应提交的图纸、试验报告和计算书进行了明确。 

5.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和依据如下 

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3.1 重载型自

动扶梯和自动

人行道 

基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实际工程特点及运营需求，对城市轨道

交通这一特定场合中应用的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基

本概念进行规定和明确。 

4.1 额定载荷 

4.2 载荷条件 

依据我国各主要城市城轨项目实际运营强度特点，明确重载型

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的额定载荷以及载荷条件为扶梯主要部

件寿命计算提供数据基础。 

4.5 工作寿命 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布局特点及长时间的运营服务的要求和

标准，后续更换扶梯是困难和成本高，对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

道部件提出合理的寿命要求是必须的。本标准结合我国近 40

年来城市轨道交通实际运营情况和部件特性确定各主要部件的

寿命要求。 

5.4 上行扶梯

紧急制动时，制

动前的最大逆

转距离不应大

于 250 mm 

自动扶梯上行过程中，主驱动链突然断裂会引发梯路逆转的安

全风险，GB16899规定了自动扶梯和α≥6°的倾斜式自动人行

道应设置非操纵逆转保护装置，但条文未对逆转距离进行规定。

逆转距离过大，逆转保护装置将失去对乘客安全保护的意义，

为确保扶梯逆转发生时保护装置对乘客进行及时有效的安全保

护，本条参照香港地铁自动扶梯技术标准对上行自动扶梯紧急

制动时，制动前的最大逆转距离进行了规定，明确了保护装置

的响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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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

在空载运行时，

在梯级和踏板

垂直方向以及

水平方向振动

加速度矢量和

不应大于 31.5 

cm/s。 

作为直接面向乘客服务的运输设备，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运

行振动是影响乘客舒适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反映梯路运行

状况健康与否的重要表征参数。本条参照了 GB/T13441.1 附录

C 2.3 对振动环境的舒适反应的要求，对梯路运行振动加速度

幅值进行规定。 

 

 

6.1 自动扶梯

提升高度  

每台自动扶梯

的提升高度不

宜超过 15 m；

当提升高度超

过 15 m时，宜

分段设置 2台

或多台自动扶

梯。 

根据实际运营调研反馈，提升高度为 15m 及以上的自动扶梯，

客伤次数约是提升高度 15m 以下扶梯客伤次数的 2-4倍。同时，

高峰客流时段，高扶梯一旦出现故障，将极易引发整个梯路上

的乘客摔落或踩踏事故，导致大面积群体性客伤。对设备自身

而言，超高扶梯部分关键部件需采用非标设计，部件更换困难，

故障维修时间增加，增大了运营维保难度。对乘客而言，高扶

梯的设置将极大影响老年人及恐高人群的搭乘体验，随着国内

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本条文主要依

据国内城轨事故调研情况及运营经验对扶梯分段设置原则提出

了合理的建议。 

7.1 桁架 

7.1.4表面处理 

本条依据 GB/T19355.1 中锌层在不同环境下的腐蚀速率，根据

桁架抗锈寿命不小于 40年的要求，提出桁架热浸锌厚度为海洋

性气候地区不小于 100μm，大陆性气候地区不小于 80μm的要

求。同时，为避免方钢型材从方管内发生腐蚀，导致桁架寿命

不达标的现象，根据工作组专家意见及各方讨论结果，本条明

确方钢型材应有开孔工艺，使方管内腔同样浸锌处理。 

7.2.2.1 电动

机应采用 S1型

连续工作制三

相异步 6极电

依据运营环境下重载型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实际的载荷条

件，重载型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电机应根据 CB/T 755的要求

选用 S1型连续工作制电机。另外，由于同等功率条件下 4级电

机的输出扭矩明显较 6 极电机小，且转速较 6 极电机大，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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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4 极电机意味着需要配置更大减速比的减速箱，这对电机输出

轴轴承、减速箱高速轴轴承及高速轴上的齿轮或蜗杆副的寿命

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据运营反馈，多地不同程度出现电机被烧

坏的问题，减速箱齿面磨损严重、断齿等问题，电机均为 4 极

电机。根据运营经验及工作组专家意见，本条对电机工作制及

极数进行了明确。 

 7.4.1.2 主轴

体应进行无限

疲劳寿命设计 

主轴是扶梯中载荷条件最恶劣的回转类部件之一，主轴运行过

程中受复杂的变应力作用，其内部内一旦产生疲劳裂纹，裂纹

将迅速扩张并导致主轴断裂，这将使扶梯将彻底丧失安全保护

能力，而 GB16899 中未对主轴的技术要求进行明确，为确保主

轴使用安全，本条根据机械设计原理在行业内首次对扶梯主轴

的技术要求进行了明确。 

7.4.3.4 轴承

座应采用钢材

或锻钢制造，安

全系数不应小

于 8。 

轴承座是连接主轴与桁架最重要的部件，主轴所受的所有冲击

力均通过轴承座作用在桁架，因此，轴承座的力学性能也是影

响扶梯安全的关键因素，重载型自动扶梯的轴承座应具备足够

的耐冲击韧性。以往有线路自动扶梯厂家采用脆性较强的灰铸

铁材质的轴承座，此类轴承座在长期运行过程中曾发生多起开

裂问题，不但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也给运维工作制造了较

大困难。本条根据工作组专家意见，对轴承座材质及安全系数

进行了明确。 

7.6.1.2 自动

扶梯梯级成品

的净重不应小

于 15 kg。 

根据统计学分析，自动扶梯梯级的重量在近 20年内出现了较明

显的轻量化趋势，这一趋势在 2013年以来变得更加明显，梯级

重量减少了近 40%，而同时梯级轻量化趋势与近年来出现梯级

断裂、崩齿、梯级碰撞等事故的发生率变化趋势高度吻合，这

表明梯级轻量化是导致梯级安全性降低的重要因素，为此，本

标准牵头单位专门立项《梯级安全性研究》课题，对不同质量、

材质及结构的梯级进行实验研究及统计学分析，基于该课题研

究结论及调研分析结果，本条对梯级净重进行了明确。 

7.8 导轨与支 对导轨的设置提出了系统性要求，明确了主轮导轨全程设压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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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副轮导轨全程设压轨或勾轨，能有效限制梯级的摆动和跳动，

并明确要求在梯级进入梳齿板前应设置有梯级精准导向装置，

使梯级能平稳与梳齿啮合通过，避免发生碰撞。 

扶手带、梯级塑

料嵌件、毛刷等

非金属组件的

阻燃性能要求 

参照 GB/T 10707、GB 8624、GB/T 2408等规范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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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在全面符合 GB16899《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全规范》基

础上，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的特点和需求，明确了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

额定载荷、载荷条件以及提出各部件的工作寿命要求。首先标准编制团队通过对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南京、西安、南昌、南宁、重庆、沈阳等 20

多座城市轨道交通自动扶梯事故及故障情况进行调研，以扶梯主要部件的故障案

例作为归纳依据，探究了扶梯各类常见故障发生机理及零部件性能劣化等问题，

相关调研成果如下： 

以自动扶梯主要部件的故障案例作为分类依据，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

梯常见的故障归为驱动链、梯级链及其驱动装置故障，驱动主机及变频器故障，

扶手带及其驱动机构故障，梯级及裙板的变形凹陷破损、电源柜及控制柜故障，

安全开关问题等 6 大类，其中梯级、安全开关及检测装置、驱动链、主轴、扶手

带、电机及减速箱发生故障比例较高，上述故障及运行劣化现象不仅随着设备服

役年限增加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且部分线路新投入运营的设备因部件参数选型

不当导致故障频发及客伤问题。 

根据故障发生概率及影响程度，建立风险矩阵图如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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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动扶梯风险矩阵图 

图 1第 I、II象限为高频率区,第 III象限为中低风险区，第 IV 象限为高风

险区。从中可以看出，位于高风险区主要有:驱动链、梯级链及其驱动装置故障，

电机及减速箱、制动装置、变频器故障。高频率区的子系统主要有:梯级、安全

开关及检测装置故障。 

结合上述主要部件故障分析，下面对各主要部件技术要求进行分析： 

1）电机技术要求 

根据调研结果，自动扶梯电机出现故障主要包括轴承故障、输出轴断轴、持

续过载运行导致线圈被烧坏、转子持续偏心运动、室外梯电机锈蚀等，部分品牌

扶梯电机 6年就需更换轴承，根据公式： 

  
        

    
 

其中，T 为电机额定输出扭矩，P 为电机额定功率，K 为电机磁极对数，f

为电源频率。 

分析表明，同等功率条件下 4 级电机的输出扭矩仅为 6 极电机输出扭矩的

2/3，且转速为 6 级电机的 1.5 倍，选配 4 极电机意味着需要配置更大减速比的

减速箱，这对电机输出轴及其轴承的疲劳寿命、减速箱高速轴轴承、高速轴上的

齿轮或蜗杆副以及输出轴链轮的寿命造成较大的影响，根据调研结果，同等服役

时长下 4极电机故障率明显高于 6级电机。 

同时，电机功率选型不当、工作制、绝缘等级等不符合实际运营条件等也是

导致电机故障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提升城轨项目自动扶梯电机性能及寿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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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电机故障及事故的发生，本标准在第 4章节对额定载荷以及在第 7.2章节对电

机种类、功率计算、工作制、绝缘等级、防护等级等技术要求进行明确。 

2）驱动主轴与梯级链张紧轴技术要求 

驱动主轴及链轮是自动扶梯核心部件，涉及到整台自动扶梯的安全性能，但

由于无统一的技术要求，导致主轴及轴承在实际投入使用后，逐渐暴露出承载力

不足、主轴材质选型、焊接与热处理工艺不当、内部缺陷等导致主轴或张紧轴断

轴、驱动链轮脱落或偏移等安全事故，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出现部分扶梯仅运行 1

年，出现主轴及轴承损坏等问题，同时采用免维护轴承无法适应室外高温、潮湿、

多尘的运营环境。因此标准在第 7.4 章节对主轴和张紧装置的材质、安全系数、

连接处理工艺、热处理工艺及探伤要求等进行了明确，同时规定主轴采用无限疲

劳寿命设计，避免主轴断轴等安全风险。 

3）自动扶梯非操纵逆转问题分析 

自动扶梯非操纵逆转是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之一，而其中最恶劣的工况是驱动

链断裂，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曾发生多起扶梯逆转类安全事故，导致乘客有死

有伤，引起社会关注和百姓担忧。本标准在 GB16899基础上，对附加制动器动作

响应时间进一步细化明确，确保扶梯逆转发生时保护装置对乘客进行及时有效的

安全保护，在 7.11.2 章节提出“附加制动器宜采用棘轮棘爪结构，如采用挡块

式，挡块的数量设置应合理；应能保证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发生非操纵逆转时，

制动前的最大逆转距离不应大于 250 mm”的要求，同时，在 7.3 章节对驱动链

的结构和安全系数均提出明确的技术要求。 

4）梯级技术要求 

梯级是自动扶梯最主要且数量最多的部件，是乘客直接接触到的主要部件之

一，但同时梯级也是近年故障最为频发的部件之一，导致近年因梯级损坏产生的

安全事故及客伤案例显著增加，主要包括梯级齿崩缺、踏面变形破断、踢面变形

开裂、梯级支架断裂等等。梯级损坏事故严重威胁着乘客安全及地铁运营秩序。

调研分析表明，梯级结构轻量化、梯级齿厚过薄、梯级限位方式不合理、合金元

素含量不达标、压铸工艺导致的疏松和缩孔等问题是导致梯级安全事故产生的直

接原因。 

为探究梯级故障原因并建立符合地铁实际使用需求的梯级参数指标，广州地

铁设计研究院建立科研课题《自动扶梯梯级安全性研究》对梯级进行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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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联合广东省电梯学会、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对不同品牌不同重量

的梯级进行破断测试验证，同时科研课题收集了实际运营过程中的不同供货商不

同使用年限、不同重量、不同结构的梯级进行大量有限元分析及实验研究，分析

发现： 

（1）根据梯级结构特点，梯级结构强度与梯级重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

压铸梯级的重量越大，梯级的结构强度越高，梯级可靠性越好。重量在 15kg 以

上的梯级在静力学实验及疲劳实验中均表现出比较良好的效果； 

（2）通过增加梯级齿壁厚可显著提升梯级齿的抗冲击、抗剪切能力，同时

可有效减少铸造过程产生的疏松、缩孔等缺陷； 

（3）部分梯级铝合金材料成分中元素或者杂质存在超标的情况。为规范铝

合金梯级原材料的质量，考虑铜的化学电极电位比铝的高，铜元素的增加会降低

了铝合金的耐蚀性。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要求，提出需对梯级铝合金材质做出抽

检，铝合金材质在符合标准 GB 15115 规定的成分要求下，同时要求铜元素的含

量应不大于 0.3%。 

（4）重量达到 15kg的梯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仅整个梯路运行平稳度较

高，噪音小；而且梳齿与梯级啮合的时候碰撞概率降低，强度的提高即使在卡异

物与梳齿碰撞时梯级损坏数量亦减少。 

结合上述研究，为综合提升梯级使用性能，避免梯级安全事故，编制组在第

7.6章节分别从梯级结构强度、梳齿几何参数及梯级重量方面对梯级参数指标进

行了规定，并在 7.8 中梯级与其他部件之间的啮合、限位关系提出了相应要求。 

5）自动扶梯提升高度分段设置技术要求 

随着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换乘站数量增加，部分车站

受复杂换乘关系、复杂地质条件、线路走向、地块综合开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车站的设计不可避免地需要采用大埋深地下车站的方案，在建筑方案设计中，既

有线路部分车站采用了 15m以上的大提升高度自动扶梯。然而，通过对既有线大

提升高度扶梯运营情况调研发现：15m以上大提升高度自动扶梯在设备自身故障

率及客伤情况等方面均明显高于常规提升高度的自动扶梯。 

表 1 为某城市两条已开通线路自动扶梯客伤情况统计结果，数据表明，大提

升高度自动扶梯（提升高度≥15m）引发的客伤次数是全线扶梯平均客伤次数的

2-4倍，以线路 B为例，提升高度超过 15m 的自动扶梯占全线自动扶梯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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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根据 2017~2019 年连续三年的客伤记录结果：全线每年提升高度超 15m

的自动扶梯客伤次数占总客伤次数的比例在 14.5%至 19.2%之间。 

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大提升高度扶梯的设置也对乘客

产生较大压力，易引发安全事故。以 20 米扶梯为例，倾斜段梯级数量达 95 个，

载客量将近 152人。扶梯如遇到突发故障或乘客意外失稳滚落或推挤等情况，极

易引发整个梯路上的乘客摔落或踩踏事故，将导致大面积群体客伤。 

表 1 自动扶梯客伤情况统计表 

线路 全线扶梯概况 
客伤统计数据 

统计年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线路

A 

 

15m以上扶梯数量

（台） 
11 

15m以上扶梯客伤

次数 
6 10 7 

全线扶梯总数（台） 214 全线年度客伤总数 57 61 69 

15m以上扶梯数量占

比 

5.14

% 

15m以上扶梯客伤

占比 
10.53% 16.39% 10.14% 

线路

B 

15m以上扶梯数量

（台） 
11 

15m以上扶梯客伤

次数 
14 8 9 

全线扶梯总数（台） 225 全线年度客伤总数 73 51 62 

15m以上扶梯数量占

比 

4.89

% 

15m以上扶梯客伤

占比 
19.18% 15.69% 14.52% 

 

 

图 2 自动扶梯客伤率统计表 

将每年自动扶梯客伤次数除以扶梯台数得到每年的扶梯客伤率（次/台），

图 2为两条线客伤率统计数据，结果表明：大提升高度自动扶梯（提升高度≥15m）

的客伤率明显高于全线平均客伤率。 

综上所述，本标准在第 6.1章节提出建议每台自动扶梯的提升高度不宜超过

15 m；当提升高度超过 15 m时，宜分段设置 2台或多台自动扶梯。 

6）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寿命问题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尤其地铁线路连续大客流的运营环境及困难的设备运输条件

决定自动扶梯整机及其部件必须具备长的寿命水平。调研发现，某线路自动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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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投入运营后不足 6 年时间就有 190 多台设备提前进入大修周期，整个

维修期持续约 1年，对车站乘客疏散能力及运营服务水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另

有多座城市地铁自动扶梯运营 8 年后陆续进入大修周期。编制组探讨研究发现，

关键部件寿命计算中负载载荷定义不清及寿命要求不明确是导致上述问题发生

的直接原因。为从根本上解决设备可靠性及运行寿命不达标的问题，本标准分别

在 4.3章节、4.5章节对自动扶梯的等效载荷、大修周期、主要部件寿命等进行

了明确，在第 7章主要部件技术要求部分明确了桁架及连接件的防腐要求，并规

定了主机、主轴、梯级链等传动部件及结构部件的选型、材质、工艺及安全系数

等参数的技术要求。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联合广州地铁集团曾经对室外型扶梯的使用情况进行

研究，建立科研课题《室外型自动扶梯露天设置研究》，研究发现露天环境下使

用的自动扶梯驱动链、梯级链、滚轮、扶手带、主驱动轴和梯级链张紧装置的轴

承使用寿命达不到设计预期，频繁的部件损坏而停梯更换严重影响车站服务水平，

研究结果提出对露天环境下使用的自动扶梯的各主要部件的防腐、防尘、防紫外

线等技术要求。同时在这些措施基础上，仍然建议自动扶梯不宜露天使用环境，

建议要设置顶棚。科研成果具体体现在本标准 7.15机件的防锈、防冻处理及 9.1

与土建接口内容中。 

7）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着火问题分析 

地铁自动扶梯主要的机械部件处于高温含油环境下运行，且扶手带、毛刷、

梯级嵌块等非金属部件长期暴露于空气中，自动扶梯极易在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叠

加作用下酿成火灾，1987年伦敦地铁国王十字站自动扶梯着火燃烧导致 30余人

丧生，数百人受伤，此后，英国制定了 SPC-LAE 系列《重载型地铁自动扶梯规范》，

该规范在世界各国的地铁建设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强

度远高于英国，经调研，近年来国内地铁自动扶梯因部件选型不当或非金属零部

件阻燃性能不达标引发的燃烧、生烟事件亦有发生。其中包含变频器制动电阻容

量不匹配产生的过热生烟现象、非金属软管在高温含油环境下出现的灼烧、电机

因长期过载或转子偏心运行出现的过热生烟、制动器闸瓦性能劣化导致的过热生

烟等，严重时甚至触发车站消防报警，对车站运营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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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铁自动扶梯火灾 

 

图 4 地铁自动扶梯制动电阻容量不足引发的生烟事故 

               

图 5 扶梯接触器连接头位置燃烧       图 6电机冒烟，车站烟感报警 

为从源头上避免上述安全隐患，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归纳了上述安全事故产

生原因，参考了 GB/T 10707、GB 8624及 GB/T 2408等相关规范，在 7.5、7.9、

7.13 等章节对扶手带、梯级塑料嵌件、毛刷等非金属组件的阻燃性能要求进行

了明确。同时，在 7.13.2 章节明确“制动电阻的容量不应小于电机容量的 60%”，

并在 7.2.3 章节对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电机功率要求进行了明确，同

时，为防止制动闸瓦过热生烟等问题，本标准 7.2.5.3明确设置制动器闸瓦（或

制动带）检测报警装置，当制动器闸瓦（或制动带）磨损到极限位置或异常磨损、

温度超标时，该装置应报警并停梯。 

8）自动扶梯参与紧急疏散的问题分析 

火灾发生时需要对站内的乘客作紧急疏散。由于地下建筑空间有限，多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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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站的固定楼梯不足以紧急疏散乘客，需将重载型自动扶梯作为疏散通道参与疏

散乘客。在《地铁设计规范》、《地铁设计防火标准》中明确火灾发生时，自动

扶梯需参与紧急疏散。在日本《地铁防火规范》中，也明确自动扶梯（停止和向

上运行）纳入紧急疏散中使用；在美国 NFPA130《固定式导轨传输和客运铁路系

统标准》中，也要求自动扶梯作为疏散设施，通向疏散方向的自动扶梯应保持运

行。同时提出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下才可以作为疏散设备。 

由于重载型自动扶梯应用场合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因此，重载型自动扶梯

团体标准应提出参与紧急疏散的相关技术要求，本标准在 4.6 兼做疏散的要求

章节中进行了明确。 

9）智能诊断与运维技术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自动扶梯在数量上也是其它场所无法比拟的，随着各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的不断加密，投入运营的自动扶梯数量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海量

设备的运维管理及设备状态数据综合管理既是困难也是资源，北京、上海、广州

等国内主要城市也在筹建各自的城市轨道交通大数据综合平台，借助平台优势建

立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特有的智能运维管理系统，将问题转化为资源，

对全线网扶梯数据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降低运维成本意义重大。依托“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之《复杂环境下城轨车站设备及系统能力保持技术》

（2017YFB1201203）之自动扶梯系统多维感知、预警与维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

对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智能诊断与运维系统在组网架构、部件预警、监

测要求、传感器性能参数及线网级软件平台功能方面展开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研究成果为本标准附录 A智能诊断与运维章节关于智能运维系统架构要求、数据

分析、存储硬件技术要求、各类传感器选型以及 9.3.1章节系统接口等技术要求

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的工程实践基础和理论技术支撑。 

6.2 综述报告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的生产量及使用量均在世界排名第一。本

标准是专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技术标准，是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大客流、长时间运

营、布置空间受限且有紧急疏散要求等特有特点而制定的。 

6.3 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经济效果 

制定本标准，将引领行业的良性发展，有效解决各地因为对重载型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的认识深浅不一，技术概念、技术要求存在不同，因此所采购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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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在结构、性能、安全性和工作寿命等往往都有明显的差异，为不良的市场竞争

造成了条件，以致以低充高、以轻替重、以次充好，产品质量下降，随之设备事

故增加，部件损坏增多，维修费用大大提高等问题。因此，制定本标准，以统一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对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认识和要求，为良性的市场

竞争创造条件。同时，在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化、数字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本标准

中智能诊断与运维的提出，是国内自动扶梯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工程的首次探索

应用，将对后续推广工作具有较高的指导作用，为全面提升自动扶梯设备安全性，

提高运维管理水平建立了重要的技术规范支撑，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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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技术要求，经发

布、实施后可规范和指导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设计、

建设、运营等各阶段的工作。在贯彻标准时，建议对地铁设计、建设、运营等单

位人员进行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同时将标准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进

行收集和记录，后续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对标准进行修订。 

10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