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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车辆制动系统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根据城市发展的差异性，不同制式的轨道交通车辆均

有需求，其中跨座式单轨车辆车项目已具备批量化生产能力。但由于缺乏专门的跨座式单

轨车辆制动系统标准支撑，跨座式单轨车辆制动系统的设计、制造、试验及检修维护存在

整体要求不规范、执行准则不统一的问题。

为了填补行业空白，指导跨座式单轨车辆制动系统有序、规范发展。根据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2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中城轨〔2022〕15号），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提出，

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牵

头组织相关单位共同编制《跨座式单轨车辆制动系统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项目计划编号：2022018—T—04，项目期限为 1年，计划 2023年 1月前完成。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有限公司、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

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

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业主单位：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有限

公司、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单位：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

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

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编制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1 聂振华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总体统筹，第 1、2、3、4、

5章的编写

2 石喆文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总体统筹，第 1、2、3、4、

5章的编写

3 李润华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总体统筹，第 1、2、3、4、

5章的编写

4 马春浩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第 5、6 章的编写

5 李龙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第 6、7 章的编写

6 牛玉国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第 5 章的编写

7 刘元清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有限公司 第 5 章的编写

8 吴明赵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有限公司 第 5 章的编写

9 侯超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第 5 章的编写

10 王正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统稿，第 1、4、5、8 章

的编写

11 吴晶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6、7 章的编写

12 孟繁辉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 5、6 章的编写

13 王晓东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第 5、6 章的编写

14 赵庆刚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第 6 章的编写

15 高小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第 5、6 章编写

16 鄢艳丽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第 5、6 章的编写

17 张乾乾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第 7 章的编写

18 刘中华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第 7 章的编写

19 付建鹏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第 5、6 章的编写

20 李贝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5、6 章的编写

21 师帅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6、7 章的编写

22 李小亮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第 6、7 章的编写

23 刘洋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6、7 章的编写

24 朱莹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第 6、7 章的编写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计划、预研阶段（2021.4~2021.5）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征集 2021 年度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

知》(中城轨〔2021〕31 号)要求，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筹备成立标准编

制工作组，建立联络机制，制定标准编制方案及进度安排，并邀请行业内各生产企业

和业主企业共同参与，并征询行业内各专家意见，总结和交流相关经验，组织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拟定团体标准草稿。

2021 年 5 月，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向中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

（SC04）提报了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书和团体标准草案稿。

3.2 立项阶段（2021.6~2022.02）
2021 年 6 月至 7 月，该项目通过了中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组织的团

体标准初步评估，并于 2021年 11月通过了中城轨组织召开的 2021年度团体标准立项评估

会。

2022年 2 月，根据中城轨《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2年第一批团体标准

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2〕15号），该项目正式立项并列入制修订计划。

3.3 起草阶段（2022.02~2022.05）
2022年 2月 24日，中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组织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

会和草案专家咨询会。会上标准牵头单位介绍了标准的编制内容、编制计划等内容，成立

了标准编制工作组，确定了标准编制分工，讨论草案稿目录、章节、技术内容等。评审专

家提出了完善标准的适用范围，充分考虑跨座单轨车制动的制式， 纳入已实际运营的采

用液压基础制动装置的单轨车，增强标准的适用性等修改建议。

会后，标准牵头单位积极组织起草组梳理启动会上专家的评审意见，根据意见对标准

草案稿进行修改完善：明确编制计划的可实施性；广泛征求用户单位、制造单位意见，充

分调研跨座单轨车的不同制动形式并纳入标准，完善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同时严格按照

GB/T 1.1—2020的要求对标准结构和内容进行审查修改，确保标准内容的协调性、统一性

和规范性，并向参编单位征求编制意见。

2022年 2月至 5月，标准牵头单位多次召开标准编制组工作会议，重点对标准中液压

基础制动相关技术内容的撰写进行了讨论研究。各位编制人对于基础制动内容的讨论主要

聚焦于是与现有标准草稿内容合并，还是分为部分标准编制进行多次讨论，并参考了已发

布的协会标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于 5月底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发送中

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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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原则：

a）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b）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c）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d）标准编制格式符合 GB/T 1.1—2020规定；



e）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

f）充分调研跨座式单轨车制动系统的成功运营经验。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a）与《CJ/T 287—2008跨座式单轨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相比，CJ/T 287是针对整

个车辆的技术要求，对制动系统的要求内容简略笼统；本标准是对制动系统专项的详细要

求。

b）与《T/CAMET 04004.1—2018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第 1部分：电空制动系

统通用技术规范》和《T/CAMET 04004.4—2018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第 4部分：

制动控制单元技术规范》相比，T/CAMET 04004.1 和 T/CAMET 04004.4 为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是通用标准，本标准为特定领域的有效分支，二者使用范围不完全

相同。

4.3 与现有标准技术要求区别

a）与《CJ/T 287—2008跨座式单轨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相比，CJ/T 287只是对制

动系统的功能进行了要求，对于具体执行的技术参数并未要求，本标准对这些技术参数进

行了明确。

b）与《T/CAMET 04004.1—2018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第 1部分：电空制动

系统通用技术规范》和《T/CAMET 04004.4—2018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第 4部分：

制动控制单元技术规范》相比，本标准有以下不同：

1 本标准对防滑控制功能改为可选功能。

2 在空气基础制动制式的基础上增加气转液和纯液压基础制动制式，以填补空白。

3 根据跨座单轨车的特点，对常用制动、紧急制动的减速度参数值进行了进一步优

化提升。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1) 本标准对防滑控制功能改为可选功能，该项为实践依据，根据现有重庆地区和芜

湖地区已开通运营的跨座单轨车运营经验得出的。

(2) 本标准在空气基础制动制式的基础上增加气转液和纯液压基础制动制式，该项为

试验和实践依据，根据重庆地区和芜湖地区已开通运营的跨座单轨车和各主机厂研制的试

验车得出的经验。

(3)本标准对常用制动减速度的要求是≥ 1.1m/s2、紧急制动减速度的要求是≥

1.25m/s2，该项是数据依据，主要是依据橡胶轮的摩擦系数大的特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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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试验主要依据了重庆地区和芜湖地区已开通运营的跨座单轨车和各主机厂



研制试验车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对各试验项目进行了统一；同时参考了地铁车辆设计制

造过程中的试验项点，总结形成了现有内容。



6.2 综述报告

目前跨座式单轨车辆已经实现批量化生产，已在重庆和芜湖地区开通运营，且多个国

内城市宣布将跨座式单轨车作为城市运营的主要交通制式，但因执行准则不统一的问题增

加了研发和制造成本，因此急需形成统一标准要求，在行业内建立良好的产品标准化工作

秩序，推动行业跨座式单轨车辆制动系统的科学应用和进一步发展。

目前，共同参与起草本标准的单位在城轨车辆制动系统领域已形成制动系统及其部件

产品的研发、生产能力及检测和认证能力，并生产和评估过多种型号的跨座式单轨车辆，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同时，在已设计和生产的跨座式单轨车辆中，对制动系统的功能设计、性能要求及检

验要求没有统一的标准参数，目前只能借鉴协会发布的电空制动系统通用技术规范的部分

要求，影响了跨座式单轨车辆的批量化生产及检修，间接提升了用户单位的维修成本，因

此急需在该领域形成统一的标准要求，指导该车型的高质量发展。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编写工作，并邀请了国内和铁路行

业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技术审查，确保了标准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6.3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标准编制结合当前跨座式单轨车辆制动系统设计制造的现状，满足了制动系统设计生

产时需要明确的关键参数的实际需求。

标准制定的研究成果统一了设计制造的执行准则，对各项功能明确了整体要求、功能

设计和性能要求，有利于提高跨座式单轨车辆的批量化生产及检修能力，间接降低了用户

单位的维修成本；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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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属于社会团体标准，不要求强制执行，供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参考执行。

标准在发布后将积极组织宣贯会议，宣贯主要对象为全国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单位、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生产单位，为跨座式单轨车制动系统的设计、制造和试验提供重要

依据。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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