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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布置》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的《关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1 年第三批团

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公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布置》（项目编号：

2021056—T—13；项目期限：一年，2022 年 12 月），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牵头起草。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

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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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

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参与起草。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编制组的构成包括业主单位、设计单位、生产单位。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工 

主起

草人 

1.  文永亮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

师 

主起草 

第 1、2、3、

5、8、13 章 

☑是 

□否 

2.  王剑博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4、6、

11、13 章 

□是 

☑否 

3.  迟淞元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标准化/高

工 

参与起草 

第 1、2、3、

10、13 章 

□是 

☑否 

4.  王超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5、7、

□是 

☑否 



8、10 章 

5.  方炅任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9、12

章 

□是 

☑否 

6. 5 

 
邓奇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5、7、

8、10 章 

□是 

☑否 

7.  张宝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9、12

章 

□是 

☑否 

8.  朱莹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5、7、

8、10 章 

□是 

☑否 

9.  张健兴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4、6、

11、13 章 

□是 

☑否 

10.  孙宗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

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9、12

章 

□是 

☑否 

11.  刘晨辉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

司 
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5、7、

8、10 章 

□是 

☑否 

12.  杨云帆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

司 
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9、12

章 

□是 

☑否 

13.  尹洪旭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

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4、6、

11、13 章 

□是 

☑否 

14.  杜继远 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 

第 3、5、8、

10、13 章 

□是 

☑否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 

标准计划下达后，在提出单位指导下，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

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标准



起草组，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情况及用户需求进行了调研，收集了相关技

术资料，形成了工作大纲和本标准的草案稿。 

2022 年 1 月 20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

员会（SC04）组织召开了标准项目启动会。会上，专家提出了应明确是技术标准而非

产品标准，如是技术标准中则内容应按照 GB/T 1.1 中技术规范要求组织内容，删除

生产、制造、组装等不适合在技术标准中出现的内容。如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编制则修

改标准名称。”、“如果有国家标准的尽量引用国家标准，城轨领域有的国家标准尽量不

引用铁路或动车领域的标准。正文中引用到标准具体条款的要标准具体的年代号。”、

“各标准中的技术规范应细化增加 RAMS 有关要求，尤其是针对产品整体和涉及行车、

安全的关键零部件应合理提出使用寿命、可用性、方便维护、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

等主要共性意见，同时建议标准名称中删除“规则”二字。 

启动会后，起草团队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设计进行了调研，收集了相

关技术资料，在对前期工作深入讨论研究后，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规则等

内容进行了多次沟通、反复修改，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召开了工作组会议，有 10 个单

位的 14 位专家参加了此次工作组会议。经过认真细致的讨论，与会专家对标准文本内

容均达成了一致意见。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8 月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并提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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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 

（2）遵循国家及行业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相关的规范和标准。 

（3）综合考虑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的现状及技术发展趋势，技术规定具

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4）规范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规则要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法律法规的内容，同时符合 GB 50490《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GB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GB/T 7928-2003《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无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其他内容。 

4.3 本标准与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国内外均无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司机室布置的标准规范，目前关于司机室布

置的标准主要有： 

UIC651—2002   机车、有轨车、动车组和有动力的拖车的司机室布置 

GB/T 6769—2000  机车司机室布置规则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执行的主要是 UIC651—2002，但是 UIC651-2002 通

用标准已经无法涵盖所有城市轨道车辆，并且 UIC651—2002 标准中的一些要求也不适



用于城铁车辆。 

规范编制过程中参考了以上标准，并引用以下国内相关标准。 

GB/T 10000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GB 18045  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含：司机室的布置和尺寸，司机座椅的布置要求，信号

的可见性，司机室门，操纵与控制设备台布置，司机室窗，照明和照度条件，地板，

刮雨器，遮阳帘，空调以及其他附属设备。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国内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的设计及运用

经验，并结合相关标准进行分析研究，确保了本标准内容科学、可实施、经济适用、

成熟稳定；并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特有的属性，制定适用于国内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的司机室布置规则的通用标准。 

表 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司机室布置和尺寸 

依据 GB/T 6769—2000、UIC 651—2002 规定的标准内容确定

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一般包含的设备，司机室空间的尺

寸，司机室的形式以及环境要求。 

司机座椅的布置要求 

依据 GB/T6769—2000、UIC651—2002 规定的标准内容，以及

调研各主机厂所执行项目的合同要求、实际项目的司机室座椅

布置设计。确定司机室座椅安装位置应满足司机操作司机台设

备和瞭望信号的需要、能够容易地根据司机的身高、体重进行

调节、座椅布置相对轨面应尽可能高等要求。 

信号的可见性 
依据 UIC 651—2002、GB/T 6769—2000规定的标准内容,结合

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执行情况确定。 

司机室门 

依据 GB/T6769—2000、UIC651—2002 规定的标准内容，以及

调研各主机厂所执行项目的合同要求、实际项目的司机室侧门

布置设计。确定司机室侧门净开度应不小于 1750mm×500mm、

需保证不会对通过人员造成伤害，在净开度区域内不允许有闭

门器等设备等要求。 

操纵台 

依据 GB/T 6769—2000、UIC 6512002规定的标准内容，以及

调研各主机厂所执行项目的合同要求、实际项目的司机室布置

设计。确定操纵台的主要尺寸及角度等 

操纵与控制设备 

依据 GB/T 6769—2000、UIC 651-2002规定的标准内容，以及

调研各主机厂所执行项目的合同要求、实际项目的操纵台设备

布置。确定操纵台的设备布置及操纵设施布置。 

司机室窗 依据 TB/T 1451 及 GB 18045 对司机室窗的相关要求，结合城

http://www1.cccar.com.cn/bzxx9/affix_bzxx/177195/GB%2018045-2000.pdf


市轨道交通车辆设计的经验，对标准中的司机室窗做出了相关

规定。 

照明和照度条件 
依据 UIC 651—2002、GB/T 6769—2000规定的标准内容,结合

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执行情况确定。 

地板 

依据 GB/T6769—2000、UIC651—2002规定的标准内容，以及

调研各主机厂所执行项目的合同要求、实际项目的司机室布置

设计。确定司机室地板应为水平，除低地板等特殊车型外，司

机室地板与客室地板之间应避免设置台阶，司机室地板应铺盖

防滑且容易清洗的地板布的要求。 

刮雨器、遮阳帘、空调 

结合客户合同对刮雨器、遮阳帘、空调配置要求，并依据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设计的经验，对标准中的刮雨器、遮阳帘、空调

配做出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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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司机室总体布置的规则，没有性能参数等需要

验证的要求，在各车辆项目执行过程中，相关的分析及试验主要为：司机室视野分析

和车辆照明试验中包含的司机室照度试验。司机室视野分析为车辆设计过程中通过仿

真软件进行视野仿真分析，已验证是否满足标准及合同要求。照度试验为车辆试验过

程中整车照明试验的一部分，验证司机室的照度指标是否满足标准及合同要求。 

6.2  综述报告 

司机室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布置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司

机能否对车辆进行准确、合适的控制操作。司机室布置相关标准是整个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标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司机室布置的标准，最早的是 TB/T 2868—1998 机车、动车司机室布置规则，

GB/T 6769—2000 机车司机室布置规则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执行的主要是

UIC651—2002 机车、有轨车、动车组和有动力的拖车的司机室布置。UIC651—2002 通

用标准已经无法涵盖所有城市轨道车辆，并且 UIC651—2002 标准中的一些要求也不适

用于城铁车辆。GB/T 6769—2000 和 TB/T 2868—1998 主要用于机车、动车，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很少采用。因为没有专门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规则，之前各主机

厂主要是参考上述 3 个标准，并结合车辆合同要求以及以往设计经验进行司机室布置

设计。本标准文件相关内容已经形成了行业标准，并且应用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多

个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司机室布置设计。 

6.3  技术经济论证 

为助推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总体布置规则进行深化研

究，编制本标准以填补行业空白，指导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设计工作有序、

规范发展，扎实助力城市轨道交通规范发展。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可规范和引导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总体布置的设计，提高车辆品质和司机舒

适性，统一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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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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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由标准提出单位组织标准培训与宣贯，由业主单位在技术合同中引用本标准

作为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布置设计的通用技术要求，由产品设计制造单位严格

遵循本标准进行设计与检验，标准归口单位最终对标准贯彻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2022 年 1 月 20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

（SC04）组织召开了标准启动会，与会多位专家认为，关于名称，“规则”一般不制订标

准，GB/T 1.1没有“规则”标准的类型。起草组一致同意标准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 车

辆司机室布置规则》更改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