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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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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7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 2021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2〕2 号），由中车大连

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座椅 技术规范》（计划编号：

2021053-T-04）的标准制定工作。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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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完成时间

1 年（2022 年 12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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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大连交通大学、成都市天龙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越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广源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由 13 家单位共同完成。其中主编单位为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参编单位包含司机室座椅的生产、设计、运营单位。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序

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1 臧兰兰 教授级高工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主体内容框架的制

定、编审第 6-8章 

2 王天宇 高级工程师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5.6章 

3 马文杰 高级工程师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牵头组织编制全文 

4 王蕾 高级工程师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组织协

调、全文标准化 

5 关显涛 高级工程师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7.8章 

6 王晓虹 工程师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5章 

7 杜先鹏 工程师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6章 

8 石起龙 高级工程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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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岩 工程师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6章 

10 王宗明 工程师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6章 

11 李熙 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1 章、

第 4章、第 5章 

12 朱莹 高级工程师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7章 

13 李旭 高级工程师 大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7章 

14 秦睿贤 讲师 大连交通大学 编制、编审第 7章 

15 张里波 高级工程师 成都市天龙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6-8章 

16 杜伟 高级工程师 吉林省金越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6-8章 

17 王军 工程师 大连广源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6-8章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草案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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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主编单位介绍了标准的编制内容、编制计划等内容。

针对标准草稿，与会专家提出了明确标准名称、明确速度等级、制式及适用范围、统一使

用条件、明确是司机室座椅还是司机座椅、重新进行型式检验的条件与国标相统一、单独

罗列并细化折叠司机座椅的相关内容、增加 RAMS 要求、调整章节分级等建议。起草组根

据专家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修订，标准适用范围，速度范围确定为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各制

式车辆；按照中车统一要求，统一了标准的适用条件，并为兼顾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

出了当使用条件超出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修改了重新进行型式检验的条件；将

折叠司机座椅单独列为一个章节并重新调整了章节分类和分级；增加 RAMS 要求等，根据

标准化专家意见标准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司机室座椅 通用技术规范》更改为《城

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座椅》。 

2022年 4月，主编单位工作组根据启动会专家意见逐条讨论、修改，完成了初稿并发

给各参编单位，按照编制工作大纲中明确的编制任务分工涵审，主编单位根据反馈的意见

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2 年 5 月以腾讯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工作组内部讨论会，编制工作组对文本内

容进行了逐一讨论，对不同意见进行交流分析并对形成共识的条款进行修改，达成了一致

意见。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8 月，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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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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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质量、保障运输安全,符合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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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将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并参考国家推荐性标准和行业标

准进行编制。目前尚无与司机座椅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则只有 TB/T3264《动车

司机座椅》与司机座椅相关，但无法完全满足城轨车辆司机座椅的要求，本标准在编

制时参照了部分 TB/T3264《动车司机座椅》的技术要求，同时符合 GB 50157-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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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主要技术指标的不同点 

TB/T3264《动车司机座椅》规定了动车司机座椅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使用

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动车司机

座椅。而本标准规定的是轨道交通司机座椅，与动车司机座椅的技术参数要求不完全

相同并且增加了适用于无人驾驶使用的辅助座椅，其功能和性能的特点及重要性需要

进行规范。 

Q/CR295《机车司机座椅》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其参数要求、功能和性能要求不能完

全满足轨道交通司机座椅，需要对轨道交通司机座椅重新进行分类及规定相应的参数

要求、功能、性能要求及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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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包括城轨车辆司机座椅的环境条件、分类、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主要技术内容依据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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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司机座椅的环

境条件、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各制式车辆司机座椅

（以下简称座椅）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编制组根据标准启动会专家意见将适用范围

确定为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各制式车辆。同

时经过组内讨论将座椅的名称最终确定为司机座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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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4  环境条件 

在以下环境下应能正常工作： 

海拔不超过1400 m； 

环境温度为-25 ℃～45 ℃； 

允许-40℃～+70℃的环境温度下存放；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0%(该月月平

均最低温度为25 ℃)； 

能承受GB/T 32347.1规定的风、沙、雨、雪以及其

他化学、生物活性物、污染物的侵蚀及污染； 

当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 

本标准参照城轨车辆实际运用工况规定了环

境温度为-25 ℃～45 ℃，存放温度为-25 ℃～

45 ℃；、同时，为兼顾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

出了当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 

5  分类 

司机座椅一般分为手动调节座椅和辅助座椅。 

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无人驾驶城轨车

辆进入运营，司机座椅根据不同的驾驶要求分为两

类，一类是适用于有人驾驶城轨车辆的手动调节座

椅，一类是适用于无人驾驶城轨车辆司乘人员使用

的辅助座椅。 

5.1  手动调节座椅 

手动调节座椅包括主体结构和可选配结构两部分。 

主体结构包括座垫、靠背、座椅骨架、靠背倾角调

节、座椅前后调节装置和座椅升降调节装置。 

5.2  辅助座椅 

辅助座椅包括座垫、靠背、座椅骨架、座椅前后调

节装置、折叠锁和靠背翻转装置。 

根据 GB7928-2003的要求，司机座椅为软式或

半软式，其高度、前后位置应可调节。 

辅助座椅的建议尺寸见表3。 

表3 辅助座椅的建议尺寸 

序

号 

项目 参数 

1 坐垫高度（mm） 400-480（分三档 

调节或无极调节） 

2 靠背宽度（mm） ≥330 

3 坐垫宽度（mm） ≥330 

4 靠背角度（°） 100±5 

5 折 叠 后 高 度

（mm） 

≤555 

6 折 叠 后 厚 度

（mm） 

290±15 

7 前后移动范围

（mm） 

≥110 

与会各主机厂、业主单位及供应商经过多次讨

论并结合主机厂及业主单位适用要求及供应商的

实际产品的生产能力最终确认辅助座椅的建议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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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6.5.2.2.2  扶手调节寿命（选配时） 

对完整座椅扶手进行2.5×10
4
次循环试验，两扶手

间距变化不应大于5 mm。 

在Q/CR295及TB/T3264中此处均要求扶手变形

量不大于5mm，而根据与会成员的讨论及各个供应

商的多次型式试验证明，耐久试验后扶手并未发生

形变，发生变化的是扶手安装位置的间隙，因此将

此处要求确定为两扶手间距变化不应大于5 mm，更

加严谨。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无，本标准为新制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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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各主机厂已完成多个项目及标准体系的司机座椅生产，具有丰富的技术储备

及经验，同时结合相关标准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可确保本标准内容科学、可实施、经

济适用、成熟稳定，符合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生产运营的实际情况。 

针对车辆的不同类型的司机座椅，中车各主机厂已进行相关验证，包含 10 多项供

应商提供的试验报告，具体有座椅外观、座椅功能、座椅尺寸、座椅材料、静强度试

验、座椅升降调节寿命试验、座椅前后调节寿命试验、座椅靠背角度调节寿命试验、

座椅扶手调节寿命试验、体重调节系统寿命试验、垂直冲击试验、冲击振动试验、靠

背冲击试验、座椅的旋转稳定性试验。经过运行验证结果均可符合本项目的技术要求。 

 
6.2  综述报告 

司机座椅属于城轨车辆上的重要部件，司乘人员需要使用该部件保证驾驶车辆时

身体的稳定性和舒适性。目前无其它相关标准对城轨车辆司机座椅进行规定，制定统

一的技术规范可以提高司机座椅设计单位、制造单位、运营单位标准执行的规范性和

统一性，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的制造水平，降低运营及检修维护成本。 

目前国内外针对城轨车辆司机座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仅有动车及机车

标准可参考，但城轨车辆司机座椅与动车、机车司机座椅在分类、使用工况、技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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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及要求有一定的差异性，不能完全按照动车、机车司机座椅标准内容执行；城轨车

辆司机座椅中有其分类、功能和性能的重要性需要进行规范。 

申请立项的该标准能够有效规范城轨车辆司机座椅的设计、生产、试验、采购、

运用与储存的行为，促进各司机座椅厂之间统型。本项目提出解决现有城轨车辆司机

座椅技术规范缺失问题、明确了司机座椅的分类、型式、技术参数以及试验要求等，

实现司机座椅的规范化、系统化。并将上述技术形成技术标准以指导后续项目的规范

化执行。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按照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原则进行编制，结合工程实践情况，综合考虑

不同供应商的技术要求和运营方的适用性。 

本标准的编制，填补了国内城轨车辆司机座椅的标准空白，为完善我国城轨车辆

司机座椅系统标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对规范司机座椅的生产，指导司机座椅的检测

和验收，推动城市轨道交通产业的技术发展以及项目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制定本标准，解决现有城轨车辆司机座椅技术规范缺失问题，引领轨道交通

行业技术发展，提高司机座椅设计单位、制造单位、运营单位标准执行的规范性和统

一性。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的制造水平，降低运营及检修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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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一经发布，标准编制组将在协会的协调推进下，有针对性的开展《城市轨

道交通 车辆司机座椅》宣贯和集中培训，增强相关单位实施标准的自觉性。 

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和不断完善，按

照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适时对标准进行复审和修订。 

本标准确定的指标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及相关企业实际情况，可直接在行业内推荐

实施。建议相关单位在采用司机座椅时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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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内容是一个完整的

产品标准，如果使用“技术规范”，则应当有安装要求、车辆上安装后的合格判定等内

容，否则删除名称中的“技术规范”。综和专家意见，起草组一致同意标准名称由《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 司机室座椅 通用技术规范》更改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座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