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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玻璃钢制品》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及其制造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使用材

料发展迅速，对车辆的制造质量、行车安全影响重大。玻璃钢作为目前国内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常用材料之一，在车外司机室外罩、裙板、导流罩，车内内装、座椅、风道

等结构部件广泛应用，对车辆行驶安全、司乘人员安全以及线路安全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内尚无一套完整、统一的技术规范针对城轨车辆用玻璃钢产品，制约行业技术

水平的进步及产品质量提高。

为了解决车辆用玻璃钢制品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标准要求不统一的问题，在轨道交通

行业内建立良好的产品标准化工作秩序，推动车辆用玻璃钢制品的科学应用和进一步发

展，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结合产品应用，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交了

《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玻璃钢制品》团体标准提案。

2022 年 2 月 8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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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玻璃钢制品 通用技术规范》（计

划编号为 2022020-T-04）标准制定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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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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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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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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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

限公司、青岛康平高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铁源信工业装备有限公司、广州广

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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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家单位共同完成。其中主编单位为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在接近 100 个轨道交通车辆项目

上使用了玻璃钢制品，具有大量成熟的应用经验。

标准编制单位涵盖玻璃钢生产制造单位、车辆生产制造单位，车辆用户，计量检测单

位等，参编单位的组成合理且全面，能够从生产设计、检验验证、运营服务、售后维修



多个角度统筹考虑，保证制定标准的合理性、科学性和通用性，具备编制本文件的技术能

力。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

称

主要工作内容

1 齐凯文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高工 牵头组织编制

主要负责编制第 1、3、4、5、6 章节

2 林鹏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正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 8 章节

3 史永达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7、9 章节

4 刘效宙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6.1.7、7.5 节

5 石起龙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 6.1.5、6.1.6、7.3、7.4 章节

6 巩巧琴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2、8 章节

7 方炅任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6 章、7.1 章节

8 聂波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6 章、7.1 章节

9 胡桂明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7.6~7.11 章节

10 包鸣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7.2~7.18 章节

11 张宝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8 章节

12 周光海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8 章节

13 曾建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8 章节

14 李明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8 章节

15 倪庆博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高工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 8 章节

16 程相勋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8 章节

17 孙涛 青岛康平高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部部

长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7、9 章节

18 黄庆者 青岛海铁源信工业装备有限

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7、9 章节

19 张兰兰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

公司

研究所副

所长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第 7.3、7.4、7.5 章节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草案稿阶段

2022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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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召开项目启动会，专家组对标准草案稿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及建议。

针对标准草稿，与会专家提出了修改标准名称、精炼标准适用范围内容、增加使用条件章

节、标准指标先进、领先、合理及标准格式规范等方面的建议。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对

草案稿进行修订，标准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玻璃钢制品 通用技术规范”改

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玻璃钢制品”；对标准的适用范围提炼精简；增加使用条件；

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修改了标准结构；对标准指标进行了再次核对修改。

2022 年 3 月，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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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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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通过腾讯会议形式召开工作组会议，对标准内容进行逐条讨论、

修改，达成一致意见。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8 月，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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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格式应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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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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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玻璃钢制品常用的标准有：法国标准 NF F 01-281

《铁路运输车辆 纤维增强热固性塑料材料》和 TB/T 3138《机车车辆阻燃材料技术条

件》。

其中 NF F 01-281 较为全面的明确了铁路车辆玻璃钢制品的基本性能，但是对于

机械性能的要求不足，尺寸要求不全面，重量的要求过于宽松，其相关试验的标准也

均按法国试验标准执行，且环保、禁限用物质、冲击与振动试验未提及；TB/T 3138-2006

中机车车辆玻璃钢制品仅明确了顶板、墙板的机械性能要求和阻燃要求，其它要求并

未提及，而 TB/T 3138-2018 中删除了机械性能要求，仅保留了阻燃要求。



鉴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玻璃钢制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不同部位的

玻璃钢制品要求、技术指标也不相同，本着经济适用、安全可靠和通用性的原则：

1）外观和尺寸要求：在 NF F 01-281 和 ISO 2768 基础上根据生产制造和应用经

验进行了适当调整，符合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玻璃钢制品使用要求。

2）重量要求：基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载客量大的特点，对于整车重量控制和

均衡要求也非常高，对车上玻璃钢制品提出严于 NF F 01-281 的要求。

3）力学性能要求：基于 TB/T 3138-2006 的要求，根据玻璃钢制品不同使用部位，

提出不同要求，对于车辆外部玻璃钢制品，适当提升了性能指标，且已经过验证。

4）环保、禁限用物质要求：根据《铁总科技（2014）50 号⽂》要求，制造环境

友好型列车，增加相关要求，该项要求在 TB/T 3139-2021 最新版标准中也已经增加

（2021 年 10 月 1 日发布实施）。

5）抗冲击要求：为了更加美观和现代化，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外罩大多采用

玻璃钢制品，为确保司机及乘员的行车安全，选取与前窗玻璃同样的抗穿透冲击标准，

增加对外罩部件进行考核，确保其抗穿透性能。

6）振动与冲击要求：玻璃钢制品与金属车体之间通过螺栓等紧固件进行机械连接，

在列车运行过程中易受到振动冲击和周期性疲劳载荷冲击，增加对玻璃钢制品的振动、

冲击试验考核，确保连接处的可靠性。

7）耐落球、耐砂袋冲击要求：NFF 31-119-19951 中从给出了试验方法，但是并

没有量化的指标要求，无法进行确切判断，根据大量试验数据和应用经验提出指标要

求。

6）静态载荷试验、疲劳强度要求：参考 NFF 31-119-19951 中关于铁路车辆座椅

的相关要求，增加玻璃钢座椅的试验要求，该试验已经经过批量试验验证。

总之，以国际、国内标准为基础，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玻璃钢制品现状及发

展要求，基于大量试验测试、数据积累、运营考核和成熟的项目经验，对于要求不明

确、不合理、不充分指标进行补充优化，制订本标准，对指标要求细化及提升，指导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玻璃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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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玻璃钢制品的使用条件、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运输与贮存等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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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条件

玻璃钢制品在以下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 海拔不超过 1400 m；

b) 环境温度在-25℃～45℃之间。允许在不

低于-40℃的环境下存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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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应能承受风、沙、雨、雪的侵袭及车辆清

洗时清洗剂的作用；

e) 应适应地下、地面和高架线路上的运营；

f) 应能承受空气中的盐雾、酸雨、灰尘及碳、

铜、臭氧、硫化物、氧化物等化学物质的

侵蚀；应能预防虫蛀，防止啮齿类动物的

侵害；应能防止霉变。

当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

根据项目启动会评审意见，增加使用条件的

要求，结合中车对城轨车辆使用条件通用要求，

参照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实际运用工况，确定了使

用条件，同时，为兼顾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

出了用户可根据需求与制造商另外规定使用环

境条件。

6.1.1.3 玻璃钢表面如有胶衣处理要求，胶衣的

依附性能应符合 GB/T 9286 的规定，其中有表面

外观需求的胶衣面应满足类型 0 要求，其余应满

足类型 3 的要求；玻璃钢胶衣的厚度应介于 300

µm～600 µm 范围内。

根据大量的应用经验，同时参照 NF F

01-281《铁路运输车辆 纤维增强热固性塑料材

料》第 10.2.1.1 条 建议胶衣厚度在干燥时为

300µm 到 500 µm 之间，在潮湿时为 400µm 到 600

µm 之间。以上胶衣厚度的要求经过了多个项目

的实践验证，可完全满足车辆运用需求。

6.1.3 尺寸公差要求

厚度公差、线性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详见

6.1.3.1~6.1.3.3

关于玻璃钢制品尺寸在以往的项目中采用

了 ISO 2768 标准对其尺寸进行控制，发现 ISO

2768 标准对于小尺寸公差的要求太严格，无形

中增加了制造成本，对于大尺寸公差的要求有点

宽松，增加了安装的难度。根据大量的实践，在

玻璃钢制品实际的应用过程中，适当放宽小尺寸

公差要求，根据安装接口要求控制大尺寸的公差

要求，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以满足车辆生

产制造要求。

6.1.4 重量要求

玻璃钢制品重量应在图样规定重量的±3%

内。

由于性能指标要求的不同，玻璃钢制品制作

过程和成形方式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

像金属制品精确控制产品质量，根据大量的生产

制造和应用经验，玻璃钢制品重量控制在±3%

内，可以满足产品性能的要求，也能满足整车重

量和均衡的要求。

6.1.5 防火要求

玻璃钢制品应为阻燃材料，按照玻璃钢最终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车辆合同中均明确

表示车辆材料的选择应符合 EN 45545 或等同及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成品状态进行防火测试，符合 EN 45545-2 的防

火要求，其中等级不低于 HL2。

以上国际标准中规定的防火和安全要求，业主单

位更倾向于选择与海外项目相同的标准，即 EN

45545；国内目前没有可替代的标准。

6.1.7 粘接要求

玻璃钢制品主体结构及预埋件粘接应符合

DIN 6701-3 的要求。

随着轨道交通车辆轻量化及对舒适度要求

的提高，粘接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国内轨道

交通行业也正在推行德国标准 DIN 6701《轨道

车辆及其构件粘接》认证，正在基于 DIN 6701

完善粘接质量管理体系。

6.2.1 力学性能要求

详见表 3

TB/T 3138-2006《机车车辆阻燃材料技术条

件》3.1.3 中对于顶板、墙板、饰带板等车辆内

装玻璃钢制品的力学性能进行了规定，但是

TB/T 3138-2018 版中删除了玻璃钢制品的力学

性能全部要求。

目前，Q/CRRC J 1043-2019《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 头罩》对头罩的力学性能进行了要求，没

有相关标准对于车辆内部玻璃钢制品的力学性

能进行规定。

同时，基于当时轨道交通车辆用玻璃钢制品

力学性能按 TB/T 3138-2006 标准执行的，玻璃

钢制品在车辆上已经安全运营近 20 年。

根据目前车辆运营环境的多样化，以及玻璃

钢制品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原材料性能的提

升，本着经济可靠的适用性原则，结合以上标准，

玻璃钢制品确定类型Ⅰ采用 Q/CRRC J1043-2019

中关于力学性能的要求，类型Ⅱ采用 TB/T

3138-2006 中关于力学性能的要求。

6.2.2 抗冲击性能要求

类型Ⅰ玻璃钢制品中的外罩部件应符合

TB/T 1451 规定的要求。样件经过抛射体的冲击

后，不应被穿透，且仍位于其框内。

外罩部件与前窗玻璃一同组成了对司机室

内部空间的包覆体，为确保司机及乘员的行车安

全，选取与前窗玻璃同样的抗穿透冲击标准，对

外罩部件进行考核，确保其抗穿透性能。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6.2.3 冲击及振动要求

玻璃钢制品冲击及振动应满足 GB/T 21563

要求，其中类型Ⅰ玻璃钢制品满足 GB/T 21563

的 A 类要求，类型Ⅱ玻璃钢制品满足 GB/T 21563

的 B 类要。试验后外观结构应完好，无变形断裂

等机械损伤，无裂纹，无纤维裸露、层间剥离以

及预埋件松动、脱落等缺陷产生，螺纹处防松标

识无松动。

玻璃钢制品与金属车体之间通过螺栓等紧

固件进行机械连接，在列车运行过程中易受到振

动冲击和周期性疲劳载荷冲击，各紧固件连接部

位及预埋粘接部位存在松动、脱落等的风险，故

需进行针对玻璃钢制品的振动、冲击试验考核，

确保玻璃钢制品各粘接、预埋及紧固连接处的可

靠性。

6.2.4 耐落球、砂袋冲击要求

玻璃钢制品被冲击面经落球冲击表面涂层

不应有剥落、裂纹，且变形深度不应大于 0.4 mm；

经砂袋冲击表面不应有裂纹，且变形深度不应大

于 0.4 mm。

考虑座椅的使用工况，基于大量的项目的实

际应用经验，同时参照 NFF 31-119-19951《铁

路车辆 在静态应力、疲劳应力、振动应力和冲

击应力下铁路车辆座椅的特性》第 5.8 条配备部

件的坚实部分的震动检测规定，玻璃钢座椅应在

座椅面进行耐落球及砂袋冲击试验。

基于大量项目经验，考虑座椅玻璃钢厚度通

常为 4mm，因此要求试验后玻璃钢凹陷变形不允

许超过厚度 1/10,以确保满足车辆的运行和使

用要求。

6.2.5 静态载荷要求

对于玻璃钢座椅应进行静态载荷试验，在正

常的载荷下，玻璃钢座椅面及边缘不应有永久变

形，座椅不应有功能丧失，应有足够的刚度，不

会产生突起。

考虑座椅的使用工况，基于大量的项目的实

际应用经验，同时参照 NFF 31-119-19951《铁

路车辆 在静态应力、疲劳应力、振动应力和冲

击应力下铁路车辆座椅的特性》第 5.2 条 在附

加压力下进行的性能静态检测规定，玻璃钢座椅

应在座椅面及其边缘进行静态载荷试验，确保满

足车辆的运行和使用要求。

6.2.6 疲劳强度要求

在玻璃钢座椅的中央施加循环载荷，不应有

永久变形或功能丧失。

考虑座椅的使用工况，基于大量的项目的实

际应用经验，同时参照 NFF 31-119-19951《铁

路车辆 在静态应力、疲劳应力、振动应力和冲

击应力下铁路车辆座椅的特性》第 5.4 条 在结

构的抗劳损检测规定，玻璃钢座椅应进行循环载

荷试验，确保满足车辆的运行和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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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拉伸试验

玻璃钢制品拉伸试验，根据 GB/T 1447 标准要求选用哑铃状的样品进行试验，经

过验证试验结果 381MPa 满足本标准≥150MPa 的要求。

6.1.2 弯曲性能试验

玻璃钢制品弯曲性能试验，根据 GB/T 1449 标准要求选用 100mm×10mm×4mm 的样

品进行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结果 311MPa 满足本标准≥180MPa 的要求。



6.1.3 冲击韧性试验

玻璃钢制品冲击韧性试验，根据 GB/T 1451 标准要求选用 120mm×10mm×10mm 的

样品进行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结果 241kJ/㎡满足本标准≥200kJ/㎡的要求。

6.1.4 巴氏硬度试验

玻璃钢制品巴氏硬度试验，根据标准 GB/T 3854 要求选用 100mm×10mm×10mm 的

样品进行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结果 40HBa 满足本标准＞30HBa 的要求。



6.1.5 吸水率试验

玻璃钢制品吸水率试验，根据 GB/T 1462 标准要求选用 50mm×50mm×4mm 的样品

进行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结果 0.49%满足本标准小于 5%的要求。

6.1.6 抗冲击试验

玻璃钢制品飞弹冲击试验，根据 TB/T 1451 标准要求选用 1000mm×700mm×6mm

的样品进行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结果未穿透、未脱框满足本标准未穿透、未脱框的要

求。



6.1.7 冲击及振动试验

玻璃钢制品冲击及振动试验，根据 GB/T 21563 要求选用实物样件进行试验，经过

验证试验结果外部结构无机械损伤，连接处结构无松动或裂纹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6.1.8 环保试验

玻璃钢制品环保试验，根据 TB/T 3139 标准要求选用 500mm×500mm×6mm、100mm

×100mm×6mm、1000mm×1000mm×6mm 的样品进行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结果满足本标



准的要求。



6.1.9 防火试验

玻璃钢制品防火试验，根据 EN45545-2 标准要求选用 800mm×155mm×6mm、100mm

×100mm×6mm、75mm×75mm×6mm 的样品进行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结果均符合满足本

标准的要求。

6.1.10 粘接试验



玻璃钢制品粘接按 DIN 6701 中 A2 等级进行设计并进行拉伸剪切强度试验，根据

标准要求选用样品进行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结果合格。

6.1.11 耐落球冲击试验

玻璃钢制品耐落球冲击试验，根据技术要求选用车辆客室座椅实物进行试验，经

过验证试验结果目视检查座椅面无裂纹和变形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6.1.12 耐砂袋冲击试验

玻璃钢制品耐砂袋冲击冲击试验，根据技术要求选用车辆客室座椅实物进行试验，

经过验证试验结果目视检查座椅面无裂纹和变形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6.1.13 静态载荷试验

玻璃钢制品静态载荷试验，根据技术要求选用车辆客室座椅实物进行试验，经过

验证试验结果最大ΔH＜2mm，座椅面无永久变形或功能丧失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6.1.14 疲劳强度试验

玻璃钢制品疲劳强度试验，根据技术要求选用车辆客室座椅实物进行试验，经过

验证试验结果未出现明显变形、损坏和功能未丧失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据交通运输部轨道交通数据，截至 2022 年 2 月共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272

条，运营里程 8819 公里，中车各主机厂为有 51 个城市（不含港澳台）新造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其中绝大多数车辆上使用了玻璃钢制品，且没有影响运营安全的事件发生。



这些运营的车辆中，混合采用不同标准规定技术要求执行，本标准在原来的基础

上进行了优化整合，关于本标准要求的技术指标，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各方面

指标均可以满足使用功能要求，同时分类区别，实现资源最大化。

通过成熟可靠的运营验证，科学有效的资源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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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制品制造、生产和应用

的实际情况。

6.2 综述报告

玻璃钢作为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常用材料之一，在车外司机室外罩、裙板、

导流罩，车辆内装、座椅、风道等结构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上有极为广泛的应用。

玻璃钢制品作为组成车辆的重要零部件组成部分，对车辆的整体设计、部件的工艺制

造、司乘人员的乘车体验均有重要的影响。

玻璃钢制品有着独有的优势，也是其快速发展的原因：（1）重量轻，实现车辆轻

量化设计，降低列车运营能耗；（2）可设计性好，随着人们审美变化，产品造型复杂

多变，玻璃钢制品可依据几何特征、功能需求和性能要求的设计灵活、可设计性强；

（3）制造工艺简单、效率高、成本低。总之，玻璃钢制品的发展及其应用玻璃钢制品

的应用对促进结构轻量化、低成本和高性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

备的综合品质提升。

玻璃钢制品的材质和成型工艺较多（材质以不饱和聚酯、酚醛和环氧类居多，成

型工艺以 SMC、RTM、L-RTM、手糊、真空袋压、预浸料等为主），通过对不同的材质

和成型工艺进行组合设计，可以使成型后的玻璃钢制品的理化性能满足不同的等级和

要求。目前行业内尚无涵盖全面、针对性强的城轨车辆用玻璃钢制品标准，造成不同

车辆运营商对城轨车辆玻璃钢制品的性能要求不一致，车辆制造商在设计、制造和检

验方面的标准不统一，限制了行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

本项目通过制订轨道交通车辆用玻璃钢制品的通用技术条件，提出并统一城轨车

辆用玻璃钢材料的各项性能指标。标准所针对的对象将涵盖城轨车辆用的各项玻璃钢

制品，包括车外司机室外罩、裙板及导流罩等外部设备，车内的内装、座椅、风道等

内部设施；所规范的性能指标包含玻璃钢零部件的机械性能、防火性能、环保性能等

多个方面，涉及安全、防火、环保、舒适度等多项关系到运营安全和乘车体验的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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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制造商的技术要求和运营方的适用性。

本标准的编制，填补了国内城市轨道车辆玻璃钢制品的标准空白，为完善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标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对规范车辆装备的生产，指导车辆装备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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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钢制品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常用材料之一，产品技术规范有助于提升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的质量水平，通过标准的实施，产品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各阶段的经

验得以固化，最终实现节省了人力、物力，节约产品的成本；同时提升城市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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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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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玻璃钢制品的通用技术要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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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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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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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内容和架构符合产品标准类

型，标准名称可以直接用产品名称命名，不需要有“技术规范”字样；且部分专家认为规

范类标准通常作为强制性标准，还应包含合格评定程序等内容。综上，起草组一致同意标

准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玻璃钢制品 通用技术规范》更改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

辆用玻璃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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