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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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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2 年第五批团体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2] 76 号），由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提出，由协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归口，北京交通大学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共同编制《城市轨道交通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总则》

（以下简称：总则），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2066-T-04，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2 协作单位

本规范由北京交通大学,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有

限公司,上海电气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通信信号研究所,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上海富

欣智能交通控制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

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编制。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次标准编制组由 7 家业主单位、1 家设计单位、1 家高等院校、10 家系统集成商单位组成。

2.2 标准编写分工

序号 章节 编制单位 编写人员

1 第 1 章 范围

北京交大、北京建管、北京地铁、上

海申通、广州地铁、深圳地铁、深圳

铁投、铁四院、青岛地铁、重庆地铁

唐涛、黄友能、张艳兵、李晓刚、

陶宇龙、王大庆、付强、李德堂、

孟寒松、郑生全、任玲、秦小虎

2 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北京交大、铁四院 黄友能、郑生全

3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

北京交大、交控科技、卡斯柯、通号

城交、铁科院、泰雷兹、中车长客、

众合科技、中车通号

唐涛、郜春海、黄友能、杨旭文、

崔科、李兆龄、刘会明、姜庆阳、

付丽、谢胜茂、雷成健

4 第 4 章 缩略语

北京交大、交控科技、卡斯柯、通号

城交、铁科院、泰雷兹、中车长客、

众合科技、中车通号

唐涛、郜春海、黄友能、杨旭文、

崔科、李兆龄、刘会明、姜庆阳、

付丽、谢胜茂、雷成健

5 第 5 章 系统描述

北京交大、交控科技、卡斯柯、通号

城交、铁科院、泰雷兹、中车长客、

众合科技、中车通号、富欣智控

唐涛、郜春海、黄友能、杨旭文、

崔科、李兆龄、刘会明、姜庆阳、

付丽、谢胜茂、雷成健、陈丽君

6 第 6 章 CMTCS 分级

北京交大、交控科技、卡斯柯、通号

城交、铁科院、泰雷兹、中车长客、

众合科技、中车通号、富欣智控、北

京建管、北京地铁、上海申通、广州

唐涛、郜春海、黄友能、张艳兵、

杨旭文、李晓刚、崔科、李兆龄、

刘会明、姜庆阳、付丽、谢胜茂、

雷成健、陈丽君、陶宇龙、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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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深圳地铁、深圳铁投、铁四院、

青岛地铁、重庆地铁、南京恩瑞特

庆、付强、李德堂、孟寒松、郑

生全、任玲、秦小虎、王恒、孙

玉鹏

7 第 7 章 CMTCS 级间关系

北京交大、交控科技、卡斯柯、通号

城交、铁科院、泰雷兹、中车长客、

众合科技、中车通号、富欣智控、北

京建管、北京地铁、上海申通、广州

地铁、深圳地铁、深圳铁投、铁四院、

青岛地铁、重庆地铁、南京恩瑞特

唐涛、郜春海、黄友能、张艳兵、

杨旭文、李晓刚、崔科、李兆龄、

刘会明、姜庆阳、付丽、谢胜茂、

雷成健、陈丽君、陶宇龙、王大

庆、付强、李德堂、孟寒松、郑

生全、任玲、秦小虎、王恒、孙

玉鹏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提案阶段

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指引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成果斐然，推出了具有完全自主产权

的 CBTC 系统、互联互通 CBTC 系统、FAO 系统，并相继编写了 CBTC 装备系列团体标准、CBTC 互

联互通系列团体标准、FAO 系列团体标准、LTE-M 系列团体标准，为促进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科

技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重用，更是推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尤其是列车运行控制系统领域走在了

世界前列。2020 年，由北京交通大学牵头，联合参编单位，承担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科研

课题《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标准体系研究》，课题组经过一年科研攻关，在结题

研究报告中，系统总结了 ETCS、CTCS 体系构建思路，理清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发

展脉络，为编写本标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2 立项阶段

2022 年 9 月 23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2

年第五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的通知（中城轨[2022]76 号），开展《城市轨道交

通列运行控制系统总则》编制工作（项目编号：2022066-T-04）。

3.3 起草阶段

2022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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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

北京召开《城市轨道交通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总则》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启动会，本次会议由编制

组介绍项目情况，并讨论编制计划、分工及内容，会议肯定了之前三次技术研讨会的成果，根据

讨论意见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3.4 征求意见阶段

暂无。

3.5 送审阶段

暂无。

3.6 报批阶段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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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的原则是：（1）标准格式符合 GB/T 1.1-2020 要求；（2）规范编制时应参照国

际及国内标准，确保规范的通用性和先进性；（3）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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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还没有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规范-总则方面的标准。本标准内容

与已颁布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推荐性标准保持协调一致，是在已颁布的行业标准（CBTC 装

备标准、互联互通 CBTC 标准、FAO 标准）基础上的发展，体现了与既有 CBTC 行业标准具有很好

的衔接性、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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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组针对标准技术内容，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召

开了三次专题技术研讨会。

2021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组织在北京采取线上线下的方

式，召开了第一次技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对《总则》的编制思路和编制建议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会

议纪要：《总则》对梳理总结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内涵，指引未来城轨交通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发展方向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编制总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组织在北京采取线上线下的方

式，召开了第二次技术研讨会，主要针对以下四个技术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会议纪要：

CMTCS3、4 级中提出资源管理理念后，对联锁主要功能演进的认识，以及不同等级下的道岔控制

功能；CMTCS3、4 级提出的基于主动感知技术作为降级方案的看法；“故障—安全”设计理念到

“故障—安全运行”的设计理念演进；列车自主感知和列车自主运行的涵义、边界的理解。

2022 年 3 月 11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组织在北京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

召开了第三次技术研讨会，针对四个技术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形成会议纪要：认同《总则》

CMTCS3、4 级中提出的“车载设备实现线路资源的申请，地面设备负责轨旁资源安全逻辑控制和

执行”的表述；在 CMTCS 系统 2、3、4 级中引入“故障安全运行”理念是列车运行控制“故障安

全”理念的提升，是在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条件下列车运行控制的顶层述求，对《总则》中 CMTCS3、

4 级的描述，应重点描述功能需求，不需给出具体实现方式。

2022 年 9 月 26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组织在北京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

召开了启动会，启动会上邀请了来自北京、深圳、苏州的专家，对针对四类技术焦点问题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同意将目前的版本提交征求意见。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在 CMTCS0,1,2 级下提出的指标与既有已发布的行业标准指标保持了

很好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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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中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是首选制式，而且城市轨道交通

与我国干线铁路、欧洲干线铁路从运营需求和特征上，都有显著的不同，所以 CTCS、ETCS 都无

法直接用来指导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体系。

本标准结合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发展现状和特点，提出符合我国城市轨道

交通发展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体系，本标准的编制将填补我国智慧城轨列车运行控制系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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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空白，使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无。

6.2 综述报告

本标准的编制一方面梳理了我国 CBTC 系统技术内涵，提炼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列控系统的分

级原则和技术特征；另一方面，针对新的列控系统技术发展，提出不同级别下列控系统技术解决

原则。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作为保证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装备，本标准提出的符合我

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体系，对指引我国城轨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发展方向

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支撑我国智慧城轨的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的编制填补了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体系方面的空白，同时，

本标准的编制是在分析了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基础上，结

合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需求，提出符合我国智慧城轨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体系。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编制不仅能够大大降低系统集成商的研发成本，而且大大降低了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单位和运营单位在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建设和运营维护方面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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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贯彻标准方面，编制组将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委员会的领导下，抽调核心编写人

员组成标准宣贯小组，与正在建设城市轨道线路的城市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工作，结合标准内容，

与各建设运营单位进行技术交流。如果线下交流条件不具备，将积极准备线上交流。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