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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关于开展磁浮专业标准制修订工

作的通知》（中城轨标委会〔2020〕5 号）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印发《关于下达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0〕22

号），由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有关单

位开展《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测量规范》（计划编号为：2020018-T-08）的标准制修

订工作。2020 年 4 月 10 日下达标准制修订计划，编制周期（启动至报批）为一年半。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为主编单位，是《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测量规

范》（Q/CRCC 32802-2019）的主编单位，也是长沙中低速磁浮铁路的勘察设计单位。

公司是我国铁路勘察设计的领军企业，拥有高速铁路、现代铁路站房、水下隧道、城

际铁路、市域铁路、磁浮轨道交通等“六大核心品牌”；

协作单位有：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西南交通大学、中铁十一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

1)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磁浮 S1 线的勘察单位，负责了

S1 线的测量工作；

2) 西南交通大学是我国中低速磁浮技术及磁浮列车研究基地，为中低速磁浮提供

全面的技术支持；

3)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是长沙中低速磁浮铁路的施工单位；

4)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磁浮 S1 线施工单位；

5)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具备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研发、系统集成、建设管

理、运营维护“四位一体”职能，是北京磁浮 S1 线建设单位。

6)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涵盖地铁、轻轨、市域轨道交通、有轨



电车、磁浮等多种类型的规划研究和勘察设计，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批大型综合性铁

路勘察设计单位。

7)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包含规划、咨询、勘察、设计、工程总

承包、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工程检测及设备研发，拥有国家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

级、工程勘察综合甲级及其他各类甲级资质 20 余项。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编制组由八家单位构成，均参与过磁浮建设工作，涵盖建设、勘察、设计、施工、

装备、研究等方面，其中建设单位为：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中

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五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勘察单位为：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

位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科研院所为：西南交通大

学；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表 1《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测量规范》主要起草人员简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1. 曹成度
勘察院总工/

教高
测绘工程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2. 滕焕乐
勘察院工程所

所长/正高
测绘工程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前言、范围、术语和定义

3. 闵 阳
勘察院工程所

副所长/高工
测绘工程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审稿、第三方测量与监测

4. 王作钰 高级工程师 测绘工程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平面控制测量、规范性引用文件、

符号、附录

5. 陈 健 高级工程师 测绘工程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高程控制测量、校对

6. 马全明
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测绘工程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安装测量

7. 张 伟 高级工程师 测绘工程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安装测量、轨排及道岔施工

测量

8. 余永明 正高 测绘工程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轨排及道岔施工测量、竣工测量

9. 张学山
工程技术部部

长/高工

车辆工程/

轨道工程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

限公司
运营及养护维修测量、校对

10. 成艳霞 高级工程师
轨道工程/

机械工程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

限公司

运营及养护维修测量、标准化审

查

11. 刘成龙 教授 测绘工程 西南交通大学
平面控制测量、地下结构施工测

量、施工期变形监测、



12. 杨雪峰 副教授 测绘工程 西南交通大学
高程控制测量、高架结构施工测

量、施工期变形监测

13. 石德斌

测绘院副总工

/正高级高级

工程师

测绘工程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地形图测绘

14. 付宏平
测管部部长/

教高
测绘工程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调查与测绘

15. 武瑞宏
测研院总工/

教高
航测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调查与测绘

16. 金国清
测绘院总工/

正高
测绘工程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线路测量

17. 聂通 高级工程师 测绘工程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线路测量

18. 张银虎
航遥院副总工

/高工
测绘工程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
专项调查与测绘

19. 刘国雄 正高 工程测量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低置结构施工测量、施工期变形

监测

20. 漆玉祥 高级工程师 工程测量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地下结构施工测量、竣工测量

21. 杜昆 高级工程师 轨道工程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

高架结构施工测量、轨排及道岔

施工测量、施工期变形监测

22. 李显 高级工程师 测绘工程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

设备安装测量、竣工测量、运营

及养护维修测量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章节 标 题 主要编制内容 编制单位及人员

1 前言 编制依据、内容范围、编制单位及人员等 铁四院滕焕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编制目的、适用范围等 铁四院王作钰

3 术语和定义 与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测量相关的通用术语 铁四院滕焕乐

4 符号 与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测量相关的符号 铁四院王作钰

5 平面控制测量 铁四院、西南交大

5.1 一般规定
阐述平面控制网分级布设、坐标系统选择、成

果提供及复测等方面的要求。

西南交大刘成龙

铁四院王作钰

5.2 卫星定位控制网测量

明确卫星定位控制网的精度、设计、点位选设

和测量技术要求以及观测作业、数据质量等方

面的要求。

5.3 边角控制网测量

明确边角控制网的布设形式、点位选设和测量

技术要求以及各项观测技术要求、数据处理方

法等方面的要求。

5.4 首级平面控制网（CF0）测

量

明确首级平面控制网布设形式、点位选设和测

量技术要求以及各项观测技术要求、数据处理

方法等方面的要求。

5.5 基础平面控制网（CFⅠ）测 明确基础平面控制网布设形式、点位选设和测



章节 标 题 主要编制内容 编制单位及人员

量 量技术要求以及各项观测技术要求、数据处理

方法等方面的要求。

5.6
线路平面控制网（CFⅡ）

测量

明确线路平面控制网布设形式、点位选设和测

量技术要求以及各项观测技术要求、数据处理

方法等方面的要求。

5.7 轨排控制网（CFⅢ）平面

测量

明确轨排平面控制网布设形式、点位选设和测

量技术要求以及各项观测技术要求、数据处理

方法等方面的要求。

5.8 平面控制网复测（施工期） 复测内容，复测周期，稳定性指标。

5.9 成果资料整理
明确平面成果资料的类型、成果的取位、提交

资料内容。

6 高程控制测量 铁四院、西南交大

6.1 一般规定
阐述高程控制网分级布设、点位选设和测量技

术要求

西南交大杨雪峰、

铁四院陈健

6.2 水准测量 阐述各等级水准测量闭合差及观测要求。

6.3 同时对向间接高差三角高

程测量
明确使用的范围和观测技术要求。

6.4 首级高程控制网

明确线路水准基点控制网的精度、设计、点位

选设和测量技术要求以及观测作业、数据质量、

成果资料等规定。

6.5 轨排控制网（CFⅢ）高程

测量

明确轨排高程控制网布设形式、点位选设和测

量技术要求以及各项观测技术要求、数据处理

方法、质量控制和成果资料等规定。

6.6 高程控制网复测（施工期） 复测内容，复测周期，稳定性指标。

6.7 成果资料整理
明确高程成果资料的类型、成果的取位、提交

资料内容。

7 地形测绘 中国铁设

7.1 一般规定
阐述图根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和线路中线测

量工作的各项具体要求。

中国铁设石德斌

5.2 地形控制测量
明确各级比例尺地形图的控制点布设、导线和

高程测量的方法、技术要求。

7.3 地形图测绘

明确全站仪数字测图、航空摄影测量、无人机

摄影测量、激光 Lidar 测量等方法进行各级比例

尺地形图测绘的各项规定。

7.4 数字正射影像制作
明确数字正射影像制作方法、精度、数据质量

等方面的要求

7.5 数字高程模型制作
明确数字高程模型制作方法、格网尺寸、数据

格式等方面的要求

7.6 实景三维模型制作 明确数字地理信息模型的制作要求。

7.7 成果检查和资料整理
明确地形图测绘各种产品资料类型和提交资料

的内容

8 专项调查与测绘 铁一院、中铁设计

8.1 一般规定
明确沿线两侧及车辆段范围内的管线、建筑、

水域、房屋拆迁和勘测定界工作的各项规定。

铁一院付宏平、中

铁设计张银虎

8.2 地下管线调查与测绘
明确地下管线调查与测绘的工作内容与技术要

求。
铁一院付宏平、武

瑞宏
8.3 地下建（构）筑测绘 明确地下建筑物测绘的工作内容与技术要求。

8.4 跨越线路的建（构）筑物

测绘

明确跨越线路的建（构）筑物测绘的工作内容

与技术要求。



章节 标 题 主要编制内容 编制单位及人员

8.5 水下地形测量
明确线路穿越河、湖等水域时水下地形测量的

工作内容与技术要求。

8.6 房屋拆迁测量
明确房屋拆迁定界、拆迁调查测量、拆迁房屋

面积测量等工作内容与技术要求。

8.7 勘测定界测量

明确前期收集有关文件及资料、现场踏勘、实

地放样、界址测量、绘制勘测定界图以及面积

量算等工作内容与技术要求。

中铁设计张银虎

9 线路测量 铁五院

9.1 一般规定
阐述中线测量、线路纵横断面、地下结构、和

桥涵勘测的基本要求。

铁五院金国清、聂

通

9.2 中线测量
明确线路中线桩的测设密度、测量方法和精度

等要求。

9.3 线路纵横断面测量
明确线路纵横断面测量方法、间距、比例尺、

精度等方面的要求

9.4 地下结构勘测 明确各阶段地下结构勘测内容和精度要求。

9.5 桥涵勘测 明确各阶段桥涵勘测内容和精度要求。

10 低置结构施工测量 中铁十一局

10.1 一般规定 阐述路基、承轨梁施工测量的技术要求。

中铁十一局刘国

雄
10.2 低置结构施工测量 明确路基施工测量方法、精度要求。

10.3 承轨梁施工测量 明确承轨梁施工测量方法、精度要求。

11 地下结构施工测量 中铁十一局

11.1 一般规定
阐述地下结构的联系测量、控制测量、隧道施

工测量以及结构竣工测量等方面的要求。

十一局漆玉祥

11.2 地面控制测量
阐述用于地下结构施工的地面控制测量方法和

技术要求

11.3 竖井联系测量
明确地面近井导线、水准以及其他定向、传递

高程等联系测量的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11.4 地下施工控制测量
明确地下平面、高程控制测量内容、方法和技

术要求

11.5 地下结构施工测量

明确施工导线、高程测量技术要求，各工法下

隧道施工测量内容、规定，车站施工测量的规

定

12 高架结构施工测量
中铁一局、西南交

大

12.1 一般规定
桥梁和高架车站的墩（柱）基础、墩（柱）及

支座、承轨梁及其支承结构等测量的技术要求。

中铁一局杜昆、西

南交大杨雪峰

12.2 特大型跨江（河）桥梁控

制测量

阐述特大型跨江（河）桥梁控制测量方法和技

术要求

12.3 墩（柱）基础施工测量
明确柱、墩基础施工测量的内容、放样方法及

其精度控制指标。

12.4 墩（柱）施工测量 明确柱、墩施工测量的方法及精度要求

12.5 桥梁、承轨梁施工测量
明确桥梁施工精度、支座和承轨梁安装前的测

量内容及精度要求。

13 轨排及道岔施工测量
中铁一局、北城、

中铁十一局

13.1 一般规定 阐述轨排、道岔施工定位测量的基本要求。 北城余永明

13.2 轨排几何状态贯通测量 明确轨道梁线形复测的基本要求、轨排加工精 北城张伟



章节 标 题 主要编制内容 编制单位及人员

度检测的基本要求。

13.3 轨排施工测量 明确轨排施工各项要求。
中铁一局杜昆

13.4 道岔的安装测量 明确道岔安装各项要求。

13.5 轨排、道岔检测与调整
明确轨道梁支座浇筑完成后，检测轨排、道岔

绝对位置精度和相对位置精度

中铁十一局刘国

雄

14 设备安装测量 北城、中铁一局

12.1 一般规定

阐述接触轨、车站站台与安全门或屏蔽门、

人防隔断门、疏散通道、信号和线路标志等

的安装测量技术要求。

北城马全明

12.2 车站站台与安全门或屏蔽

门安装测量

明确车站站台与安全门或屏蔽门安装测量方

法、精度要求。

中铁一局李显、北

城张伟

12.3 人防隔断门安装测量 明确人防隔断门安装测量方法、精度要求。

12.4 疏散通道安装测量 明确疏散通道安装测量方法、精度要求。

12.5 信号和线路标志安装测量 明确信号和线路标志安装测量方法、精度要求。

15 竣工测量
北城、中铁十一

局、中铁一局

15.1 一般规定 阐述竣工测量工作内容和基本要求。 北城余永明

15.2 线路轨道竣工测量
明确线路轨道竣工测量的内容、方法和精度要

求。
中铁一局李显、漆

玉祥15.3 车站、区间及附属结构竣

工测量

明确车站、区间及附属结构竣工测量的内容、

方法和精度要求。

15.4 设备竣工测量 明确设备竣工测量的内容、方法和精度要求。

16 施工期变形监测
西南交大、中铁十

一局、中铁一局

16.1 一般规定
阐述建设期间构筑物变形监测的内容、方法、

精度等技术要求和规定。
西南交大刘成龙

16.2 变形监测基准网
明确水平、垂直位移监测控制网布设的原则和

测量的方法、技术要求。
西南交大杨雪峰

16.3 变形监测
明确施工期间各构筑物、沿线环境变形监测的

内容、手段、频率和各项规定。

中铁十一局刘国

雄

16.4 变形监测成果与信息反馈
明确监测数据整理、分析和信息反馈相关的规

定。
中铁一局杜昆

17 运营及养护维修测量
北京磁浮、中铁一

局

17.1 一般规定
阐述各级控制网复测、构筑物变形监测，轨道

梁空间位置检测等内容、要求。
北京磁浮张学山

17.2 控制网复测

明确各级线路平面、高程控制网复测以及轨道

梁控制网复测内容、稳定性分析方法及成果更

新手段。

中铁一局李显

17.3 运营期间变形监测
确定监测部位、监测方法和周期；监测点埋设

规格、埋设位置；监测预警值。
中铁一局李显

17.4 轨道几何状态检测
明确运营期轨道的空间位置检测、建筑限界检

测以及对轨道梁进行调整维护的技术要求。
北京磁浮成艳霞

18 附录 铁四院

19 条文说明 各章节对应完成 各章节对应完成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提案阶段（2019 年.10 月～2019 年.12 月）

2019 年 11 月 6 日，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征集 2019 年团体标准制修

订项目的通知》要求，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召开磁浮专业团体标准制修订

项目立项初审会，审查结果同意修改后上报中城轨 TC 审查。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发《关于召开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委员会 2019 年团体标准项目提案评估会议的通知》，定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27 日召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委员会 2019 年团体标准项

目提案评估会议，审议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国内外情

况，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基本思路和计划，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必要的

实验验证数据及统计分析等的内容。

3.2 立项阶段（2020 年.3 月～2020 年.5 月）

2019 年 12 月 14 日，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提案（初步）评估意见

及团体标准提案形式审查意见，对申报书和标准大纲进行了修订，2020 年 3 月 19 日

按照项目提案评估意见汇总处理表意见，修改并提交了标准项目申报书（终版）和标

准草案。

协会标委会对通过初步提案评估的项目进行立项评估，经协会批准后，2020 年 5

月 9 日由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布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3.3 起草阶段（2020 年.5 月～2022 年.2 月）

2020 年 9 月 1 日，受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委托，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组

织编制组召开了《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测量规范》第一次工作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编制组至在建清远磁浮工程，开展了首次现场交流，现场了

解施工对测量的要求和需求，并于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清远磁浮工程Ⅰ标项目部

进行了磁浮工程测量现场讨论会。

编制组编写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文件，整个编制受疫情影响有所推迟，

按照 11 月底前进行标准初稿的讨论，完成标准草稿最终稿、编制说明等相关文件后提

报至 SC 单位，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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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的编制原则：

1) 标准编制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避免相互矛盾。



2) 在中国铁建《中低速磁浮工程测量规范》（Q/CRCC 32802-2019）基础上进行修

订、完善。

3) 梳理现有磁浮交通项目设计、施工及运营经验，充分利用长沙、北京磁浮工程实

践取得的科研成果，总结分析后开展标准编制工作，保证标准的前瞻性、系统性、先进性、

安全性、经济性和实用性。

4) 本标准定位为基于短定子技术的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标准，以时速 120km/h 及以

下的中低速磁浮交通成熟技术为基础，适当预留延展到时速 160km/h 的技术空间，充分展

示水平；同时，针对运维领域缺少国家、行业标准的情况，突出运维重点，高起点进行编

制工作。

5) 本标准体系重点突出编制与中低速磁浮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标准，对于可以沿用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和其他工程建设规范的成熟内容，可予以引用，但应避免大量抄录现

有规范。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编制主要参考的规范有：

1) GB/T12897-2006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本规范引用了上述规范中二等水准测量技术指标、水准仪、水准标尺检验方法、跨河

高程测量的内容。

2) GB/T12898-2009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本规范引用了上述规范中三等水准测量技术指标、测量方法的内容。

3) GB/T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在地形图的地貌、地物编辑的要求方面引用了上述规范要素分类与代码的格式。

4) GB/T16818-2008 中短程光电测距规范

在边角控制网测量中引用了上述规范距离测量的相关要求。

5) GB/T17798-2007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在线路地形图成果的数据格式引用了上述规范。

6) GB/T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在卫星定位控制网测量中引用了上述规范中选点、埋石、数据处理的相关要求。

7) GB/T20257.1-201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一部分：1:500、1:1000、1:2000

地形图图式

在地形图图式、地貌、地物的采集和编辑的要求引用了上述规范。



8) GB50026-2020 工程测量标准

矢量数据的生成、地形图特征点位的采集间隔、采集要求及高程点注记形式引用了上

述规范。

9) GB50167-2014 工程摄影测量规范

在航空摄影像控点布设方法引用了上述规范。

10) GB/T50308-2017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本规范引用了上述规范中地下建（构）筑物测量技术要求、地下管线调查与测绘技术

要求、水下地形测量测深技术、拆迁房屋面积测量、房屋面积测算和统计、勘测定界测量

的内容。

11) GB50490-2009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针对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主要应用于城市，在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测量应用方面要综

合考虑上述规范对卫生、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CH/T1007-200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的元数据录入要求引用了上述规范。

13) CH/T9008.1-201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 1:1000 1:2000 数字线划图

数字高程模型的制作要求引用了上述规范。

14) CHZ3005-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非量测型数码相机获取的数字影像，飞行质量和影像质量的要求引用了上述规范。

15) CJJ 61-2017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本规范引用了上述规范中地下管线调查与测绘技术要求。

16) CJJ/T8-2011 城市测量规范

本规范引用了上述规范中勘测定界测量技术要求。

17) CJJ/T73-2019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

本规范在图根高程控制测量采用 GNSS 高程测量方法引用了上述规范。

18) CJJ/T262-2017 中低速磁浮交通设计规范

设备安装，轨排尺寸极限偏差等的限差引用了上述规范。

19) CJ/T 413—2012 中低速磁浮交通轨排通用技术条件

在轨排的施工步骤、方法、安装方面参考了上述规范的要求。

20) JGJ8-2016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在构筑物变形监测的要求、监测精度等方面面参考了上述规范。



21) TB10106-2009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规范

在“三网合一”建立中低速磁浮交通控制网方面参考了上述规范。

22) TB10101-2018 铁路工程测量规范

跨江（河）桥轴线边的边长相对中误差计、跨江（河）两水准点间高差的中误差估算

以及控制网复测成果的更新要求方面引用并参考了上述规范。

23) TB10050-2010 铁路工程摄影测量规范

在类似铁路工程带状地形图摄影测量的方法要求方面参考了上述规范。

24) TD/T1001-2012 城镇地籍调查规程

在专项调查与测绘中，关于城镇内的地籍调查要求、精度参考了上述规范。

4.3 本标准与其他相关标准的不同点

本规范填补中低速磁浮没有相应测量标准的空白、本规范在 Q/CRCC 32802-2019《中

低速磁浮工程测量规范》中国铁建企业标准的基础进上细化、提升。应用企业标准的过程

中，设备安装测量、竣工测量工作部明确，因此增加了两个章节。

平面控制测量中优化了边角控制网测量距离观测的技术要求，明确 CF0 应采用精密星

历进行基线解算。提升了 CFⅠ布点范围的要求，由原 50-1000m 调整到 50-300m，CFⅠ控

制网与其平面控制点联测个数由 2个优化到 3个。明确了地面 CFⅡ控制网包含的范围，点

位布置由原来 500m 左右优化为 300m～600m 左右。细化了 CFⅢ控制点布设要求，CFⅢ分段

测量的长度由 2km 提升至 3km，增加了余弦函数平滑处理的搭接计算方法。明确 CFⅠ控制

网复测点间间距小于 500m 时的相邻点的坐标差之差的相对精度要求，CFⅡ控制网复测相

邻点的坐标差之差的相对精度要求根据相邻点边长来确定，优化了导线测量 CFⅡ控制网边

长较差的限差要求。明确各阶段平面控制测量工作完成后，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评估和验收。

重新划分了高程控制网的等级和功能，根据目前各设计、施工单位均采用电子水准仪

作业，优化了各等级水准测量测站的主要技术要求，优化了不同等级水准路线跨越江、河、

湖塘时的测量方法。将精密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法优化为同时对向间接高差三角高程测量，

将 CFⅢ三角高程网测回间竖盘指标差互差由 9″提升为 6″，CFⅢ高程测量增加了水准测

量方法。增加了三、四等施工高程控制网复测的技术要求。

地形测绘增加了对地形等级的划分，优化了地物点的点位中误差和相邻地物点间的间

距中误差，明确了地形图高程精度，像控点的平面点位中误差，激光点云分类采用改为自

动分类和人工辅助分类相结合的方法，将数字地理信息模型优化为实景三维模型制作。

专项调查与测绘优化了一般规定中的作业范围。明确水下地形图测绘的坐标和高程系



统、比例尺、图式符号、等高距等应与地面地形图一致，增加了水下地形测量应收集的资

料和深度检查要求，房屋拆迁测量增加收集图根控制点资料，明确房屋面积测算的方法和

精度。

中线测量增加施工前的中线贯通测量，优化了横断面测量精度，明确了桥涵专业调查

与测绘的项目。

将路基施工测量更改为低置结构施工测量，并明确低置结构施工测量内容和桩——板

结构路基施工测量精度要求。删除了低置结构现状及限界测量内容。

地下结构施工期间增加了变形监测和地面控制测量要求，优化了竖井联系测量的内容

和指标。明确完工后应检查地下结构现状及限界，并简化地下结构现状及限界测量内容。

高架结构施工测量增加特大型跨江（河）桥梁控制测量的内容，墩（柱）基础施工测

量，删除了高架结构现状及限界测量内容。

轨排及道岔施工测量增加了轨排检测的内容、要求，使用的精调标志组件的要求，道

岔基础平台位置放样平面偏差由±20mm 提升为±10mm，增加了轨排几何精度不符时的作业

要求。

施工期变形监测增加了施工阶段变形监测方案编制的具体内容，明确方案须进行评

审，并对施工期监测数据进行评估分析，明确地下结构变形监测点的布置原则，差异沉降

错台控制值由 2mm 放宽至 5mm，删除了墩台基础工后沉降量的控制值。

运营及养护维修测量明确应采用控制网复测成果对轨排几何状态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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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的编制是以长沙磁浮、北京 S1 线磁浮工程编制的工程测量技术方案,并引用

的相关规范，到项目测量实施过程和获得的结果为实践基础，总结中低速磁浮工程测

量的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为技术思路，并应用测绘新技术形成标准：

1) 标准规定按照“分级布网、逐级控制”的原则建立工程测量控制网，是为了避

免出现如地铁控制网不同线路相交时坐标系统不统一导致的衔接问题。控制网是在框

架控制网的基础上，建立基础平面控制网 CFI、线路平面控制网 CFII、轨排平面控制

网 CFIII。通过长沙磁浮、北京 S1 线项目上的实践，证明采用“分级布网、逐级控制”

可降低施工中重复测量的工作量。

2) 采用自由测站三角高程与平面控制网一并进行观测的方法。自由测站三角高程

网测量已在高速铁路广泛应用，且已编入城市轨道交通轨道测量，通过长沙磁浮轨道

控制网测量实践，由于承轨梁相互独立，按类似规范采用水准测量的方法效率低，测



量过程也存在风险，因此采用高程与平面一并观测的方法,通过验算其可靠性和精度可

以满足轨道铺设要求。

3)随着测绘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机载激光雷达、数字地理信息模型、无人水下地

形测绘已广泛应用，而现行规范并未明确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通过张吉怀铁路、怀

邵衡铁路以及长沙磁浮、北京 S1 线、清远磁浮工程等项目中的应用，新技术不仅大大

提高了测量效率，并且获得了较高的测绘成果质量，并将以往二维的成果转向三维，

因此本规范在总结上述项目后，明确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

4)中低速磁浮道岔不同于铁路道岔，其工作原理为曲柄驱动装置安装于道岔梁中

心轴线的基础上，主梁侧面装有导槽，曲柄拨动导槽实现道岔的转辙，转辙完成后通

过锁定装置进行精确定位，达到要求位置，并通过锁定装置实现道岔锁定。结合国内

首条中低速磁浮交通运营线道岔的组装测量以及中低速磁浮道岔高精度尺寸和形位的

测量要求，提出了中低速磁浮道岔基础测量定位、道岔梁测量定位及Ｆ轨测量定位测

量方法，中低速磁浮道岔对整体精度要求非常高，要求Ｆ轨磁极面平面度不应大于

0.6mm/3ｍ，Ｆ轨侧面直线度不应大于 1mm/3m，全长不应大于 3mm。通过长沙磁浮道岔

的安装结果表明利用高精度全站仪及测量工准棱、直尺、钢丝弦线等仪器量具，成功

完成了中低速磁浮道岔的组装测量，满足了中低速磁浮道岔高精度尺寸和形位的测量

要求。

5）针对中低速磁浮转弯半径较小、车站及车辆段存在多处绕线，提出了单侧 CFIII

测量作业方法并通过验证可满足轨排铺设精度要求。

6）轨排进场检测需要精度极高的检测平台，根据轨排构造特点及《中低速磁浮交

通轨排通用技术条件》规范要求，设计轨排检测平台，开发轨排检测专用软件，通过

测量对轨排合格性，在检测平台上通过专用测量检测软件配合全站仪对进场的轨排进

行线性验收检测，效果非常明显，能检测出轨排的加工精度及组装精度是否满足设计

要求。主要检测轨排基准孔、轨距、方向、磁极面、平整度等指标，能及时高效快捷

解决轨排有关的质量问题，为下一步轨排安装精度达到要求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验

收合格再将轨排运送至指定的施工部位，利用测设完成的 CFⅢ控制测量网与支撑架配

合，将轨排精调至设计位置，通过伸缩接头连接锁定轨排。最后将高强无收缩灌浆料

输送至梁面进行承轨台灌注工作，完成轨道施工，通过对施工完的轨道线形检测满足

《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轨道结构几何精度要求。

轨道结构几何精度要求标准



项目 验收值 检测方法

轨距 ±1mm 轨距道尺

两轨面高低 ±3mm 全站仪

高低
1.5mm/4m 曲线正矢盒

3mm/10m 曲线正矢盒

方向
1.5mm/4m 曲线正矢盒

3mm/10m 曲线正矢盒

轨缝 ±2mm 卡尺检查

轨道接缝（竖向/横向） ±1mm 卡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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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长沙磁浮和清远磁浮采用的是单线简支梁，标准梁长 25 米一孔，CFIII 每孔

梁在固定端布设一对。测量作业安全风险较高，效率较低。北京 S1 线和凤凰磁浮采用

的是“U”梁，无需搭设安全平台，CFIII 可以 50-60 米布设一对，测量作业安全系数

高，网形好、效率高。

长沙磁浮主要工程数量铺轨公里为 38.07KM，轨排榀数为 3240 榀，轨排测量定位

采用在轨排在加工的基准孔测量模式，测量安置在Ｆ轨排测量基准孔上的球形棱镜而

获取实时的三维坐标；全站仪采集的三维坐标数据，通过自主开发的磁浮Ｆ轨道精确

测量定位软件，实时计算出实测值与理论值的偏差，从而进行指导轨排调整；同时利

用轨排支撑架进行微调，手摇竖向千斤顶调整轨道高程、高低方向位置，横向螺杆调

整轨道水平方向位置，直至将轨道调整至设计状态。通过部分段落的二次复测（轨排

150 榀，3300 个测量点），整体质量调磁浮轨道精调是在设计温度２０～３０℃范围

内，通过全站仪在 CFⅢ控制网下自由设站，通过实操效果显示，该精调系统能满足磁

浮轨道精调要求，精度达到设计需求效果，并且施工效率高，施工经济适用，效果明

显。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螺栓预埋的合格率 99.1%，部分区段合格率达到 100％，轨道

安装施工工期和质量均达到原定目标。

因基准孔在使用过程容易生锈，影响测量精度，而且在轨道精调完成后会封堵测

量定位基准孔，导致运营阶段无法使用测量定位基准孔来实现光学仪器测量。后期的

中低速磁浮轨排设计优化，取消了测量定位基准孔。轨排都是数控机床加工一次成型，

所以的面都经过精加工。利用支撑轮滑行面和 F 轨内侧面作为测量基准面，通过这两



个精加工面来测量轨道的空间线型。测量轨排的空间数据。然后利用测量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算出实测数据与设计数据的误差值，用于指导轨排的调整方向和位移距

离，从而使得轨排贴近设计数据，完成轨排的精度调整。

结合中低速磁浮标准化、模块化设计，轨排将原先的基准孔取消，改点精加工为

面精加工。将 F 轨支撑轮滑行面及其侧面为精加工面。由此，研发了新型中低速磁浮

轨道精调工装，工装采用 L 型支撑结构，与轨排基础面加工精度达到了 0.05mm 以内，

利用圆形侧面使得工装与轨排接触成线性接触。最大化的降低了因油漆厚度不均导致

工装定位不准确的现象。另外，工装采用高强度铝合金进行加工，底部安装三个永磁

铁用于稳定工装。整体工装相比较长沙磁浮而言更加轻便，精度更高。

结合工装的设计，同步研发了 F 轨排的精调软件。软件将全线线路参数倒入后会

根据棱镜采集的数据定位该定位的三维实时坐标数据和理论数据的偏差，从而指导现

场工人进行调整。软件操作方便，成果数据展示合理，大幅提升效率。

6.2 综述报告

目的是建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中低速磁浮相关技术标准体系，含磁浮建设标准体

系和磁浮产品标准体系，形成团体技术标准体系，为在建中低速磁浮工程项目提供技

术支撑，为主导磁浮项目提供勘察、测量、设计、产品、施工、质检验收、运营及维

护等提供依据，提升我国中低速磁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低速磁浮具有选线灵活、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占地面积少、噪音底等众

多优势，在长沙、北京已有相应运营线，广东清远、湖南凤凰等地均在建设中，市场

前景十分广阔。

6.3 技术经济论证

中低速磁悬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与其他形式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如地铁、轻轨等相

比，有其鲜明的技术特色，因此在测量工作方面的很多要求也和地铁、轻轨等不同。

中低速磁悬浮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测量工作，

而在建设中普遍存在对测量工作的技术要求不明确，精度控制指标不统一等问题。给设计

施工等工作带来极大不便，有时甚至造成经济损失。

研发高精度轨距尺、键槽检查尺以及检测软件提高检测效率；研发精调软件和轻量化

轨排精调工装提升轨道精调效率；研制了Ⅲ型接头精调架和轨排三维精调架，实现了轨排

和接头三维状态的调整，提升了精调的效率，提高了施工质量。

轨排基地进行标准化设计和模块化分区，大大提升了基地的建设和后期轨排运转效

率。同时，研制了可调节式存轨台座和高精度轨排检测平台，保障了轨排的质量，也提升



了轨排的检测效率。

因此需要研究制定一套标准来满足工程需要，既能满足工程精度要求，又能提高工作

效率。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制订本标准，有利于中低速磁浮交通全产业链的健康发展，便于国内外合作与交

流，同时通过制定适用的工程测量标准既能满足工程精度要求，又能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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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贯彻标准的要求

a) 应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严格执行强制性规定，并体现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差异性。

b) 新技术纳入标准应经过严格技术论证和技术鉴定，必要时进行专项科学验证。

c) 应注重应用先进成熟的技术成果、工法，推广先进技术，淘汰落后技术，减少重

复创新。

d) 依法合规、有理有利地采用自有知识产权，同时做好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e) 制定标准时，把控好编制深度，注重标准的经济性和整体社会效益。

f) 工程测量规范重点突出编制与磁浮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标准，对于可以沿用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和其他工程建设规范的成熟内容，可予以引用。

g) 充分调研、总结已建成的国内外相关中低速磁浮工程的设计、施工和运营的相关

经验和资料，了解未来的中低速磁浮的技术类型的发展状态，充分发挥设计院的技术前瞻

性优势，制定具有普适性的工程测量规范。

h) 各个参与单位要高标准、严要求，按时、保质地完成编制工作；按要求上报编制

进度，按要求参与标准编制期间的各种形式讨论会。

2) 措施建议

a) 组织措施



本标准主编单位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为北京城建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磁浮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五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组织构架如下：

明确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章节负责人的分工与职责，按时高效的完成标准的编制。

b) 技术措施

1 安排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开展编制工作。建立岗位责任制和进度、质量保证制度。

建立各方通力合作的模式，卓有成效地实施编制目标。

2 设置合理、科学的结构体系。做到简洁、严谨，前后照应，上下连贯，主次分明,

逻辑上线索清晰，层次分明，顺序恰当，段落合理。

3 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及时沟通遇到的问题,尽可能邀请行业权威、知名专家

为标准的编制把握方向，解决出现的问题。

4 文件记录制度。记录是责任追溯的依据，应力求真实和详尽。讨论会、审查会、

评审意见、征求意见等应详细记录、妥善保管、及时分发给工作组。

5 资料管理制度。做到各阶段稿件、相应的审查意见、处理意见等资料的真实,准确,

齐全,完整。

3) 标准培训工作的要求和建议

a) 标准培训工作的要求



为提高标准培训质量，建立高素质培训队伍是关键。培训机构要严格执行培训教师持

证上岗，培训教师要定期接受继续教育，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学术交流、利用示范课件、录

制精品视频课程等工作方式进行教学，借鉴国外先进的培训经验，使整个培训师资队伍的

理论水平、另外，要完善培训教师的评价考核制度，调动教师积极性。从多方面加强教师

队伍管理。

b) 标准培训工作的建议

1 增强培训针对性，提高培训实效。应该避免将各企业集中在一个培训场所内进行

笼统的培训，在进行培训之前，应该做好调查工作，以保证培训有效率的进行。

2 依托“互联网+”开展线上培训。为减少新冠疫情下的聚集和缓解工学矛盾，逐

步建立兼容、开放、共享、规范的“互联网+”的培训体系。编制标准培训网络课程目录，

开发网络精品培训课程，扩大网络培训覆盖范围，提高标准培训信息化水平，随时随地开

启移动学习新体验。

3 力争将标准的培训纳入测绘师继续教育体系。将标准的培训纳入测绘师继续教育

体系，一方面可以扩大注册测绘师继续教育的学习范围，另一方面可以扩大中低速磁浮工

程测量测绘技术的推广。

4) 推广应用标准的手段和方式

a) 编制单位内部推广应用。标准的编制单位涵盖建设、勘察、设计、施工、装备、

科研院校，也是磁浮工程建设的领军人物。编制单位内部开展推广应用，是以把握公

司技术、路线、方针、政策的总工程师牵头开展，能很好的贯彻标准的意图；另一方

面编制单位也是中低速磁浮工程的实施企业，有利于标准的实践与应用。

b) 开建及运营磁浮项目的推广应用。收集开建及运营中低速磁浮工程项目的信

息，项目筹备期积极与建设单位沟通联系，进行标准的推广，施工前参建建设单位组

织的设计技术交底，保持与建设单位的沟通交流，做好与项目运营单位的衔接。

c) 发挥协会效能推广应用。测绘、磁浮等协会要加大中低速磁浮工程测量标准的推

广应用，做好磁浮测绘工程与关联专业的沟通，以达到更好地进行效果。通过加强信息共

享，使磁浮测绘工程相关信息可以被全面准确收集。行业协会还要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培

养，通过磁浮测绘工程人才储备来提高推广应用工作的实践水平。



5) 标准贯彻效果检查和评估的建议

建议团体标准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标准实施的效果评价机制、评价指标和实施流程，

对已发布实施满一年及以上的团体标准进行实施效果的评价；评价指标体系应基于中

低速磁浮工程建设及中低速磁浮工程测量团体标准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情况，根据经

济效益评价和社会效益评价的原理，研究和建立适合中低速磁浮工程测量特点和可操

作性强的实施效果评价指标，通过量化指标进行效果评价。

6) 过渡办法

在团体标准未颁布时，过渡阶段可执行《中低速磁浮交通设计规范》（CJJT262-2017）

中的要求。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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