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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约为1 400

km，“十二五”期间将提高到3 500 km。对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的研究

能够支撑整个行业发展，实现重大装备核心技术突破，降低建设和运

营成本。从政策建议、指南及应用，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理论和技术，

国家及行业标准，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BTC)及应用，中

低速磁浮系统及应用，100%低地板轻轨车系统及应用6方面概括介

绍了新型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的6项研究课题。最后结合“十一五”期

间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及运营的经验与教训，对“十二五”期间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Abstract： There are 1,400 kilometers of rail transit service in opera-

tion in China by the end of 2010. This number will increase to 3,000 ki-

lometers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Studies on urban rail tran-

sit technology can help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novation for better

facility designs, and reduction i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cos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s of new technology in six

aspects related to urban rail transit: policy guidance and implementa-

tion, urban rail transit plann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and in-

dustrial standards, communication-based train operation control and its

application, low-to-median speed maglev system, and low-floor light

rail vehicles system.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a few suggestions on ur-

ban rail transi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National Twelfth

Five-Year Pla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urban rail tran-

sit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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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央领导对城市轨道交通指

出，要“统筹规划，加强指导，完

善政策，鼓励创新，提高技术水平

和经济、社会效益，走出一条适合

我国国情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道

路”。为此，原建设部提出“新型城

市轨道交通技术”的研究项目。经

科技部批准立项为国家重点科技支

撑项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提出

了交通运输业的“优先主题”是开

发和掌握轨道交通控制和调速系

统、车辆制造、线路建设、系统集

成等关键技术，构建以城市轨道交

通为骨架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对“新型城市轨道交通技术”

的研究不仅能够支撑城市轨道交通

行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完成行业技

术跨越；同时可以实现重大装备核

心技术突破，降低建设和运营成

本。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行业问题包

括缺乏系统的政策、法规；缺乏完

善的轨道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体

系；规范标准单一，无系统体系；

安全形势严峻；重复研发严重。在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方面，运输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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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核心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运输

供给能力不足；综合交通建设体系滞后，各种交

通运输方式缺乏综合协调；交通能源消耗与环境

污染问题严峻等。

1 研究内容

“新型城市轨道交通技术” 共包括6项研究课

题：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发展和创新体系研究与示

范；城市综合交通和轨道交通规划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城市轨道交通标准体系和关键技术标准

研究；城市轨道交通运行与控制系统研究；中低

速磁浮交通技术及工程化应用研究；100%低地板

轻轨车研制。前三项属于政策规范，后三项属于

技术创新。这 6项课题包括 61个子课题，课题参

与人数达1.36万余人。

2 主要研究成果

2.1 政策建议、指南及应用

政策建议、指南及应用共有 11 个子课题：

《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建议》；《城市轨道交通

投融资模式建议》；《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发展纲要

建议》；《城市轨道交通综合造价控制指南》；《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管理指南》；《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指南》；《城市轨道交通新技术成果评估

指南》；《城市轨道交通新技术推广项目申报与实

施指南》；《城市综合交通与轨道交通规划指南》；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整体效益评价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体系》；《新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模式选择

指南》。

以上研究成果在北京、南京、广州、深圳等多

个城市得到应用示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如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PPP)和建设-移交模式(Build-Transfer, BT)等城市

轨道交通股权投融资方式在北京地铁 4号线、奥

运支线和亦庄线成功应用并成为工程示范；综合

造价控制与建设项目管理成果在南京地铁 2 号

线、1号线南延线和2号线东延线成功应用并成为

工程示范；运营管理模式优化成果在广州地铁运

营线路得到应用并成为工程示范；建设时机及一

体化衔接成果在南京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得以应用。

2.2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理论和技术

首次系统地研究了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理论和

方法，主要成果包括：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综合

交通规划方法；城市交通模式及轨道交通模式选

择模型；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互动模

型；城市交通网络效益评价模型；交通枢纽分布

模型；轨道交通网络建设时序综合决策模型。

基于研究成果，编制完成《城市综合交通与

轨道交通规划指南》、《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整体效

益评价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体系》、《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模式选择指南》三本指南，填补了我国城市

轨道交通规划领域的空白，并在济南、厦门、南

京、天津、乌鲁木齐等城市得以应用，而且在不

断完善。

2.3 国家及行业标准

建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标准体系》、《城市

轨道交通产品标准体系》两个标准体系；研究编

制 18 项国家和行业关键技术标准；12 项企业标

准。其中，国家标准 10项，已颁布 3项；行业标

准8项，已颁布2项；12项企业标准也已颁布。

18项关键技术标准包括：中低速磁浮交通车

辆通用技术条件；中低速磁浮交通设计规范；直

线电机车辆技术条件；直线电机轨道交通设计规

范；市域快线(郊区线)交通设计导则；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通

用技术条件；城市有轨电车交通设计规范；跨座

式单轨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跨座式单轨交通

设计规范；轻轨交通设计规范；地铁与轻轨系统

运营管理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准；城

市轨道交通安全控制技术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技

术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 CBTC)的

技术规范；《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管理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

2.4 CBTC系统及应用

轨道交通创新技术之一就是列车信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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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CBTC系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包括

列车自动监控(ATS)、列车自动防护(ATP)和计算

机联锁(CI)三大子系统。基于CBTC系统，提出了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与控制系

统的技术规范，并在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搭建了

一套完整的轨道交通运行和控制系统的综合仿真

测试系统，在大连现场车辆段搭建了一个实物与

模拟结合的仿真测试系统。此外，还建成了一个

贯穿生命周期的安全设计与评估体系，并接受了

英国劳氏公司的独立第三方安全认证。目前

CBTC系统已申请专利 9项，已授权 5项，包括：

基于移动闭塞的运行控制技术；系统集成关键技

术；地-车无线双向信息传输关键技术；安全控制

系统的安全设计技术；列车定位关键技术。

CBTC系统已在北京地铁亦庄线进行商业应

用，亦庄线正线全长 23.23 km，地下线长 8.59

km，高架线长13.95 km，共设车站14座，列车发

车间隔仅为1.5 min。

2.5 中低速磁浮系统及应用

中低速磁浮系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主

要成果包括：成功建设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化试

验示范线；实现关键装备的国产化，拥有所有核

心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经掌握的核

心关键技术包括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的悬浮控

制、牵引控制、列车轻量化、轨道梁优化、F型

导轨轧制、道岔系统、运行控制、系统设计与集

成等。所研制的两辆编组实用型中低速磁浮列车

全线运行稳定，可顺利通过 70‰坡道和 100 m曲

线半径，曲线通过速度达 43 km·h-1，最高试验速

度达 105 km·h-1，头车载重能力达 12.75 t。此外，

还编制了中低速磁浮交通系列标准12项，申请专

利25项，授权15项。为进一步实施，中低速磁浮

系统已进行了安全论证、环境论证，以及耗能亮

点试验。

目前，已在唐山建设中低速磁浮系统工程化

试验示范基地，示范线正线长度 1.547 km(含道

岔)，全线高架；70‰、35‰坡道，100m、50m曲

线半径各一处；最小竖曲线半径1 000 m；实现列

车最高运行时速 105 km·h-1，安全运行 5 万 km；

国产化的运行控制(信号)系统，实现列车运行的

安全防护和自动驾驶；基地还包括一座车辆测试

和调试库以及一座牵引变电所。中低速磁浮系统

将在北京轨道交通门头沟线(S1)工程和深圳轨道

交通8号线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中投入商业应用。

2.6 100%低地板轻轨车系统及应用

100%低地板轻轨车辆空车重量 40 t，车体长

度 29.8 m，车体宽度 2.65 m，地板面高 380 mm，

车轮直径(新/旧)600 mm/520 mm，通过的最小曲

线半径20 m；最高运行速度达70 km·h-1，启动加

速度1.0 m·s-2，常用制动减速度1.2 m·s-2，紧急制

动减速度(含磁轨制动)2.0 m·s-2；车辆编组为(5模

块铰接)Mc1+F1T+Tp+F2T+Mc2。申请专利 32

项，授权13项。

100%低地板轻轨车辆的开发研制，推动了国

产低地板轻轨车辆设计制造技术的提高，打破了

我国轨道交通车辆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

面。目前已经形成长春轻轨一期工程的实验基

地，车辆在大量正式线路上已经开始试用。

3 建议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里程为

1 000 km，截至 2010年年底，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总里程约为 1 400 km，“十二五”期间将提高到

3 500 km。为此，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十一

五”期间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及运营的经验

与教训。

1) 对各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进行后

评估，总结经验教训，为实现“又好又快”提出

措施。

城市规划与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很多时候会出

现不一致，这就导致轨道交通建成以后实际客流

与预测客流的不一致。例如广州地铁 4号线建成

以后很长时间内客流较少，而北京地铁4号线、5

号线建成以后，实际客流与预测客流相差很多，

总是出现客流爆满的状况。因此，需要继续加大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工作的研究力度，总结以

往经验，保证城市规划与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协

调一致。此外，由于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约束力不

强，城市领导决策多变，轨道交通规划也随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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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所以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的约束力也需要大力

加强。

2) “十二五”期间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要充分

做好前期工作和统筹规划，为积极稳妥推行城镇

化，完善城市布局和形态，构建便捷、安全、高

效、节资、环保的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作为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其换乘客流量很大，拥挤程度很厉害，而一些城

市在建设中往往强调世界第一、亚洲第一，这实

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城市轨道交通应该以方便群

众、安全、高效、节资、环保来建设。此外，应

该充分做好前期工作，尤其是勘测、设计工作要

考虑百年大计，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

3) 在标准化、系列化基础上，培育发展城市

轨道交通的新兴产业。

1 km的轨道交通高密度运营需要10辆轨道交

通车辆，“十二五”期间的3 500 km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需要3.5万辆轨道交通车辆。而目前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标准不统一，信号系统标准也不统一，

因此，建议在轨道交通行业标准化的基础上，大

力培育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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