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制修
订

采用国际标准 主要技术内容
计划完成

时间
提出单位 归口单位 申报单位 参与起草单位

1 2020001—T—01
城市轨道交通  供电系统  资源共

享设计规范
制定 无

本规范适用于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磁浮系统
、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及交流牵引制式等城市轨道交通。适用于城市轨
道交通集中式、分散式、混合式供电系统方案规划、建设、实施等阶
段的供电系统资源共享设计。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城市轨道交通资
源共享主变电所选址、外电源、接线方式、无功补偿、继电保护、测
量与计量等。2）单线共享、线间共享、网络化共享的电力调度机制。
3）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间中压电源支援共享原则。4）换乘站动力照明
供电系统资源共享原则、共享方式等。5）UPS电源整合。6）供电车间
资源共享。

1年
2021年4月

设计咨询专业委员
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 2020002—T—01
城市轨道交通  预制板式轨道  设

计规范
制定 无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预制板式轨道设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
定、结构型式、结构检算、减振效果分析、结构部件、性能验证的要
求。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中采用预制板式轨道结构设计的项目。在标
准中关键技术指标：荷载取值，寿命，减振效果，减振材料的相关性
能指标等。

1年
2021年4月

设计咨询专业委员
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交通大学/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3 2020003—T—02
城市轨道交通  地下车站  环境质

量要求
制定 无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公共区域和地下车站管理用房。
标准拟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环境质量风险因子如积尘量、细菌总数
（风管积尘中）、真菌总数（风管积尘中）、嗜肺军团菌（冷却水、
冷凝水）、细菌总数（送风中）、真菌总数（送风中）、可吸入颗粒
物（送风中）、β-溶血性链球菌（送风中）、嗜肺军团菌（送风中）
、新风量等提出建议标准值；公用区域设施物体表面环境质量风险因
子如细菌总数及大肠杆菌等提出建议标准值。

1年
2021年4月

工程建设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 2020004—T—02
城市轨道交通 预制板式轨道  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制定 无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预制板式轨道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
普通预制板式无砟道床、钢（橡胶）弹簧预制板式无砟道床、橡胶减
振垫预制板式无砟道床、预制板式无砟道岔、无缝线路、轨道精调整
理及单位工程综合质量评定

1年
2021年4月

工程建设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5 2020005—T—02 机械法联络通道  施工及验收规范 制定 无

本标准适用于预制拼装式联络通道工程的施工与验收。主要包含以下
技术内容：机械法联络通道施工准备、施工测量、预制衬砌生产与验
收、掘进施工、特殊地段施工、衬砌拼装、壁后注浆、联络通道防水
、施工安全与环境保护、掘进机保养与维修、施工运输、洞门施工、
施工监测和成型联络通道验收等。

1年
2021年4月

工程建设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
计研究院/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宁波大学
/宁波用躬科技有限公司

6 2020006—T—02
城市轨道交通  智慧车站  技术规

范
制定 无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新建线与既有线的智慧车站建设及相关工
程建设。本规范将明确智慧车站的定位、基本特征和建设目标，提出
智慧车站系统的功能、软硬件架构和信息安全要求，明确智慧车站系
统集成方案与被集成子系统的接口要求及相关专业的配套要求等。因
此，本规范将全面地反映智慧车站系统的建设内容，可以作为国内轨
道交通既有线改造与新线项目智慧车站系统设计、建设和运维的依据
。

1年半
2021年10月

工程建设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
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同济大学/上海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7 2020007—T—03
城市轨道交通  盾构法隧道结构

服役性能评价规范
制定 无

本标准适用于地铁盾构法区间隧道结构服役性能的检测评价工作，服
役性能评价结果用于反映隧道结构实际服役状态，并指导地铁盾构法
区间隧道的日常养护及维修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前言、总则、规范
性引用文件、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地铁隧道结构服役性能评价方
法与流程、地铁隧道结构检查、地铁隧道结构服役状态评价、附录 隧
道检查记录表和病害展示图等。

1年
2021年4月

运营管理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京交通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
程研究院/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北京京投城市管廊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地铁监护
管理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
究院/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8 2020008—T—03
城市轨道交通  盾构法隧道结构

整治技术规范
制定 无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期和运营期全过程的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
整治工程。主要技术内容包含：（1）隧道结构病害等级评价标准；
（2）隧道结构病害治理技术类别；（3）隧道结构整治工程工艺和方
法；（4）隧道结构整治工程材料、设备和过程控制技术；（5）隧道
结构整治工程质量验收内容和验收标准。

1年
2021年4月

运营管理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上海隧
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9 2020009—T—03
地铁  通风空调系统  节能运行管

理及评价技术规范
制定 无

本标准规定了地铁通风空调系统节能运行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与方
法和节能运行管理。适用于地铁中使用的通风空调系统。主要技术内
容包括地铁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运行要求、节能运行评价和节能运行
管理，从大量实际调研和数据方面出发，主要从通风空调系统室内环
境参数、分项计量、运行策略及设备运行进行入手，规定不同设备的
运行评价指标和要求，针对运行管理提出改进思路，提升运行管理水
平。

1年
2021年4月

运营管理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清华大学

1.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中交铁道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交通
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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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0010—T—04
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乘客信息系

统   技术要求
制定 无

该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载乘客信息系统的设计、制造、质量检
验、施工安装及维护，标准涵盖有司机驾驶场景、无人驾驶全自动场
景的技术需求的规范性.内容提纲如下：1.一般规定;2.城市轨道交通
乘客信息系统架构〈含有地面PIS系统、车地无线、车载PIS系统）;3.
城市轨道交通车载乘客信息系统架构及接口要求;4.城市轨道交通车载
乘客信息系统的功能要求（分场景描述）;5.城市轨道交通车载乘客信
息系统的安全、运维要求;6.城市轨道交通车载乘客信息系统的性能要
求;7.城市轨道交通车载乘客信息系统与外部系统接口要求;8.城市轨
道交通车载乘客信息系统与新技术发展的兼容性要求（云平台、大数
据等）

1年半
2021年10月

技术装备分技术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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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华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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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鸣啸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北
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1 2020011—T—04
城市轨道交通  CBTC信号系统  总

体要求
制定 无

本标准适用城市轨道交通列控系统，规定了CBTC系统的总体需求以及
各个子系统的总体需求。

1年
2021年4月

技术装备分技术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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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铁道
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通信信号研究所/卡斯柯信号有限
公司

12 2020012—T—04
城市轨道交通   CBTC信号系统

通用产品和通用应用安全评估规范
制定 无

本规范结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通用型CBTC系统产品设计、开发特点，
提出通用型CBTC信号系统通用产品通用应用安全评估依据规范、范围
、策略、目的及过程等，明确我国标准CBTC的产品安全评估流程和要
求，规范通用产品通用应用安全评估活动。

1年
2021年4月

技术装备分技术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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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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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13 2020013—T—05
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建设安全风

险   技术规范
制定 无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与扩建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风险技术标
准的确定，涉及城市轨道交通所有制式的工程建设。技术内容包括：
1、作为设计、施工在风险辨识和分级、评价时的重要依据，本规范中
明确了：风险评估流程、风险辨识方法、风险辨识清单、风险分级及
修正标准（根据各地区考虑）、风险评价指标、风险接受准则、风险
控制措施建议。2、涉及的阶段包括设计、施工、联调联试。设计阶段
作为风险的辨识阶段，应对重大风险进行专项设计，同时，全面识别
风险后应提出设计控制措施；施工阶段应衔接设计阶段的风险，并在
施工准备阶段核查风险，施工过程中进行风险监控和动态评估；调试
阶段主要做工后评价，即对于施工完成的结构自身、结构周围土体稳
定性、周边环境现状稳定性，以及对于调试阶段所遗留的风险进行跟
踪，残留风险应传递给运营阶段。3、要求和指标：现场巡查要点、监
测项目及控制值、监测频率和预警标准（等级）、对于专项施工方案
和监测方案的技术要求、监测成果及信息反馈。

1年半
2021年10月

安全管理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4 2020014—T—05
城市轨道交通  保护区  技术管理

规范
制定 无

适用于全国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全国
各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巡查手段、巡查方法、巡查处置方法调研，开
展保护区巡查管理标准化研究。（2）全国各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建设
项目分级管理、保护技术、现场过程管理要求、项目后评估方法等调
研，开展保护区项目管理标准化研究。（3）全国各城市轨道交通保护
区监测内容、监测手段、监测成果处理等研究，开展保护区监测管理
标准化研究。（4）全国各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应急预案及应急处置办
法分析，开展保护区应急预案及应急处置标准化研究。

1年半
2021年10月

安全管理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
研究院/上海同岩土木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轨道
交通集团/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

15 2020015—T—05
城市轨道交通  单洞双线隧道  火

灾烟气控制技术规程
制定 无

本技术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区间隧道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烟气控制的一般规定，设计与控制要求，系统的
施工、调试、验收要求，以及运营期的维护管理方面的技术要求。标
准拟对单洞双线隧道，尤其是单洞双线隧道之间的疏散联络口无法设
置防火门时的火灾烟气控制设计方法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关键的技
术指标有烟气的控制策略或方案，风速要求等。

1年半
2021年10月

安全管理专委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消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地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科技大学

16 2020016—T—07 有轨电车  工程路基  设计规范 制定 无

本标准适用于钢轮钢轨有轨电车的路基设计。主要技术内容包含总则
、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路基设计标准、一般路基设计、路基排水
系统、边坡防护、路基支挡结构、地基处理、既有路基的改建与扩建
、专业界面及接口设计等。

1年半
2021年10月

现代有轨电车分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公交集团轨道巴士有限公司
/沈阳浑南现代交通有限公司/深圳现代有轨电车公司/广州
有轨电车有限责任公司

17 2020017—T—08
中低速磁浮交通  道岔系统  维护

规程
制定 无

本标准规定了中低速交通道岔系统运行期应进行的检查维护的项目、
要求和方法。适用于最高速度不超过120km/h的中低速磁浮交通道岔系
统的检查与维护。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检查（日常巡检、定期
检查、专项检查、检查方法、检查记录和检查报告）、维护（计划性
维护、非计划性维护、维护结果验证、维护记录）及检查与维护的安
全预防措施；提出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项目、方法、内容及要求（附
录A)、中低速磁浮交通道岔检查报告（附录B）、中低速磁浮交通道岔
系统维护报告（附录C）。

1年半
2021年10月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同济大学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
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通
信信号分公司

18 2020018—T—08 中低速磁浮交通 工程测量  规范 制定 无

规范主要适用于中低束磁浮交通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阶段的控制网测量
、施工测量、专项调查、地形测绘、变形监测等，对运营维护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线
路测量、地形测绘、专项调查、高架结构测量、低置结构测量、地下
结构测量、轨排施工测量、变形监测、质量检查与验收测量、第三方
测量与监测、运营测量等方面的内容。

1年半
2021年10月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磁浮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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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0019—T—09
跨座式单轨交通  噪声源强  技术

规范
制定 无

本标准适用于跨座式单轨交通在规划、建设中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以
及环境保护设计中噪声源强的测定及取值。
本标准规定了跨座式单轨交通噪声源强的测量、取值方法，包括经验
计算方法和现场实测方法。

1年
2021年4月

单轨分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0 2020020—T—09
跨座式单轨交通  车辆转向架  通

用技术条件
制定 无

本标准适用于跨座式单轨交通车辆转向架通用技术条件。主要技术内
容包括：分类及构成，技术要求，各部件特性要求，落成要求，检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储存。

1年
2021年4月

单轨分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大学/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
司

21 2020021—T—11
城市轨道交通  顶层管理架构体系

设计指南
制定 无

本设计指南主要适用于指导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规划、建设、运营与
经营，促进线线协同运行、线网高效运转、网络整体效能充分发挥。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层级的管理对象、管理主体、管理机
制、管理方式与工程载体，即业务架构、组织架构、标准体系架构、
网络化管理平台、网络基础支撑系统与设施，

1年
2021年4月

专家和学术委员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武
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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