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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分类》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1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

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1]41号，

计划编号为：20214497-T-333，第 38 项）的要求，国家标准《城市

轨道交通分类》已列入编制计划，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第一

起草单位，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90）为

归口单位。项目周期 24 个月,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2 制定背景 

1.2.1 分类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产品标准体系》（2010），分类标准是城市

轨道交通领域的三大基础标准之一。自 2020 年开始，全国城市轨道

交通标委会在国标委指导下，对产品标准体系进行了修订，同时确

立了每年度更新产标体系的工作机制。修订后的产品标准体系仍然

保留了基本架构，分类标准是整个产品标准体系的基础。 

分类标准是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和产品标准体系共用的基础标准，

对刚刚发布的全文强制性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规范》亦起

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1.2.2 分类标准对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分类标准是涵盖新技术、鼓励创新和促进研发产业化的重要基

础，也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产品所代表的先进制造业走向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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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基础。 

编制分类标准，有助于引导和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和装备产

业符合主流技术发展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2.3 分类标准对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制式选择是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对轨道交通这

一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工程经济性影响重大。依据分类标准，确保

制式选择的科学性、经济性、合理性，服务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1.3 起草过程 

1.3.1 会前筹备阶段 

2022 年 1 月至 3 月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接到国标委

下达的立项通知后，立刻开展了启动会议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共

包括 3 个部分： 

1）邀请参编单位 

鉴于分类标准的广泛影响力，申请参与制定的单位较多，无法

一一纳入编制团队，第一起草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

参编单位邀请工作。为了更好地体现参编单位的代表性，以及更好

地协调参编工作，经过认真研究，确定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

额研究所、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

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

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等 10 家参编单位，分别代表了政府智库、城市地铁规划建设运营主

体、设计方、车辆制造方和科研机构，同时对参编人员的标准化工

作能力和资历进行考察，资历不足的要求参编人员进行更换。以上

工作保障了标准编制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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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开预备会议 

2022 年 3 月，标准编制启动会的预备会议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召开。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及第一起草单位三家核心编制单位就分类标准的工作目标和主要分

类方法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为标准编制工作的推进打下良

好基础。 

3）会议材料准备 

为更好地统一思想，表达工作意图，并组织有效讨论。在既定

的会议材料基础上，第一起草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又编写

了汇报材料。 

1.3.2 工作计划安排 

2022 年 4 月，通过线上和线下会议的形式，标准编制启动会成

功举行。住建部标定司、城建司、住建部标定所的领导莅临指导，

表达了本标准对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主管部门对本标准的重

视程度。会议成立了标准编制组，通过了工作大纲。根据会议讨论

结果，工作进度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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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准编制工作进度安排 

1.3.3 实际执行情况 

启动会议：2022 年 4 月 8 日，启动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在北京召开。报送征求意见稿：2022年 9月 30日，向归口管理单

位 TC290报送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预计将于 2022 年 11 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同时，还将向不少于 30 家单位或专家定向征求意见。 

2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编制原则 

2.1.1 重视与国际接轨 

研究国外的轨道交通分类情况与适用范围，总结分类经验，使

得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分类标准与国际上常见的城市轨道交通分类

能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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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明确分类目的 

分类标准作为工程建设类标准和产品类标准共用的基础类标准，

能对目前产品制造和工程建设管理需要使用“分类”的场合起到切

实指导作用。 

2.1.3 坚持分类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分类标准的基本要求就是一致性和可操作性。受年代和认识水

平的限制，既有的分类标准不同程度地存在分类标准不一致和可操

作性不强的问题。 

例如，CJJ/T114 中小类的分类方法中，地铁的小类是以车辆制

式作为划分依据的，但是单轨的小类则是以系统制式作为划分依据

的，这存在不一致性。 

可操作性不强是指，有些分类标准仅仅给出了划分的依据，并

没有对各制式做出明确分类，这导致标准失去效用。在执行的时候

各方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分类，可能出现一种制式既属于中运量

系统又属于低运量系统，产生了认知和执行上的混乱。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注意加强研究和规避以上两类问题。 

2.2 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次标准编制的主要内容为明确城市轨道交通的系统制式、分

类要素和制式特征。编制内容的主要依据为： 

1）切实落实国家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各项政策。 

2）指导城市选择恰当的轨道交通制式。 

指导各城市在选择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制式的时候，充分考虑本

城市的特点，并结合国家审批要求和流程做出最优选择。 

3）指导城市轨道交通高端制造业在标准指引下强化创新能力。 

由于既往轨道交通分类不清，在产品类标准中出现了名字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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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符的情况。例如命名为《城市轨道交通 转向架通用技术条件》

这一类的标准，其标准化内容主要是钢轮钢轨系统，无法囊括胶轮

导轨系统和磁浮系统。在这次分类标准发布后，将对产品标准进行

梳理和整合，分别按照三大类钢轮钢轨、胶轮导轨和磁浮进行标准

立项指导工作。 

2.2.1 根据服务层次分类的方法及依据 

2021年 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

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

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

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国办函 116 号文《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的

意见》中指出“市域（郊）铁路是连接都市圈中心城市城区和周边

城镇组团，为通勤客流提供快速度、大运量、公交化运输服务的轨

道交通系统”。 

在低运量轨道交通发展方面，有轨电车等制式如何恰当地定义

其功能定位也成为探讨热点。珠海有轨电车拆除事件表明，既往对

有轨电车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机组成部分，

客流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紧紧关联的。即便是低运量系统，也应加强

研究论证工作和审批程序管理。 

随着城市形态由独立的单个城市发展，向都市圈、大中小城市

协调发展，以及城市内部组团式发展等新形态变化，根据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制式适用的空间范围来分类，指导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规

划建设工作是分类工作的首要工作目标。 

在市域或都市通勤圈的不同空间范围内，城区外围区域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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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距离和出行目的构成等出行特征与城区居民的出行特征通常差

异较大，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对象、服务功能及服务水平要求（如

列车速度、车厢内座位数和立席密度）也会存在明显不同。 

考虑到服务对象、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要求的差异，城市轨道

交通按照在城市市域或都市通勤圈中服务的空间范围，分为以下两

类： 

1）城区轨道交通 

主要服务于城市城区范围内部的通勤（学）、公务、购物、餐饮、

文体娱乐、旅游休闲等多种出行目的的客流需求，线路正线主要位

于城区范围。由于其服务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居民的出行距离相

对较短，客流集散点分布相对较密，站间距相对较短，所以城区轨

道交通系统普通线路的最高设计速度不宜太高，通常不宜超过

80km/h，而城区轨道交通系统快线的最高设计速度可考虑采用 100 

km/h 和 120km/h。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

51号），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

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 

2）市域和都市圈轨道交通 

主要服务于市域或都市通勤圈外围地区与中心城市城区之间的

公务、通勤（学）、旅游休闲等多种出行目的的客流需求。由于其服

务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大，可以涉及两个或多个行政区，居民的出行

距离相对城区较长，客流集散点分布相对较分散，站间距相对较长，

所以城区以外区域轨道交通系统的最高设计速度一般高于城区轨道

交通系统，不宜小于 100km/h，但鉴于市域或都市通勤圈范围内通勤

距离有限，且列车起停比较频繁，高速轨道交通系统难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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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速度性能，国际典型大城市也没有发现最高设计速度大于 160km/h

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所以最高设计速度不宜大于 160km/h。因此，

市域（郊）轨道交通的最高设计速度一般可采用 100km/h、120km/h、

140km/h、160km/h。 

为了解决轨道交通系统对复杂的市域和都市圈结构的适应性，

在未来可考虑采用中低速磁浮系统和高速磁浮系统来服务市域和都

市圈的空间组织。 

与钢轮钢轨系统相比，磁浮系统的主要优势在于不受轮轨黏着

条件的限制，系统加速和减速所需时间极短（通常为 3-4s），其旅行

速度与设站间距的关联度小，在应对发展不平衡，地形复杂等区域

具有独特的优势。高速磁浮系统的能耗与运行速度密切相关，在其

技术能力段中的 200-300km区段对都市区空间组织非常适用。  

2.2.2 根据运输能力分类的方法及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

理的意见》（国办发〔2018〕52号）规定，拟建地铁、轻轨线路初期

客运强度分别不低于每日每公里 0.7万人次、0.4万人次，远期客流

规模分别达到单向高峰小时 3 万人次以上、1 万人次以上。 

该文件对地铁、轻轨线路应当达到的远期单向高峰小时客流规

模进行了规定，从规划建设管理角度明确了地铁（大运量：3万人次

以上）、轻轨（中运量：1万人次以上）的行政审批条件。此外，《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04-2008）规定，城市轨道

交通新线建设的运营规模，按线路远期单向高峰小时客运能力，划

分为四个类别、三个量级，分别为高运量、大运量、中运量，其中

高运量（I 型）为单向运能 4.5～7 万人次/h、大运量（II 型）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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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运能 2.5～5万人次/h、中运量（III型）为单向运能 1.5～3万人

次/h、中运量（IV型）为单向运能 1～2万人次/h。该标准对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能力等级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但存在不同运能等级

间特征指标交叉重叠的问题。 

综上，本标准根据相关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规定，结合行业发

展现状和政府管理要求，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分为大运能系统、中

运能系统、低运能系统三类，确定分类的特征指标为线路远期单向

高峰小时客运能力，并明确分类的特征值。 

2.2.3 根据走行形式分类的方法及依据 

走行形式是车辆的支承方式和导向方式的统称，支承方式包括

钢轮支承、胶轮支承、电磁力支承；导向方式包括轮轨导向、导向

轮导向、电磁力导向。 

城市轨道交通按照走行形式可以划分为钢轮钢轨系统、胶轮导

轨系统和磁浮系统三类： 

1）钢轮钢轨系统：通过钢制车轮踏面与钢轨轨面相互作用实现

车辆与轨道的粘着接触支承和导向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支承轮与

导向轮合一。车辆为电力牵引的钢轮走行系统，轨道采用钢轨为车

辆支承和导向，能敷设在地面、隧道、高架桥上，承载能力大，适

用范围广。钢轮钢轨系统包括地铁系统、轻轨系统、有轨电车系统、

市域轨道系统。 

2）胶轮导轨系统：通过胶轮与轨道梁面或混凝土路面粘着接触

支承和导向轮导向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支承轮与导向轮分设。车

辆为电力牵引的胶轮走行系统，走行轮为胶轮，走行在轨道梁面或

混凝土路面上，起支承作用；导向轮采用胶轮或钢轮，依靠导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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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导向槽对车辆起导向和稳定作用。线路一般设置在高架桥上或混

凝土路面，独立路权。胶轮系统包括跨座式单轨系统、悬挂式单轨

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AGT 或 APM）、导轨式胶轮系统。 

3）磁浮系统：一种运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电磁原理，

通过电磁力实现车辆与轨道的非接触支承与导向的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有常导和超导两种类型，采用无接触的电磁悬浮（支承）和导

向，没有车轮，具有运行噪声小、爬坡能力强的优势。磁浮系统包

括中低速磁浮系统、高速磁浮系统。 

不同的走行形式，其技术原理和产品类型差别很大。依据走行

形式分类，可对今后产品类标准立项和管理起到优化作用。例如，

在分类标准的指导下，转向架通用技术条件可以按照三个标准来立

项，既避免了一个制式一个标准带来的冗余，也避免了只有一个标

准带来的条文组织困难。 

2.2.4 各系统制式的主要技术特性 

本标准定义了十种具有经济性和典型适用场景的城市轨道交通

制式，并首次给出了“制式”的定义，即与其他制式有明显技术特

性差异的、已经标准化可成系统产品化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在定义制式研究过程中，曾经有多个指标成为研究对象： 

序号 技术特性 研究结论 

1 运输能力 选取 

2 旅行速度 选取 

3 敷设方式 选取 

4 路权 路权与敷设方式密切相关，二者取一 

5 设计速度 隶属于车辆制式 

6 支撑导向形式 隶属于车辆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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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驱动能源类型 隶属于车辆制式 

8 驱动电机方式 隶属于车辆制式 

9 自动化控制能力 不属于系统制式的本质指标 

10 车辆轴重 隶属于车辆制式 

11 车辆防碰撞等级 于路权和敷设方式密切相关 

12 平均站间距 与旅行速度密切相关 

13 客运强度 选取 

在研究过程中，编制工作组辨析了系统制式和车辆制式两个概

念涵义上的差别，从而避免了适用车辆制式来代替系统制式带来的

分类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大部分由车辆制式决定的技术特性，归入系统制式的“可选车

型”中予以表述，而不再作为系统制式的技术特性加以强调。 

1）地铁系统 

地铁系统是旅行速度不大于 60 km/h 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

用于城市城区内的客运交通主走廊，是在全封闭线路上运行的、走

行形式为钢轮钢轨的轨道交通系统，线路基本设在地下隧道内，也

有部分路段设在高架或地面上。 

地铁系统为大运能系统，系统运输能力可达到 3 万人次/h 及以

上。地铁系统采用电力牵引，最高速度为 80 km/h～120 km/h，自动

化控制等级可采用 GoA2～GoA4，轴重在 14t～16t。 

表 1 地铁系统主要特征和技术参数 

系

统

制

式 

空间范围 敷设方式 

支

承

导

向

形

式 

运输能

力（人

次/h） 

路

权

形

式 

设计最高

速度

（km/h） 

自动化控制等级 驱动能源类型 

最大

轴重 

（t） 

地

铁

城区内客

运主走

中心城区

以地下为

钢

轮

≥

30000 

全

封
80～120 GoA2～GoA4 电力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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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廊，旅行

速度≤60 

km/h 

主，中心

城区以外

以地上为

主 

钢

轨

系

统 

闭 

2）轻轨系统 

轻轨系统是旅行速度不大于 60 km/h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用

于城市城区内的客运交通主走廊或辅走廊，是在全封闭线路上运行

的、走行形式为钢轮钢轨的轨道交通系统，线路以高架或地面敷设

为主，遇繁华街区及困难地段可采用地下线路。 

轻轨系统为中运能系统，系统运输能力为 1万人次/h～3万人次

/h。轻轨系统采用电力牵引，最高速度为 70km/h～120km/h，自动化

控制等级可采用 GoA0～GoA4，轴重在 10.5t～12.5t。 

表 2 轻轨系统主要特征和技术参数 

系

统

制

式 

空间范围 

敷

设

方

式 

支

承

导

向

形

式 

运输能力

（人次

/h） 

路

权

形

式 

设计最高

速度

（km/h） 

自动化控制等级 驱动能源类型 

最大轴

重 

（t） 

轻

轨

系

统 

适用于城市

城区内的客

运交通主走

廊或辅走

廊，旅行速

度≤60km/h 

地

上

为

主 

钢

轮

钢

轨

系

统 

10000～

30000 

全

封

闭

或

部

分

封

闭 

70～120 GoA0～GoA4 电力 
10.5～

12.5 

3）跨座式单轨系统 

跨座式单轨系统是一种车辆骑跨在特制的轨道梁上行驶的轨道

交通系统，其主要技术特征如下： 

a) 主要适用于城市道路为山地地形条件的地区。 

b) 单向运输能力在 1 万人次/h～3 万人次/h，属于中运能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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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高设计速度 80km/h，旅行速度一般为 25km/h～35km/h。 

d) 采用全封闭线路，以高架为主。轨道梁宽度适中，占用空间

较小。 

e) 车轮采用胶轮，分为走行轮、导向轮和稳定轮，受力分散，

走行噪音较低。胶轮的粘着性能好、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

小。 

4）悬挂式单轨系统 

悬挂式单轨系统是一种车辆悬挂在特制的轨道梁下方行驶的轨

道交通系统，其主要技术特征如下： 

a) 主要适用于城市道路地形条件复杂的地区、客流集散点的接

驳线路。 

b) 承担城市公共交通功能时，系统运输能力在 1 万人次/h～

1.5 万人次/h，属于中运能系统。 

c) 最高设计速度 70km/h，旅行速度一般为 25km/h～35km/h。 

d) 采用全封闭线路，以高架为主。轨道梁宽度窄，占用空间

小。 

e) 车轮采用胶轮，分为走行轮和导向轮，受力分散，走行噪音

较低。胶轮的粘着性能好、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 

5）自动导向轨道系统（AGT 或 APM） 

自动导向轨道系统，是采用电力牵引和全自动驾驶技术，车辆

配置橡胶轮胎和机械导向装置，可以单车或数辆编组，并通过特制

导向轨运行在混凝土运行道上的自动导向轨道系统。适用于城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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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可作为大运能轨道交通的补充与加密，也可作为区域内

的骨干公共交通方式。该系统主要技术特性反映在： 

a) 采用非标准轨距的橡胶轮胎-混凝土路面的轮轨方式，并需

配置专用导向轨。 

b) 采用全自动驾驶技术以提高系统技术集成度和运行控制精准

度。 

c) 典型的中运能系统，以高架敷设方式为主，线形灵活，密集

设站，运行环境良好，对周边居住社区干扰小，可贴近布

置，乘客出行登乘方便。 

表 3 自动导向轨道系统（AGT 或 APM）主要技术特性 

分类名

称 
车型 车辆主要参数 

线路

条件 

客运能力

（万人次

/小时） 

设计最高

速度

（km/h） 

平均旅行

速度

（km/h） 

路

权

形

式 

敷设

方式 

供电方

式 

自动导

向轨道

系统

（AGT

或

APM） 

中央导向

胶轮路轨

专用车

辆、侧导

向胶轮路

轨专用车

辆 

车体基本长度

12m；车辆高度

3.4m；车辆宽

度 2.85m；定

员 150 人；轴

重≤14t 

R≥

40m 

i≤

60‰ 

1.0~3.0 80 25~35 

全

封

闭

独

立 

高架

为

主，

少量

地下 

DC750V

接触轨 

注：表中车辆主要参数以上海轨道交通浦江线车辆为例，不同车型参数不同。 

6）有轨电车系统 

有轨电车系统是旅行速度不大于 30km/h 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适用于城区内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走行形式为钢轮钢轨，与道路

上其他交通方式共享路权，在交叉口宜采用信号优先策略。有轨电

车系统为低运能系统，系统运输能力为 0.5万人次/h～1万人次/h。

有轨电车系统采用电力牵引，最高速度为 60km/h～80km/h，自动化

控制等级可采用 GoA0，轴重在 9t～10.5t。 

表 4 有轨电车系统主要特征和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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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制

式 

空间范围 
敷设

方式 

支承

导向

形式 

运输能

力（人

次/h） 

路权

形式 

设计最高

速度

（km/h） 

自动化控制等级 驱动能源类型 

最大

轴重 

（t） 

有

轨

电

车

系

统 

适用于城

市城区

内，旅行

速度≤

30km/h 

地面

为主 

钢轮

钢轨

系统

或胶

轮 

5000～

10000 

共享

路权 
60～80 GoA0 电力 

9～

10.5 

7）导轨式胶轮电车系统 

导轨式胶轮电车系统，车辆采用橡胶轮胎、使用嵌入道路路面

的单条轨道导向，导向槽内镶有胶垫。在高速行驶时，车轮震动小、

无噪音。基础设施简单，导向槽的实施对城市道路影响程度较小，

可充分利用一般城市道路资源，节省投资。是在城区内可选用的低

运能轨道交通系统。 

导轨电车车辆为多模块铰接式车体，100%的低地板，环保、低

噪音、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自重轻、行车限界小,具备建设成

本低、线路设计自由度大、运营成本低、低运量、节能环保的特点。 

表 5 导轨式胶轮电车系统主要技术特性 

分类

名称 
车型 车辆主要参数 

线路

条件 

客运能

力（万

人次

/h） 

设计最高

速度

（km/h） 

平均旅行

速度

（km/h） 

路

权

形

式 

敷设方

式 

供电方

式 

导轨

式胶

轮电

车系

统 

中央

导向

导轨

式胶

轮专

用车

辆 

车体基本长度

25m；车辆高度

3.6m；车辆宽度

2.2m；定员 167

人；轴重≤12t 

R≥

20m 

i≤

70‰ 

0.5～

0.7 
70 20～30 

共

享

路

权 

地面为

主，少

量高架

或地下 

DC750V

接触网 

注：表中车辆主要参数以上海张江有轨电车为例，不同项目的车型参数可不同。 

8）中低速磁浮系统 

中低速磁浮系统最初以城区短距离交通为应用目标进行开发。

日本于 2005 年首次在名古屋筑波世博会期间开通运营一条约 9k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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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最高运营速度 100km/h。采用短定子直线异步电机电磁悬浮技

术。通过刚性受流方式由地面向列车提供 1500V 直流电,由车载变流

设备提供列车悬浮导向和驱动的电流。 

我国于 2016 年开通运营长沙火车南站至黄花国际机场的中低速

磁浮线路，随后 2017 年开通北京城市轨道交通 S1 线。2022 年还将

开通湖南凤凰线和广东清远线。均采用与日本名古屋中低速磁浮相

同制式的技术，设计最高速度 100km/h。 

目前，针对更高的速度和更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需求，中低

速磁浮列车系统正在开展提速开发。长沙磁浮线拟提速至 140km/h。

中车株洲公司已开发时速 160km/h 的短定子中速磁浮列车，正在开

展系统性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磁浮交通线路敷设方式主要为高架，特殊地段也可在地面或地

下隧道中运行。目前凤凰线和长沙线东延线均有隧道应用。 

从目前的技术发展情况看，中低速磁浮一般作为中运能系统使

用。根据城区、市域、都市圈等不同的应用环境，最高运行速度可

采用 100km/h、120km/h、140km/h、160km/h 四个速度等级。 

9）市域轨道系统 

市域轨道系统是服务于市域或都市通勤圈范围内（城区间）的

最高运行速度在 120km/h～160km/h 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主要包括

旅行速度大于 45km/h 的市域快速轨道交通和以既有铁路利用改造为

主、地面敷设、直接工程费用一般不高于同一地区轻轨工程费用 75%

的市域(郊)铁路以及都市圈具备通勤服务功能和公交化运营特征的

城际轨道等。 

a）市域快速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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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探索发展阶段、市域

一体化阶段和区域一体化阶段，对其功能定位和技术特点逐步趋向

一致。 

表 6 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的发展各阶段特征 

发展阶段 探索发展 市域一体化 区域一体化 

典型特点 探索创新，技术标准多样 
市域 1h 时空目

标 

区域 30min时空

目标 

代表线路 

广州 3 号线

（国内首条市

域快线） 

广州 13 号

线 
广州 14/21号线 广州 18/22号线 

最高速度

（km/h） 
120 100 120 160 

采用车型 地铁 B 型车 地铁 A 型车 地铁 B 型车 市域 D 型车 

运营模式 站站停 站站停 快慢车 快慢车 

供电制式 DC1500V AC25KV 

敷设方式 全地下 部分高架 全地下 

旅行速度

（km/h） 
45~50 70 90 

随着国内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的不断探索发展，该系统制式的主

要技术特征也逐步明确。2022 年 4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

《市域快速轨道交通设计标准》CJJ/T 314-2022，规定了市域快速

轨道交通的主要技术特征为：最高运行速度在 120km/h～160km/h、

旅行速度不低于 45km/h、采用钢轮钢轨地铁或市域车型的新建、改

建、扩建并服务于市域范围内中、长距离客运交通的轨道交通。 

b）市域（郊）铁路 

市域（郊）铁路是市域轨道系统中的一种，是连接都市圈中心

城市城区和周边城镇组团，为通勤客流提供快速度、大运量、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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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输服务的轨道交通系统。 

根据国家对市域（郊）铁路发展的相关要求，市域（郊）铁路

在敷设方式、工程投资、最高速度、建设运营模式等方面与市域快

速轨道系统存在明显的差异。 

2020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2020〕116 号转发了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意见》，

明确了市域（郊）铁路主要技术标准和发展要求：一是大力支持利

用既有铁路富余能力或对既有铁路适当改造后开行市域（郊）列车，

因地制宜规划新建线路，二是主要布局在经济发达、人口聚集的都

市圈内的中心城市，联通城区与郊区及周边城镇组团，采取灵活编

组、高密度、公交化的运输组织方式，重点满足 1 小时通勤圈快速

通达出行需求。三是设计速度宜为 100km/h～160km/h，平均站间距

原则上不小于 3km，尽可能串联 5万人及以上的城镇组团和重要工业

园区、旅游景点等。四是敷设方式原则上以地面建设为主，困难路

段可考虑采用高架方式，进出枢纽的个别路段可研究采用地下方式。

从严控制工程造价，新建线路直接工程费用一般不高于同一地区轻

轨工程费用的 75%。 

根据国家铁路局《市域（郊）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4-2020，

新建市域（郊）铁路一般设计速度为 100km/h～160km/h，采用标准

轨距、交/直流电力牵引，车辆类型宜选用市域 A 或市域 D 型车，考

虑资源共享时也可选用市域 B 或市域 C 型车。 

目前国内市域（郊）铁路建设案例较少，如温州 S1 线、上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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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铁路、北京 S2 线、西安西户铁路等。其中西安西户铁路改造项目

是典型的市域（郊）铁路建设案例，线路全长约 26.3km，全部为地

面线，利用既有西户货运铁路改造为公交化运营客运线路，最大运

行速度为 100km/h，采用人工驾驶的半自动闭塞信号系统，共设站 5

座，其中换乘站2座，分别与地铁3、5号线换乘，最大站间距9.4km，

最小站间距 4.3km，平均站间距 6.4km。线路总投资 19.11 亿元，技

术经济指标 0.75 亿元/km。开通运营后实现快车旅行速度 56km/h，

慢车旅行速度 37km/h。 

表 7 市域快速轨道交通与市域（郊）铁路主要技术特征对比表 

主要技术特征 市域快速轨道交通 市域（郊）铁路 

设计速度范围

（km/h） 
120～160 100～160 

可选车型 地铁制式、市域列车 市域列车、国铁车型（既有改造） 

敷设方式 无具体要求，国内建设以地下为主 以地面为主 

建设模式 新建为主 鼓励优先利用既有铁路，适时新建 

旅行速度（km/h） ≥45 无具体要求 

投资控制 
无具体要求，国内市域快线指标 8-

10 亿元/km 
不高于同区域轻轨 75% 

10） 高速磁浮系统 

高速磁浮系统是用于解决较长距离快速客运需求的磁浮系统，

以全面实现无接触支承、导向、驱动、制动和供电等功能为特征的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常导电磁悬浮系统采用直线同步电机驱动磁浮列车，电机的电

枢（定子）铺设在轨道梁上，由设于地面的牵引变电所提供给定电

压和频率的电流，在定子上形成移动磁场，驱动列车前进。车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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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设备所需电能通过直线发电机无接触地由地面提供。车载悬浮和

导向电磁铁提供支承和导向所需的电磁力。 

目前我国上海市区至浦东国际机场的磁浮线路采用这一技术。

该线长 30km,土建设施设计速度 500km/h,日常最高运营速度 430km/h

和 300km/h（不同时段）。 

3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1 试验验证报告 

无。 

3.2 技术经济论证 

无 

3.3 预期效益 

城市轨道交通整体产业链的年度投资额约为 6000 亿。城市轨道

交通分类作为行业的基础标准，将对行业的整合创新，良性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 

4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4.1 英国欧标 （BS EN 17343:2020） 

在 BS EN 17343:2020《Railway applications - Genera terms 

and definitions》中： 

（1）将轨道交通分为常规轨道交通和非常规轨道交通。其中，

常规轨道交通主要指的就是钢轮钢轨系统。非常规轨道交通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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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轨、胶轮地铁、磁悬浮系统。 

（2）将常规轨道交通分为重轨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重轨指的

是轴重大于 17t、车体碰撞强度符合 EN 12667中的 P-I/P-II 级的铁

路，和我们国家的国家铁路类似。 

城市轨道交通指的是轴重不超过 17t、车体碰撞强度符合 EN 

12667 中 P-III/P-IV/P-V 级的铁路，和我们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类

似。 

（3）城市轨道交通分为地铁系统和电车系统。 

地铁系统：完全独立路权，轴重 13t~17t，车体碰撞强度 P-III，

有完全的信号控制系统。 

电车系统：可与其他交通方式共享路权，轴重不超过 13t，车体

碰撞强度 P-IV/P-V，部分区段可能采用独立路权敷设，并具有完全

的信号控制。 

 
图 2 英国欧标中对轨道交通的分类结果 

分类主要考虑的要素是轮轨支承导向方式、轴重、车体碰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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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路权和信号控制。 

4.2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CENELEC） 

在 CEN-CENELEC GUIDE 26：2013《Railway applications - 

Preparation of standards for urban rail systems design, 

construction, manufacture,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中，

城市轨道交通类型分为： 

（1）地铁：完全独立路权，高架、地面或地下敷设。单轨和磁

浮也被看作是地铁的一种。 

（2）有轨电车：共享路权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3）轻轨：部分共享路权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4）符合 2008/57/EC 指令第 1.3（a）或第 1.3（b）的地方铁

路系统：连接城市中心和市郊的铁路，一般完全独立路权，由于历

史的原因可能会受到常规铁路的运营影响。 

欧 盟 的 部 分 标 准 ， 如 BS EN 13272-2:2019 《 Railway 

applications. Electrical lighting for rolling stock in public 

transport systems Urban rail》，均采用 CEN-CENELEC GUIDE 26 中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定义及分类。分类的主要要素是路权。 

4.3 德国 

德国城市轨道交通分类以服务区域和最高运行速度作为分类的关

键要素，将系统分为区域线（含区域快车、区域慢车）、市域线、地

铁、轻轨和有轨电车。 

 

 



23 

 

表 8 德国轨道交通分类标准 

大类 功能 
最高运行速度 

（km/h） 

平均站间距 

（km） 

区域线 

区域快车 

RE（RegionalExpress） 
郊区和区域交

通 
160 5~30 

区域慢车 

RB（RegionalBahn） 

市域线 
S-Bahn

（Stadtschnellbahn） 

城市和郊区交

通 
120 1.0~2.5 

地铁 
U-Bahn

（Untergrundbahnen） 
城市交通 80 0.6~1.0 

轻轨 Die Stadtbahn 城市交通 80 0.4~0.6 

有轨电车

（街车） 
Strassenbahn 城市交通 70 0.4~0.6 

其中，德国轻轨根据混行线路、专用道比例以及车辆类型、客运

能力、信号控制等因素细分为 1 至 4 级四个等级。 

 表 9  德国轻轨分级 

系统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线路 

地面线路 100% - - - 

混行线路 70% 20% - - 

地下/高架 - ≤5% ≤20% ≤50% 

专用道比例 30% 80% 100% 100% 

车站 

平均站间距/m 500 600 750 1000 

站台长/m 40 60 90 120 

站台形式 低 低/高 高 高 

车辆 

司机室 单、双 双 双 双 

车辆宽度/m 2.4 2.4/2.56 2.56 2.56 

地板高度 低 低/高 高 高 

6 轴车定员 
4 人/m

2
 100 100/175 175 175 

6 人/m
2
 135 135/230 230 230 

运营 

车辆编组 1/2 2/3 3 4 

最小间隔/s 120 120 90 90 

运能 
4 人/m

2
 6000 9000 21000 28000 

6 人/m
2
 8000 12000 28000 37000 

信号 
信号控制 人工控制 部分线路 

大部分 

线路 
全部线路 

道口控制 部分 全部 优先  

从等级 1至等级 4，路权混用率逐渐下降，逐渐向专用路权、封

闭式运营线路转变，系统运能也由 6000人次/h逐级提高至 37000人

次/h，从低运能系统逐级发展为大运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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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际公共交通联盟（UITP） 

结合以上各国轨道交通分类方法，国际公共交通联盟（UITP）将

城市轨道交通分为区域快线、通勤列车、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五

大类别。 

表 10  国际公共交通联盟（UITP）分类标准 

    特征 

分类 

路权 

（%） 

列车长

度 

（m） 

列车容量 

（4 人

/m
2
） 

线路容量 

（人次/h） 

旅行速度 

（km/h） 

站间距 

（km） 

区域快线 100  50~100 320~1250 500~2000 40~60 4~25 

通勤列车 
平面交

叉 
50~200 640~2500 10000~80000 40~60 1~5 

地铁 100 10~150 480~2300 10000~80000 25~40 0.7~1.5 

轻轨 1~99 20~50 200~530 3000~11000 15~30 0.4~0.7 

有轨电车 0 15~30 170~260 ＞3000 ＜15 0.3~0.4 

4.5 小结 

世界各国对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分类主要从技术特征和运营服

务特征两个维度展开（见表 11）。 

但国外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分类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有较大差

异：首先，从系统制式来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包含的制式最全，

国外大多以钢轮钢轨系统为主；其次，国外的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更

新动力较小，对钢轮钢轨以外的制式关注较少。 

本标准与国外考虑要素类型基本一致，也是从运营服务特征和技

术特征着手，但选择的具体分类项目充分考虑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情况和发展需求，采用空间适用范围、运输能力和走行形式三

种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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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适用范围和运输能力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而对走行形式进

行分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特别考虑。 

对地铁系统、轻轨系统、有轨电车系统、市域轨道系统、跨座式

单轨系统、悬挂式单轨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AGT 或 APM）、导

轨式胶轮电车系统、高速磁浮系统、中低速磁浮系统 10 种制式进行

了划分。 

表 11 国外部分国家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分类 

国家 分类标准 分类名称 

日本 
技术特征：运量、系统制

式 

普通铁道、悬挂式单轨、跨坐式单轨、自动导

轨（AGT、导轨巴士等）、无轨电车、钢索铁

道（缆车）、浮磁力悬浮式铁道及其他 

美国 
运营服务特征：服务范

围、运量 
通勤铁路、轻轨铁路和重轨铁路 

德国 
技术特征和运营服务特

征：服务范围、运行速

度、线路形式等 

区域线、市域线、地铁、轻轨、有轨电车 

英国 地下铁道、快速轻轨、高架独轨和市郊铁路 

俄罗斯 地铁、轻轨、单轨、高速轻轨和城市轻轨 

法国 地铁、区域快线、市郊铁路、城市轻轨 

5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无。 

6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6.1 与上位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住建领域落实标准化行动纲要》等的框架下制定，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并与城乡建设领域的全文强制性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

目规范》GB 55033-2022 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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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与基础类标准的关系 

与《城市轨道交通标志》（制定中）和《城市轨道交通术语》

（待制定）协调一致。 

6.3 与其他标准的关系 

城市轨道交通分类标准是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其他标准的基础，

其他标准在制定和执行时应在本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标准化内容表述，

不应出现和本文件表述不一致的标准化对象。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9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9.1 实施要求 

本标准一经发布，即刻生效。所有与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的统计

工作即可采用新的分类标准执行。与分类标准有冲突的其他标准相

继开展修订和整合工作。 

9.2 措施建议 

加大宣贯力度，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分类》标准的使用范围和

使用力度。积极收集和反馈执行过程中的意见和意见。 

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分类》标准在国家政策文件中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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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11 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和参加起草单位、标准主要起草人联

系方式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

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地

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主要起草人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邮箱 

赵一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13801269719 bill_z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