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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铁路行车信号 

铁路行车信号是保证行车安全，提高区间和车站通过能力，对编组站解编能力的自动控

制及远程控制技术的总称，其主要功能是保证行车安全，提高运输效率。铁路行车信号担负

着铁路各种行车设备的控制和行车信息的传输，是铁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铁路运输必须高度集中和统一指挥，才能保证列车按规定的速度安全、迅速和不间断地

运行。信号是指示列车运行及调车作业的命令，它通过颜色、形状、位置、灯光及音响等来

表示。信号起着传递信息，准确预告运行条件的重要作用。各种信号机和信号表示器的灯光

排列、颜色和外形尺寸，必须符合国家标准、铁路行业标准及铁路总公司规定的标准，所以

要求行车有关人员必须严格按信号的指示进行工作，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得违反。 

第一节  铁路行车信号基础知识 

信号是指示列车运行及调车作业的命令，有关行车人员必须严格执行。 

信号显示方式及使用方法，应按《技规》的规定执行。《技规》以外的显示方式，须经铁

路总公司批准，方可采用。 

对地区性联系用的手信号，不便统一规定，根据具体情况，由铁路局批准，并纳入《行

车组织规则》。 

一、铁路信号的种类 

铁路信号分为视觉信号和听觉信号两大类。 

（一）视觉信号 

用信号机、信号旗、信号灯、信号牌、信号表示器、信号标志及火炬等显示的信号，都

属视觉信号。视觉信号的颜色及其意义如下： 

我国铁路采用红色、黄色、绿色作为铁路信号的基本颜色。 

（1）红色——停车； 

（2）黄色——注意或减速运行； 

（3）绿色——按规定速度运行。 

为满足各种信号显示需要及区分不同信号而采用下列辅助颜色。 

（1）月白色——用于引导信号及调车信号； 

（2）蓝色——用于容许信号及调车信号； 

（3）紫色——用于道岔表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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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色——用于表示器（进路、发车、发车线路、调车）、手信号及列车标志。 

（二）听觉信号 

1. 听觉信号的概念 

听觉信号是以口笛、号角、机车、动车组和自轮运转特种设备的鸣笛，发出长短不同、

组合方式不同的声响，以表示不同的含义。 

2. 听觉信号的作用 

（1）一种是以长短声有一定规律的音响，反映行车的作业要求，如牵引信号一长一短声、

惰行信号一长二短声等； 

（2）另一种是起警报作用，提醒有关人员注意，如警报信号一长三短声、紧急停车信号

连续短声等。 

二、信号装置的种类 

信号装置一般分为信号机和信号表示器两类。 

1. 信号机 

信号机是用来防护站内进路，防护区间，防护危险地点的，具有严格的防护意义。 

（1）信号机按类型分为色灯信号机、臂板信号机和机车信号机。 

（2）信号机按用途分为进站、出站、通过、进路、预告、接近、遮断、驼峰、驼峰辅助、

复示、调车信号机。 

其中，进站、出站、进路、通过、驼峰、调车等信号机，都能独立构成信号显示，指示

列车或调车车列运行的条件，叫作主体信号机。预告和复示信号机不能独立存在，而是附属

于主体信号机，叫作从属信号机。预告信号机从属于进站信号机、所间区间的通过信号机和

遮断信号机。复示信号机从属于进站、出站、进路、驼峰、调车等信号机。 

2. 信号表示器 

信号表示器是对行车人员传达行车或调车意图，或对信号进行某些补充说明所用的器具，

没有防护意义。 

信号表示器分为道岔、脱轨、进路、发车、发车线路、调车及车挡表示器。 

三、信号机的设置 

（1）信号机的设置位置。 

信号机设在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或其所属线路的中心线上空。反方向运行进站信号机可

设在列车运行方向的右侧，其他特殊地段因条件限制，需设于右侧时须经铁路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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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设置信号机地点时，除满足信号显示距离的要求外，还应考虑到该信号机不致被

误认为邻线的信号机。 

（2）高柱信号机和矮型信号机的设置规定。 

铁路信号机应采用色灯信号机。色灯信号机均应采用高柱信号机。在下列处所可采用矮

型信号机： 

① 不办理通过列车的到发线上的出站、发车进路信号机。 

② 道岔区内的调车信号机及驼峰调车场内的线束调车信号机。 

③ 自动闭塞区段，隧道内的通过信号机。 

特殊情况需设矮型信号机时，须经铁路局批准。 

四、信号机及表示器的显示距离 

（1）进站、通过、接近、遮断信号机不得小于 1000 m。 

（2）高柱出站、高柱进路信号机不得小于 800m。 

（3）预告、驼峰、驼峰辅助信号机不得小于 400m。 

（4）调车、矮型出站、矮型进路、复示信号机，容许、引导信号机及各种表示器不得小

于 200m。 

在地形、地物影响视线的地方，进站、通过、接近、预告、遮断信号机的显示距离，在

最坏的条件下不得小于 200 m。 

五、影响信号显示的处理 

在昼间遇有降雾、暴风雨雪及其他情况，致使停车信号显示距离不足 1000 m，注意或

减速信号显示距离不足 400 m，调车信号及调车手信号显示距离不足 200 m 时，应使用夜间

信号。 

因为昼间信号是以物体的形状、位置为显示方式，它要借助其他光源（主要是太阳光）

的反射。当遇有上述情况，其他光源照度降低，信号的形状、位置就反射不出来。而夜间信

号为一点光源，不需反射其他光源的光就能清晰地看到，为保证行车安全，提高运输效率，

故应使用夜间信号。 

因隧道内无阳光照射，光线较暗，用昼间信号机不易瞭望，故规定隧道内采用夜间或昼
夜通用信号，以提高信号显示距离。在条件许可，有较好的供电条件时，应优先采用昼夜通

用信号。 

六、信号机的定位 

信号机的定位是指无列车运行的条件下，信号机经常保持的位置或状态。使用完毕后须

立即恢复到规定的位置，即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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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站、出站、进路、调车、驼峰、驼峰辅助信号机，均以显示停车信号为定位；线

路所的通过信号机以显示停车信号为定位，其他通过信号机以显示进行信号为定位。 

（2）接近信号机、进站预告信号机、非自动闭塞区段通过信号机的预告信号机及通过臂

板，以显示注意信号为定位。 

（3）遮断、遮断预告、复示信号机以无显示为定位。 

（4）在自动闭塞区段内的车站（线路所），如将进站、正线出站信号机及其直向进路内的

进路信号机转为自动动作时，以显示进行信号为定位。 

七、信号机的关闭时机 

信号机的关闭时机，对行车安全、运输效率有直接关系，针对不同性质的信号机，对其

关闭时机有明确规定。 

（1）集中联锁车站的进站、进路、出站、通过信号机，当机车或车辆第一轮对越过该信

号机后自动关闭。 

（2）调车信号机在调车车列全部越过调车信号机后自动关闭。当调车信号机外方不设轨

道占用检查装置或虽设轨道占用检查装置而占用时，应在调车车列全部出清调车信号机内方

第一轨道区段后自动关闭，根据需要也可在调车车列第一轮对进入调车信号机内方第一轨道

区段后自动关闭。 

（3）引导信号应在列车头部越过信号机后及时关闭。 

（4）非集中联锁车站的进站信号机及线路所通过信号机，在列车进入接车线轨道区段后

自动关闭，出站信号机应在列车进入出站方面轨道区段后自动关闭。 

（5）非集中联锁车站，由手柄操纵的信号机。进站信号机在确认列车全部进入接车线警

冲标内方，出站信号机在列车全部越过最外方道岔并确认列车全部进入出站方面轨道区段后，

恢复手柄，关闭信号。 

（6）特殊站（场）执行上述规定有困难时由铁路局规定。 

八、信号机非正常显示时的规定 

（1）进站、出站、进路和通过信号机，对车站（场）、区间或铁路线路平面交叉处所起防

护作用。 

当防护区间、车站的信号机没有清晰准确的指示，列车盲目进入时，将造成严重后果。

所以规定当以上信号机的灯光熄灭、显示不明或显示不正确时，均应视为停车信号，列车不

准越过该信号机，以保证行车安全。 

（2）进站预告信号机或接近信号机用于预告进站信号机的显示状态。 

当该信号机没有清晰准确地预告进站信号机是在开放状态时，应准备在进站信号机前停

车，否则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进站预告信号机或接近信号机的灯光熄灭、显示不明或

显示不正确时，均视为进站信号机为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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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动闭塞区段通过信号机的预告信号机的灯光熄灭、显示不明或显示不正确时，视为

通过信号机为关闭状态。 

九、信号机的无效标记 

新设尚未开始使用及应撤除尚未撤掉的信号机，均应装设信号机无效标并应熄灭灯光；

如为臂板信号机须将臂板置于水平位置。 

信号机无效标为白色的十字交叉板。高柱色灯信号机的无效标装在机柱上，矮型色灯信

号机的无效标装在信号机构上，臂板信号机的无效标装在臂板上，如图 2-1所示。 

 

图 2-1  信号机无效标 

在新建铁路线上，新设尚未开始使用的信号机（进站信号机暂用作防护车站时除外），可

撤下臂板或将色灯机构向线路外侧扭转 90并熄灭灯光作为无效。 

十、同方向相邻两架信号机间的距离小于制动距离时的处理 

特殊地段因条件限制，同方向相邻两架指示列车运行的信号机（预告、遮断、复示信号

机除外）间的距离小于制动距离时，按下列方式处理： 

（1）在列车速度不超过 120 km/h的区段，当两架信号机间的距离小于 400 m时，前一架

信号机的显示，必须完全重复后架信号机的显示；当两架信号机间的距离在 400 m以上，但

小于 800 m时，后架信号机在关闭状态时，则前一架信号机不准开放。 

（2）在列车运行速度超过 120 km/h的区段，两架有联系的信号机间的距离小于列车规定

速度级差的制动距离时，应采用必要的降级或重复显示措施。 

第二节  固定信号 

固定信号是指固定安装在一定位置上的用于指示列车运行及调车工作的信号。它包括进

站、出站、进路、通过、预告、接近、容许、遮断、调车、驼峰、驼峰辅助、驼峰复示、进

站复示、出站复示及引导信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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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站色灯信号机 

1. 进站色灯信号机的作用 

所有车站入口处均应设进站信号机，用以指示列车能否进站及进站的运行条件。 

（1）防护车站。在进站信号机未开放前，列车不得进入站内。 

（2）指示列车进站的运行条件。列车经道岔的直向位置还是侧向位置进站，正线通过或

准备停车等。 

（3）锁闭接车进路有关道岔及敌对信号。当进路有关道岔开通位置不对或敌对进路信号

未关闭时，信号机不能开放，信号机开放后进路道岔锁闭，敌对信号不能开放。 

2. 进站色灯信号机的设置 

（1）进站信号机应设在距进站最外方道岔（列车进站时遇到的第一个道岔）尖轨尖端（顺

向为警冲标）不少于 50 m的地点。这是考虑一台机车挂 1～2辆货车在站内一股道转向另一

股道不致越出进站信号机，如图 2-2所示。 

 

（a） 

 

（b） 

图 2-2  进站信号机的设置位置 

（2）经常利用正线进行调车作业的车站，可适当延长进站信号机与进站道岔的距离，以

便调车时调车车列不致越出进站信号机，减少办理越出站界调车的手续。但延长后，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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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喉区的通过能力，所以延长的距离原则上不超过 400 m。 

（3）进站信号机与其后方第一架信号机（进路或出站）间必须大于规定的制动距离，特

殊情况下少于规定制动距离时，进站信号机与进站道岔的距离应适当加长，但原则上不超过

400 m。 

（4）进站信号机应尽量避免设在停车后起动困难的上坡道上、地势险峻地点、隧道内、

桥梁上，以及在列车停车后不能全部出清桥梁和隧道的停车地点。 

（5）双线自动闭塞区间反方向运行，因进站信号机前方未设色灯预告信号机，应在进站

信号机外方设预告标。预告标应设在进站信号机外方 900 m、1000 m、1100 m处。 

3. 进站信号机的外形及灯位 

进站信号机一般采用高柱双机构（两个二显示机构），带引导信号机构。从上到下灯位依

次是黄、绿、红、黄、月白。当采用矮型信号机时，如双线双向自动闭塞区段的反方向进站

信号机，采用一个四显示机构和一个三显示机构，四显示灯位为绿、黄、空、黄，三显示为

红、空、月白，三显示机构靠近线路。 

4. 进站信号机的编号 

进站信号机的命名是按列车运行方向进行的，上行用 S表示，下行用 X表示。若在车站

一端有多个方向的线路接入，则在 S或 X的右下角加上该信号机所述线路名的汉语拼音字头，

如东郊方面的下行进站信号机编为 XD、反方向的上行进站信号机编为 SF或 SN。若在同一方

向有几条线路引入，出现并置的进站信号机时，则应加缀区间线路名称（单方向可不加）或

顺序号。如山海关方面的上行进站信号机编为 SS2、SS4，北京方面的下行进站信号机编为 XB1、

XB3（上行用双数，下行用单数）。 

5. 进站色灯信号机的显示及含义 

（1）三显示自动闭塞、半自动闭塞、自动站间闭塞区段进站色灯信号的显示及含义。 

① 一个绿色灯光——准许列车按规定速度经正线通过车站，表示出站及进路信号机在

开放状态，进路上的道岔均开通直向位置，如图 2-3 所示（其中黄色光带代表列车进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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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进站信号机显示一个绿色灯光 

② 一个绿色灯光和一个黄色灯光——准许列车经道岔直向位置，进入站内越过次一架已

经开放的信号机准备停车，如图 2-4所示。 

 

 

图 2-4  进站信号机显示一个绿色灯光和一个黄色灯光 

③ 一个黄色灯光——准许列车经道岔直向位置，进入站内正线准备停车，如图 2-5所示。 

 

 

图 2-5  进站信号机显示一个黄色灯光 

④ 一个黄色闪光和一个黄色灯光——准许列车经 18 号及以上道岔侧向位置，进入站内

越过次一架已经开放的信号机，且该信号机防护的进路经道岔的直向位置或 18号及以上道岔

的侧向位置，如图 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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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进站信号机显示一个黄色闪光和一个黄色灯光 

⑤ 两个黄色灯光——准许列车经道岔侧向位置（但不满足上述第④项条件）进入站内准

备停车，如图 2-7所示。 

 

图 2-7  进站信号机显示两个黄色灯光 

⑥ 一个红色灯光——不准列车越过该信号机，如图 2-8所示。 

 

图 2-8  进站信号机显示一个红色灯光 

（2）四显示自动闭塞区段进站色灯信号机的显示及含义。 

① 一个绿色灯光——准许列车按规定速度经道岔直向位置进入或通过车站，表示运行前

方至少有 3个闭塞分区空闲，如图 2-3所示。 

② 一个绿色灯光和一个黄色灯光——准许列车按规定速度经道岔直向位置进入站内，表

示次一架信号机经道岔直向位置开放一个黄灯，如图 2-4所示。 

③ 一个黄色灯光——准许列车按限速要求经道岔直向位置进入站内正线准备停车，如图

2-5所示。 

④ 一个黄色闪光和一个黄色灯光——准许列车经过 18 号及以上道岔侧向位置，进入站

内越过次一架已经开放的信号机，且该信号机防护的进路经道岔的直向位置或 18号及以上道

岔侧向位置，如图 2-6所示。 

⑤ 两个黄色灯光——准许列车按限速要求越过该信号机，经道岔侧向位置（但不满足上

述第④项条件）进入站内准备停车，如图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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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一个红色灯光——不准列车越过该信号机，如图 2-8所示。 

（3）进站及接车进路、接发车进路色灯信号机的引导信号显示一个红色灯光及一个月白

色灯光——准许列车在该信号机前方不停车，以不超过 20km/h的速度进站或通过接车进路，

并须准备随时停车，如图 2-9所示。 

 

图 2-9  进站信号机显示一个红色灯光和一个月白色灯光 

二、出站色灯信号机 

1. 出站色灯信号机的作用 

（1）防护区间或闭塞分区并指示列车运行条件。 

（2）作为列车占用区间的行车凭证。 

（3）锁闭发车进路上的有关道岔及敌对信号，保证在信号开放后进路安全可靠。 

（4）指示列车在站内停车位置。 

2. 出站色灯信号机的设置 

（1）在车站的正线和到发线上应装设出站信号机。出站信号机应设在每一发车线的警冲

标内方（对向道岔为尖轨尖端外方）适当地点，如图 2-10所示。适当地点是指在设置出站信

号机时在不影响轨道电路正常作用前提下，应尽量少占用线路有效长。 

 

图 2-10  出站信号机的位置 

（2）在调车场的编组线上，必要时可设线群出站信号机。 

3. 出站信号机的外形及灯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