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轨道交通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1. 了解计算机、直流电、交流电、接触网、行车调度等基本知识； 

2. 了解机械制图原理，能看懂相关图纸； 

3. 掌握测量、桥隧、路基及轨道基本知识； 

4. 掌握安全用电、安全作业和防护等基本知识。 

【知识要求与技能要求】 

1. 制图基本知识； 

2. 测量基本知识； 

3. 直、交流电基本知识； 

4. 计算机基本操作知识； 

5. 轨道基本知识； 

6. 桥隧、路基基本知识； 

7. 安全作业、防护基本知识； 

8. 接触网（轨）、轨道电路基本知识； 

9. 行车调度基本知识； 



10. 能安设、刷新线路标志。 

第一节  城市轨道交通概述 

一、城市轨道交通分类 

城市轨道交通包括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系统、磁浮系统、自动导

向轨道系统、市域快速轨道系统。此外，随着交通系统的发展，其他一些新交通系统也应运

而生。 

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具有节能、省地、运量大、全天候、无污染（或

少污染）又安全等特点，属绿色环保交通体系，特别适应于大中城市。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猛，已经建成或正在兴建的城市轨道交通几乎包括了上述各种

类型，已有 30 多座城市建成了或正在新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或拟就了建设规划。 

1. 地铁系统 

地铁是一种大运量的轨道运输系统，采用钢轮钢轨体系，标准轨距为 1435mm，主要在

大城市地下空间修筑的隧道中运行，当条件允许时，也可以穿出地面，在地上或是高架桥上

运行。地铁按照选用车型的不同，可分为常规地铁和小断面地铁；根据线路客运规模的不同，

又可分为高运量地铁和大运量地铁。地铁最高行车速度不应小于 80km/h。 

2. 轻轨系统 

轻轨系统是一种中运量快速轨道交通运输系统。英、美称之为 LRT，俄罗斯称为 OPT，

其意为“轻轨运输”或“轻轨系统”。德国把它称为“城市铁道”，日本称为“轻轨电车”。它可以运行

在地下，也可以建成高架轨道形式，还可在地面上运行。它是由现代有轨电车发展起来的，

既可在技术上自成体系，也可采用地铁技术制式，与地铁难以辨别。但从宏观上说，轻轨交

通最主要的特征是其运量规模比地铁小，其单向高峰小时断面流量为 10000～30000 人。因

此，有人把凡是高峰小时断面流量在这个范围的其他形式轨道交通如单轨交通、新交通系统、

直线电机驱动的城轨车辆交通等都称之为轻轨交通。 

3. 单轨系统 

单轨系统是一种车辆与特制轨道梁组合成一体运行的中运量轨道交通系统，轨道梁不仅

是车辆的承重结构，同时也是车辆运行的导向轨道。单轨系统的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车

辆跨骑在单片梁上运行的方式，称之为跨座式单轨系统；另一种是车辆悬挂在单根梁上运行



的方式，称之为悬挂式单轨系统。 

4. 有轨电车系统 

世界上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开通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时间是 1888 年 5 月。

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于 1909 年 3 月 5 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建成。旧式有轨电车速度低、运

量小、舒适性差、技术落后，许多国家都对其进行了改造或拆除。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

大连、长春、哈尔滨、鞍山、香港等城市和地区，都曾经有过有轨电车，目前只有大连、鞍

山、长春、香港还保留着有轨电车，大连、长春还对有轨电车进行了改造。 

5. 磁浮系统 

磁浮系统是一种运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电磁原理、依靠电磁力使车厢悬浮并行走

的轨道运输方式。磁浮交通有常导和超导两种类型。常导式磁浮线路能使车辆浮起 10～15mm

的高度，运行速度较低，用感应线性电机来驱动。超导式磁浮线路能使车辆浮起 100mm 以

上，速度较高，用同步线性电机来驱动，技术难度较大。日本使用超导体产生的磁力使列车

悬浮，列车时速可达 500 多千米。德国使用常导相吸原理达到磁浮，时速也提高到 400 多千

米。中国的上海浦东建成的磁浮交通，最高时速可达 430 千米。 

6. 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是一种大运量的轨道运输系统，客运量为 20 万～45 万人次/日（一

般不采用高峰小时客流量的概念）。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适用于城市区域内重大经济区之间

中长距离的客运系统。市域快速轨道列车主要在地面或高架桥上运行，必要时也可采用隧道。

当采用钢轮钢轨体系时，标准轨距亦为 1435mm，由于线路较长，站间距相应较大，必要时

可不设中间车站，因而可选用最高运行速度在 120km/h 以上的快速专用车辆，也可选用中低

速磁悬浮列车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二、城市修建轨道交通的必要性及设计原则 

地铁在现代化城市中，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较为合理的方案，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

后发展更为迅速。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这样就使城市中空气

污染、噪声污染、交通拥挤等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因素逐渐突出，于是居民区就向城市郊

区扩展。在上、下班时间和节假日，城市交通更显得拥挤混乱。原有城市道路面积和城市

面积比例（道路率）是受城市发展制约的，一般不易改变，若想通过拆迁改造城市交通状

态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如何改进城市交通就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

问题。  

世界上，人口较为集中的大城市（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单方向每小时稳定的等候客流

密度超过 3 万人，以地下铁道作为城市交通主体，已成为发展的趋势。 



大城市的交通设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能够保持大量的、不断的输送能力，安全、快

速、正点，运价低廉并且舒适。地下铁道比起地面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电车来说，在这方

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下铁道有专用的轨道，不和地面交通交叉，能高速运行。它建于

地下，在修建技术上是可行的，其唯一的缺点是建设费用高，建设周期长。 

作为现代化城市高速轨道交通设施的地下铁道，已在世界上许多城市修建，其中以伦敦

通车时间最早，于 1863 年 1 月 10 日开始运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通车的城市有：巴黎、

纽约、东京、柏林、维也纳、莫斯科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汽车普及、车辆拥挤、道路

通过能力降低，迫使更多的城市修建了地下铁道。另外，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欧洲

人口在 100 万以上规模的城市，大体都有了地下铁道。 

我国随着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不断发展，旧城区有了很大变化，卫星城和新工业城市大量

出现；面临这些情况，我国也同样存在着如何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 

地铁线路的设计应该考虑线路网形式、线路主要走向、车站位置、线路埋深等综合因素，

配合城市规划方案和现有地面及地下建筑物位置，尽量减少拆迁、减少施工过程中对既有交

通的影响。 

在线路经过高大建筑物、名胜古迹等地点时，应作横断面定线，以尽量减少对这些建筑

物基础的影响。 

线路应尽量平行于城市规划红线，沿主干街道行走，以便于城市管道的布设。线路纵断

面的位置，受城市地形和防护要求的制约；在一定的土层覆盖厚度要求条件下，即可拟定站

台标高；用此标高作为站间标高的控制点。站间线路纵断面，可根据规定的最大、最小坡度，

最小坡段长及站间地形等条件选择确定。 

第二节  地铁线路及桥隧建筑物 

一、地铁线路 

地铁线路是地铁轨道、路基和桥隧建筑物等的总称。 

地铁线路按其在运营中的作用，应分为正线、辅助线和车场线。辅助线包括折返线、渡

线、联络线、停车线、出入线、安全线等。 

正线是指载客列车运营的贯通线路。 

辅助线是指为保证正线运营而设置的不载客列车运行的线路。 

联络线是指连接两条独立运行正线之间的线路。 

试车线是指对车辆进行动态性能试验的线路，其线路标准通常应与正线一致。 

地铁的线路敷设方式，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地理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一般在城



市中心地区宜采用地下线，其他地区条件许可时宜采用高架线或地面线。 

地铁的线路平面位置和高程应根据城市现状与规划的道路、地面建筑物、管线和其他构

筑物、文物古迹保护要求、环境与景观、地形与地貌、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采用的结

构类型与施工方法以及运营要求等因素，经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确定。 

桥隧建筑物是桥梁、隧道、涵洞、明渠、天桥、地道、跨线桥、调节河流建筑物等的总

称。 

二、桥梁的组成与分类 

1. 桥梁的组成 

桥梁由上部结构、下部结构、防护设备及调节河流建筑物组成（图 1.1）。 

上部结构：包括桥面、桥跨结构（梁拱）、支座。 

下部结构：包括桥墩、桥台及基础。 

防护设备及调节河流建筑物：包括桥涵限高防护架、护锥、护岸、护基、护底、导流堤、

丁坝、梨形堤等。 

 

图 1.1  桥梁结构图 

2. 桥梁的分类 

（1）按桥梁长度分类。 

特大桥：桥长 500m 以上。 

大桥：桥长 100m 以上至 500m。 

中桥：桥长 20m 以上至 100m。 

小桥：桥长 20m 及以下。 

（2）按桥梁拱材质分类。 

钢桥：以钢材作为桥跨结构主要建筑材料的桥。 

钢筋混凝土桥：桥跨结构以包含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为主制造的桥。 

预应力混凝土桥：桥跨结构以用预应力钢材预先施加应力的混凝土为主制造的桥。 

石桥：桥跨结构用石料建造的桥。 

木桥：以木材作为桥跨结构主要建筑材料的桥。 



（3）按桥面位置分类。 

上承式桥：桥面位于桥跨结构上部的桥[图 1.2（a）]。 

中承式桥：桥面位于桥跨结构中部的桥[图 1.2（b）]。 

下承式桥：桥面位于桥跨结构下部的桥。 

下承式桥又分为穿式桥和半穿式桥。桥面上方有横向联结系者称为穿式桥[图 1.3（a）]，

桥面上方无横向联结系者称为半穿式桥[图 1.3（b）]。 

     

（a）上承式                   （b）中承式                     （a）穿式    （b）半穿式 

图 1.2  上承式、中承式桥梁                        图 1.3  下承式桥梁 

（4）按桥跨结构承受荷载的特征分类。 

梁桥：用梁作为桥跨结构的桥。有简支梁桥、连续梁桥、悬臂梁桥三种。 

拱桥：用拱圈或拱肋作为桥跨结构的桥。拱桥又可按结构形式分为：无铰拱、双铰拱、

三铰拱；按有无外推力分为：推力拱、无推力拱。 

刚构桥：桥跨结构与桥墩或桥台刚性连接的桥。 

框架桥：桥梁为整体箱形框架的桥。 

悬索桥：用桥塔支撑锚于两岸（端）的缆索，借助挂于缆索上的吊杆悬吊桥面和梁形成

桥跨结构的桥。 

斜拉桥：以斜拉索连接索塔和主梁作为桥跨结构的桥。 

综合体系桥：桥跨同时有几个体系特征结构，相互联系结合而成，如钢桁拱桥等。 

（5）按梁的截面形式分类。 

板形梁：适用于低高度梁，当桥梁高度受到限制时，采用此种形式。 

钢板梁：由钢板或型钢组成工字形截面主梁，并由纵、横联结系连接的梁。 

混凝土板梁：宽腹板、跨度较小的普通钢筋混凝土梁。 

T 形梁：T 形梁是既有线混凝土桥梁最常见的截面形式。 

混凝土 T 梁：横截面为 T 形的混凝土梁。 

箱形梁：随着列车的提速，桥梁的刚度要求越来越高，箱形梁在线路上使用越来越多。 

钢箱梁：由纵、横向加劲肋加强的钢板所组成的单室或多室箱形截面梁，如图 1.4。 

混凝土箱梁：横截面呈一个或几个封闭箱形的混凝土梁。 



 

图 1.4  箱形梁 

三、隧道的组成与分类 

1. 隧道的组成 

隧道的组成包括主体建筑物和附属设备两部分。主体建筑物由洞身和洞门组成；附属设

备包括避车洞和防排水设施，长大隧道还有专门的通风及照明设备。 

2. 隧道按长度的分类 

特长隧道：全长 10000m 以上。 

长隧道：全长 3000m 以上至 10000m。 

中隧道：全长 500m 以上至 3000m。 

短隧道：全长 500m 及以下。 

隧道长度系指进出口洞门端墙墙面之间的距离，即以端墙面与内轨顶面的交线同线路中

线的交点计算。计算时，双线隧道以下行线为准，位于车站上的隧道以正线为准。 

四、涵渠的组成与分类 

涵洞、明渠、渡槽、倒虹吸管统称为涵渠。 

涵洞由洞身、基础、进出口建筑物（即端墙、翼墙等）以及附属设备组成（图 1.5）。 

 

图 1.5  涵洞的组成部分 



1. 涵洞的分类 

按结构形式分：拱涵、圆涵、框构涵、盖板涵等。 

按水力特性分：有压涵、无压涵。 

按孔数分：单孔、双孔、多孔等。 

排洪涵洞的最小孔径不应小于 1.25m，且全长不超过 25m。当全长超过 25m 时，为便

于养护，孔径应相应加大。无淤积的灌溉涵孔径应不小于 0.75m。当孔径为 0.75m，且 h<1.0m

时，长度不宜超过 10m；h≥1.0m 时，长度不宜超过 15m。城市或车站范围内涵洞的孔径，

需酌情加大。 

2. 涵洞有关尺寸的规定 

（1）涵洞的净跨径。 

涵洞的净跨径：拱涵为起拱线间的水平距离，框构涵为涵内水平距离，圆涵为内径（卵

形或扁圆形的为水平方向最大距离），盖板涵为墩台间净距。 

（2）涵洞的全长。 

涵洞的全长即涵洞的轴长，包括端墙在内。 

框构涵和盖板涵的全长为边墙间横向宽度，以长边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