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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深圳市东部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市

龙岗区新轨道交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巴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比亚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比亚迪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比亚迪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比亚迪通信信号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世雄、林鸿全、刘国政、蒋海川、韩君怡、李慧、刘伟华、赵伟、刘栋、杜

伟、赵阳、李文钦、梁峰、张亚光、李保林、廖文彬、黄志平、李国栋、黄伟林、王松权、陈小林、冯

爱军、丁强、付义龙、张昳、赵娟娟、刘杨、何飞、林跃明、刘瑞联、黄裕锋、康华玲、黄伟潮、李科、

林伟森、张乃文、王小春、刘汝光、滕秀霜、马忠义、郭淑萍、郭甜、李君连、徐梦莹、晏艳珍、宿李、

李斯新、梁伦富、杨东周、温强、王道武、赵伟、刘栋、史秀荣、蒋坤、周子贤、肖辉、唐文伟、王玉、

单清云、孟强、饶江波、刘振华、黄伟、赵理想、王景云、李红艳、徐海霞、李志辉、王勇、李长松、

蔡忠海、孙静。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员：谢伟、郑生全、汤石男、王强、姚国如、王长庚、涂贤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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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导轨式胶轮系统是低运量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行车组织有别于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等其他制式，

行车组织管理不能完全套用现有的规范，因此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参照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8号）、《城

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14号）对行车组织管理的相关原则，针对导轨式胶轮

系统全自动运行线路的特点编制。

本文件填补了导轨式胶轮系统在行车组织管理相关标准方面的空白，可作为导轨式胶轮系统行车组

织管理的规范依据，为运营单位行车组织工作提供科学指导与技术支持，对于提高行车组织管理水平具

有指导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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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式胶轮系统行车组织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导轨式胶轮系统行车组织的总体要求，以及调度指挥、行车计划、行车设备设施、正

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施工行车组织、信号显示、运行及服务关键指标等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导轨式胶轮系统全自动运行线路的行车组织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URTA 0005 导轨式胶轮系统全自动运行线路初期运营安全评估基本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导轨式胶轮系统 beam-guiding rubber-tyred tram system

低运量城市公共交通的一种制式，车辆采用橡胶车轮走行于轨道梁上。车辆除走行轮外，在转向架

的两侧尚有导向轮，内嵌在轨道梁的U型槽内侧运行。

3.2

行车调度员 traffic controller

负责正线及综合车场的行车组织、施工管理及应急指挥等工作的人员，集成了行车调度员与车场调

度员的岗位职责。

3.3

设备调度员 equipment controller

负责全线设备设施统一调度管理，组织实施设备设施保养、检修及故障抢修等工作的人员，集成了

维修调度、车辆调度、环控调度及电力调度的岗位职责。

3.4

乘客调度员 passenger controller

负责热线接听，受理投诉、咨询，实现远程客服指导，运营信息收发及客服广播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集成了传统信息调度员与客服专员的岗位职责。

3.5

司乘人员 driver and conductor

负责车站及列车客服组织、现场运行监控、应急处置等工作的人员，集成了乘务与站务的岗位职责。

3.6

轨道梁 track beam

承载车辆动载和静载，并实现走行和导向功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梁或钢结构梁。

3.7

综合车场 integrated depot

设有导轨式胶轮系统的停车线、检修线、洗车线等设施，承担车辆的日常停放、充电、维护、检修

和清洁作业，以及设备、机具和工程车的维修作业，具备控制中心功能，并兼具行政、技术和物资管理

的综合场所。

3.8

全自动运行区域 fully automatic ope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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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列车自动进站停车、自动开关门、自动发车、自动折返、自动出入场、休眠、唤醒、自动调车

和自动洗车作业等全自动运行功能的区域。一般包括正线、折返线、渡线、停车线、出入场线、洗车线。

3.9

非全自动运行区域 not fully automatic operation area

不具备全自动运行功能的区域，一般包括检修线。

3.10

休眠 sleep

对停放于综合车场停车线、正线停车线或终端折返线指定区域的列车，对除休眠唤醒单元及车地通

信设备外的整列车设备进行断电的一种作业。

3.11

唤醒 awake

对休眠列车上电并完成上电自检、静态测试、动态测试等的一种作业。

3.12

行车计划 train operation plan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的综合计划，包括列车运行图、车辆运用计划、施工作业计划、乘务计划等。

3.13

调车作业 shunting operation

除列车在车站和综合车场到发以外的一切车辆或列车有目的的移动作业。

3.14

轨行区 track area

轨道附近一定范围内的立体空间，包括轨道梁U型槽及梁面空间，轨道上方一定范围内空间。

3.15

信号标志 signal sign

设在轨旁的标志牌，包括预告标、分界标、警冲标、限速标及停车标、警示标等。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M：Automatic Mode，列车自动运行模式

CAM：Creep Automatic Mode，蠕动模式

CM：Coded Train Operating Mode，列车自动防护模式

EUM：Emergency Unrestricted Train Operating Mode，非限制人工驾驶模式

FAM：Fully 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 Mode，全自动运行模式

RM：Restricted Train Operating Mode，限制人工驾驶模式

SPKS：Staff Protection Key Switch，人员防护开关

5 总体要求

5.1 行车组织工作应坚持安全生产的方针，贯彻高度集中、统一指挥、逐级负责的原则。

5.2 行车组织时间应以北京时间为准，从零时起计算，实行 24 h 制。

5.3 运营单位应按双线单方向组织列车运行，实行右侧行车制；列车运行方向应与线路定义的方向保

持一致。

5.4 运营单位应制定行车组织原则，并根据行车线路的封闭方式、范围、线路条件、设备条件等，制

定相应的细则，按照行车组织规则及细则做好行车组织工作。

5.5 运营单位应制定正常情况、非正常情况和应急情况下的行车组织方案，包含操作流程、行车安全

注意事项。

5.6 运营单位应根据设备设施的故障现象和影响程度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编制行车应急预案，发生

设备设施故障及突发事件时，按应急预案的规定组织行车，采取应急抢险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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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运营单位应对列车运行速度进行规定，并按规定的速度组织列车运行，列车运行速度不得超过允

许的最高运行速度。

5.8 运营单位根据运营线路规模及运营业务需要，宜设置值班主任、行车调度、设备调度、乘客调度、

司乘等运营生产岗位，并明确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和技能要求。运营人员的技能素质应满足 T/URTA 0005

的要求，持证上岗。

6 调度指挥

6.1 行车指挥层级自上而下分为线路控制级和现场执行级，下级服从上级指挥。线路控制级负责本线

路的运营状态监控、运行调整和应急指挥；现场执行级负责具体执行行车计划及现场应急处置。

6.2 正线、辅助线及综合车场的行车指挥应由控制中心负责。

6.3 控制中心应按列车运行图组织行车，监控列车进站、发车、区间运行、电量等情况。

6.4 行车人员应使用标准普通话和行车标准用语。行车标准用语应内容简明、语速适中、术语标准。

6.5 行车调度命令只能由行车调度员发布，行车各相关岗位人员必须服从指挥，严格按“一事一令”

要求执行。

6.6 行车调度命令分为书面命令和口头命令，书面命令包含纸质命令和电子命令。书面命令要素应包

含发令日期、时间、命令号码、发令人、受令人、命令内容；口头命令要素应包含命令号码、命令内容、

受令人；发令人应使用普通话和行车标准用语，受令人应复诵命令内容，命令记录应至少保存 1 年。

7 行车计划

7.1 运营单位应合理制定行车计划，内容包括列车运行图、车辆运用计划、施工作业计划、乘务计划

等。与行车相关的各部门应根据行车计划开展本部门工作，确保计划的实施。

7.2 列车运行图的编制应以满足客流需求为导向，综合考虑线路客流规律及线路衔接等因素，有效发

挥线路能力。

7.3 列车运行图应保持相对稳定，需要常态化延长运营服务时间或缩小行车间隔的，运营单位应充分

论证运用车数量、线路条件等设备设施能力及施工维修时间、人员配备需要等情况，确保满足安全运营

条件的方可组织实施。

7.4 列车运行图应至少保存 2 年。

7.5 运营单位应根据列车续航能力及运行计划，合理安排车辆轮换充电时间，满足运营用车需求。

7.6 运营单位应合理安排运营服务时间和首、末班车时间，正式运营线路每天的运营服务时间应不少

于 15 h；首末班车应考虑线路间的换乘衔接及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换乘衔接。

7.7 正常运营时，高峰时段最小行车间隔不宜大于 5 min，平峰时段不宜大于 10 min。

8 行车设备设施

8.1 运营单位应根据掌握与行车相关的各项设备设施的基本属性,开展行车组织和运营管理。

8.2 运营单位应开展土建工程、车辆、通信、信号、供电、机电等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工作，满足行

车组织需要。

8.3 运营单位应对各项设备设施进行日常巡检、测试和维修，满足行车组织、调度指挥、信息传送和

安全保证等功能要求。

8.4 运营单位应根据正线、辅助线和综合车场线路的信号布置、道岔、轨道梁等与行车相关的配置及

参数，核验相应行车标识。

8.5 运营单位应按线路运量规模配置运营车辆保有量；列车动力电池容量、续航能力满足行车需求。

8.6 建、构筑物及设备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侵入建筑限界及设备限界；车辆无论空、重及动静状态，均

不得超出车辆限界。

8.7 运营单位应确保运用车状态良好，动力电池电量充足，符合列车上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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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

9.1 运营前准备

9.1.1 运营单位各岗位人员应按时到岗。

9.1.2 控制中心应确认正线及综合车场轨行区的施工已全部销点。

9.1.3 运营单位应组织空驶列车限速轧道，确认线路安全。

9.1.4 运营单位应组织对车站出入口、站厅、站台及车站服务设备进行巡查，确认运营服务状态正常。

9.1.5 控制中心应加载或核对当日列车运行图，检查内容无误。

9.1.6 控制中心应确认调度工作站显示及操作正常。

9.1.7 控制中心应通过调度工作站确认供电、信号、通信、机电、综合监控等设备状态正常。

9.1.8 控制中心应确认运用车准备妥当。

9.2 列车运行

9.2.1 运营单位应制定不同情况下列车驾驶模式的运用规定，驾驶模式包含 FAM、AM、CM、RM、EUM、

CAM 模式。

9.2.2 运营单位应按列车运行图的要求开展运营生产工作，按图行车；首、末班车应严格按照运营时

刻表的时间，不得早发、迟发。

9.2.3 运营单位应根据信号系统具备的功能层级，制定由高至低的行车组织方法。行车组织方法由高

至低包括移动闭塞法、准移动闭塞法、进路闭塞法、电话闭塞法等。

9.2.4 列车站后折返前应组织清客，调度人员远程监控或司乘人员现场确认清客完成。

9.2.5 调度人员应监视客流及设备运行状态，根据运营需要适时采取有效措施调整列车运行秩序；司

乘人员应不间断巡视车站及列车，根据调度指令迅速赶往现场处理。

9.2.6 调度人员应掌握列车动力电池续航情况，及时组织列车上下线及轮换充电。

9.2.7 采用人工驾驶模式时，司乘人员应按照行车调度指令行车，严格控制运行速度，确保行车安全。

9.3 运营结束

9.3.1 运营单位应根据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退出服务，编制运营日报，内容包含行车里程、能耗指标、

故障信息等运营数据。

9.3.2 运营单位应在末班车发车前广播告知乘客停止进站购票；列车回场前应确认清客完毕。

9.3.3 运营单位应组织开展列车清洁、维护、充电等工作。

9.4 综合车场行车组织

9.4.1 运营单位应制定进出防护分区的管理制度，作业人员进出防护分区应征得调度人员批准，SPKS

状态显示应与控制中心一致，激活 SPKS 建立相应封锁区域；关闭 SPKS 前应确保所有人员离开封锁区域。

9.4.2 运营单位应明确列车在全自动运行区域与非全自动运行区域运行模式的转换程序；全自动运行

区域宜采用全自动运行模式行车，非全自动运行区域应采用人工驾驶模式行车。

9.4.3 综合车场作业应按列车运行计划优先组织接发列车，接发列车时，应停止影响接发车进路的调

车作业及施工作业。

10 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

10.1 运营调整时的行车组织

10.1.1 列车运行中发生故障不能保障安全运行时，应清客后退出运营；组织清客时，同一车站不宜组

织连续两列及以上列车清客。

10.1.2 区间发生设备故障或其它影响列车运行的情况，控制中心应根据故障或影响情况，可采取设置

临时限速或停车；设置限速时，应明确限速区域、限速值、限速时段及起止时间。

10.1.3 需要扣车时，控制中心应优先采用信号设备操作，车站临时停车时间较长时，应保持车门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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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门打开状态并做好解释；取消扣车时应遵循“谁扣谁放”的原则。

10.1.4 因运营调整需要或车站不具备乘客安全乘降条件时，控制中心应组织列车越站运行，及时广播

告知乘客。

10.1.5 因运营调整需要反方向运行时，控制中心应确认线路空闲，控制运行列车与对向列车的行车间

隔；及时广播告知乘客，维持乘车秩序。

10.1.6 列车退行时，控制中心应扣停后续列车，确认进路空闲并满足安全运行条件。

10.1.7 加开备用列车时，控制中心应及时调整列车轮换充电计划。

10.2 设备故障时的行车组织

10.2.1 计轴区段非正常占用时，控制中心应确认有无列车占用，满足行车安全后发布调度命令，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行车组织方法行车。

10.2.2 道岔故障时，控制中心应采用变更进路行车，无变更进路时应组织人员将故障道岔固定在正确

位置，确认安全后组织列车限速通过，及时组织抢修。

10.2.3 单列车车载信号设备故障时，控制中心应组织列车清客，人工驾驶列车退出服务，确需继续载

客运行至终点站的，应控制列车间隔并限速运行。

10.2.4 中央或轨旁信号设备故障时，控制中心应组织人工驾驶，明确对应区段及驾驶模式转换的车站。

10.2.5 充电设备故障时，控制中心应根据故障原因、影响范围、故障处理预计时间及时调整运营计划，

最大程度维持运营服务。

10.2.6 站台门与车门不能联动开关时，控制中心应组织司乘人员协助开关站台门或越站运行。

10.2.7 车辆故障时，控制中心应组织车辆维护人员排除故障；无法动车时，应根据救援预案组织救援。

10.3 运营突发事件时的行车组织

10.3.1 列车发生分离、冲突、撞岔等情况时，运营单位应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根据现场情况变更

行车交路，启动应急接驳。

10.3.2 人员非法进入行车区域时，控制中心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扣停相关列车，封锁相关区域，组织

将非法进入人员带离行车区域。

10.3.3 区间疏散乘客时，控制中心应根据现场疏散条件明确疏散方向，及时调整影响区域的行车组织，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组织乘客疏散。

10.3.4 突发大客流时，控制中心应组织大客流疏导、限流、封站等临时措施，可采取加开列车、调整

停站时间、越站等行车调整措施。

10.4 自然灾害时的行车组织

10.4.1 遇高架线路风力达到 7 级时，运营单位应组织列车限速 60 km/h 运行，风力达到 8 级时限速

25 km/h，风力达到 9 级及以上时应停运。

10.4.2 遇雾、霾、雨、雪、沙尘等恶劣天气时，控制中心应根据应急预案启动雨雪模式。

10.4.3 因降雨、内涝等造成车站进水，严重影响客运服务的，控制中心可采取关闭车站、列车越站等

措施。线路积水超过轨道梁面时，列车不得通过积水区域。

10.4.4 发生地震有明显震感时，控制中心应按应急预案组织行车，采取限速、停运、封站等应急处置

措施。采取停运措施时，区间列车尽量维持运行至前方车站；被迫停留区间的列车无法动车时，及时组

织乘客区间疏散。

10.5 社会安全事件时的行车组织

10.5.1 发生火灾、爆炸、毒气攻击等事件时，控制中心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列车维持进站疏散

乘客；被迫停留区间的列车无法动车时，及时组织乘客区间疏散；根据现场情况通知消防、公安、医疗

等外部部门赶至现场处置。

10.5.2 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控制中心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列车不停站运行至指定车站，及时

通知公安、医疗赶至现场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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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工行车组织

11.1 运营单位应制定运营、非运营期间施工管理规定及故障抢修原则。

11.2 运营单位应合理安排施工作业计划，严格按计划执行，落实请销点制度及施工安全防护。

11.3 运营单位应确定施工时间范围，除抢险救援外，运营期间不应开展影响行车的施工作业；非运营

期间的施工作业需延长作业时间的，不应影响次日运营。

11.4 设备设施调试、升级、更新改造等重大施工，运营单位应与设备供应商充分论证，组织制定施工

方案，行车调度员应审核施工方案，制定并组织落实行车保障措施。

11.5 运营单位应制定列车调试规定，因调试需要超速运行的，应进行技术论证并制定安全措施，严禁

超过线路允许速度。

11.6 运营单位应制定外单位施工的规定并明确安全管理职责。

11.7 控制中心应根据施工计划组织列车开行，明确列车运行区域与相邻施工区域的防护间隔。

11.8 工程车作业时，运营单位应根据装载货物及编组情况合理限速；工程车装卸货物时，应做好安全

防护及防溜措施；随车施工人员配合工程车作业时，人员必须在工程车运行方向后方。

12 信号显示

12.1 运营单位应根据信号机的不同颜色显示或组合显示，明确所代表的运行条件。

12.2 运营单位应规范手信号显示要求，包括信号旗、信号灯、徒手信号等。

12.3 行车相关人员应按信号的显示要求或显示条件行车。

12.4 运营单位宜结合线路及信号系统功能特点明确视觉信号显示、听觉信号鸣示的方式和含义。

13 运行及服务关键指标

运营单位应根据实际运营情况统计运行及服务关键指标，指标的定义及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A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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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运行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A.1 配属列车数

A.1.1 线路配属列车数

定义：统计期末，运营线路所拥有的用于运营服务的全部列车数。

单位：列。

A.1.2 线路日均配属列车数

定义：统计期内，运营线路所拥有的用于运营服务的全部列车数的日平均值。

单位：列每日。

计算方法：见式A.1。

��Ā �
∑��Ā
��

…………………………………………（A.1）

式中：

��Ā——线路日均配属列车数；

��Ā——线路配属列车数，单位为列；

��——统计天数，单位为日。
注1：拥有是指在固定资产台账中所列出的企业资产，包括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

注2：新购、新制和调入的运营车辆，自交付投入之日起计算。

注3：调出、报废和调作他用的运营车辆，自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不再计入。

注4：不计不投入载客运营，仅供测试、维护、工程使用的车辆。

注5：按不同编组数分别统计，再统计总数。

A.2 配属车辆数

定义：统计期末，运营线路所拥有的用于运营服务的全部车辆数。

单位：辆。

A.3 上线列车数

A.3.1 线路日均上线列车数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正常工作日运营中实际用于上线列车的平均值。

单位：列每日。

计算方法：见式A.2。

��Ā �
∑��Ā
��
…………………………………………（A.2）

式中：

��Ā——线路日均上线列车数；

��Ā——线路工作日上线列车数，单位为列。

A.3.2 线路最大上线列车数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平日运营中实际用于上线列车的最大值。

单位：列。

计算方法：见式A.3。

��Ā � ���﹛��Ā﹜…………………………………（A.3）

式中：

��Ā——线路最大上线列车数。
注1：上线列车数不包括未进入正线及辅助线的备用车数。

注2：正常工作日不包括公共节假日、大型集会活动日等特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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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列车上线率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配属列车数中上线列车数所占的比例。

单位：%。

计算方法：见式A.4。

��Ā �
��Ā
��Ā
� ���⺁…………………………………………（A.4）

式中：

��Ā——线路列车上线率。

A.5 每公里配车数

定义：统计期末，运营线路中单位运营里程所拥有的配属列车数。

单位：列每公里。

计算方法：见式A.5。

��Ā �
��Ā
��Ā
…………………………………………（A.5）

式中：

��Ā——线路每公里配车数。

A.6 运营车公里

定义：统计期内，列车为运营业务在运营线路上载客行驶和空车行驶的全部里程。

单位：车公里。

计算方法：见式A.6。

���Ā � �� � ��……………………………………（A.6）

式中：

���Ā——线路运营车公里；

��——线路载客车公里，单位为车公里；

��——线路空驶车公里，单位为车公里。
注1：载客车公里为载客列车始发站至终到站之间的行驶里程。

注2：空驶车公里包括备用列车的行驶里程，通勤车行驶里程，从车场至运营线路出、回场里程，折返里程，中途

故障和其他原因空驶到起点、终点或车场的里程及其他不可载客的空驶里程。

注3：运营车公里也可以列统计，单位为列公里。

A.7 走行车公里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运营车辆所行驶的全部里程。

单位：车公里。
注1：线路走行车公里包括线路运营车公里和车场内运行、正线调试、救援、清客后运行等里程。

注2：救援里程包含救援与被救援列车里程。

注3：若列车在区间清客，清客后运行公里以列车开行方向下一站开始计算里程。

A.8 车公里利用率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运营车公里与线路走行车公里的比值。

单位：%。

计算方法：见式A.7。

��.Ā �
���Ā
��晦Ā

� ���⺁…………………………………（A.7）

式中：

��.Ā——线路车公里利用率；

��晦Ā——线路走行车公里。

A.9 列车平均编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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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统计期末，线路配属列车中平均每列车的车辆编组数。

单位：辆。

计算方法：见式A.8。

���Ā �
��Ā
�

��Ā
� ���⺁……………………………………（A.8）

式中：

���Ā——线路列车平均编组数；

��Ā
� ——线路配属车辆数。

A.10 列车定员

定义：统计期末，线路客运列车额定载客的能力。

单位：人。

计算方法：按车辆技术规格书规定的运营列车额定载客能力。

A.11 运力

A.11.1 断面运力

定义：单位时间内，线路某断面单向的运输能力。

单位：人。

计算方法：见式A.9。

���� � �Ā � �……………………………………（A.9）

式中：

����——断面运力；

�Ā——断面单向开行列数；

�——列车定员。

A.11.2 线路运力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实际所提供的全部载客运营列车的运输能力。

单位：人。

计算方法：见式A.10。

���Ā � ��� � �……………………………………（A.10）

式中：

���Ā——线路运力；

���——线路上线列次。

A.12 客位里程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运营车公里与列车定员的乘积，表示线路为乘客及其位移提供载客服务的能

力。

单位：人公里。

计算方法：见式A.11。

���Ā � ���Ā � �……………………………………（A.11）

式中：

���Ā——线路客位里程。
注：客位里程又称运能公里。

A.13 平均满载率

定义：统计期内，运营线路所有上线列车的平均满载情况。

单位：%。

计算方法：见式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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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
���Ā
���Ā

� ���⺁……………………………………（A.12）

式中：

��﹨Ā——线路平均满载率；

���Ā——线路日均客运周转量。

A.14 运行速度

A.14.1 技术速度

定义：统计期末，列车在运营线路上自起点站至终点站，不计停站时间的运行速度。

单位：km/h。

计算方法：见式A.13。

��t� �
��Ā
��
…………………………………………（A.13）

式中：

��t�——技术速度；

��Ā——线路运营里程，单位为km；

��——单程区间运行时间，单位为h。

A.14.2 最高运行速度

定义：统计期内，列车在正常运营状态下所达到的最高速度。

单位：km/h。

A.14.3 旅行速度

定义：列车在运营线路长度范围内从始发站到终点站到达（计停站时间）的运行速度。

单位：km/h。

计算方法：见式A.14。

�� �
��Ā

�o��tz
…………………………………………（A.14）

式中：

��——旅行速度；

�tz——单程中间站停站时间，单位为h。

A.15 乘客服务

A.15.1 最大/最小发车间隔

定义：统计期内，正常运营情况下同一线路的相邻两列同向列车驶离起点站的时间间隔的最大/最

小值。

单位：s。

A.15.2 线路运营时间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日均向乘客开放运营的时间。
注：线路运营时间为当日第一班载客列车到达发车站的时间至最后一班列车到达终点站的时间。

A.15.3 列车服务可靠度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列车发生5 min及以上延误事件之间平均行驶的运营车公里。

单位：万车公里每件。

计算方法：见式A.15。

�﹨Ā �
���Ā
��.Ā

� ����……………………………………（A.15）

式中：

�﹨Ā——列车服务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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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5 min及以上延误事件，单位为件。

A.16 计划开行列次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中按照运营计划开行的载客、空驶列车数之和。

单位：列次。

计算方法：见式A.16。

���Ā � ��� � ��
� ……………………………………（A.16）

式中：

���Ā——线路计划开行列次；

���——线路计划载客列次，单位为列次；

��
� ——线路计划空驶列次，单位为列次。

注1：不包括调试车和计划外的加开列次。

注2：计划开行列次包括计划载客列次和计划空驶列次两部分，根据每日执行运行图中所对应的列车计划统计。

A.17 计划兑现列次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中按照列车运行图（运行时刻表）实际开行的计划列车数。

单位：列次。
注1：列车按列车运行图规定的始发、终到站完成完整的运行交路时，视为计划兑现开行。

注2：中途折返（含具有存车能力的停车线开出的列车）的载客列车视为计划兑现开行。

注3：载客列车中途改变列车性质，变更前的列车视为计划兑现开行。

注4：同性质列车中途变更列车车次，实际开行列次只按初次变更前的列车车次统计为1列。

注5：实际开行列次包括实际载客列次和实际空驶列次两部分，当出现列车行驶一个单程既有载客又有空驶时，统

计为载客列次。

A.18 加开列次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根据实际需要不在计划运行图内而增加开行的总列次。

单位：列次。

计算方法：见式A.17。

���Ā � �zj � �kj……………………………………（A.17）

式中：

���Ā——线路加开列次；

�zj——线路加开载客列次，单位为列次；

�kj——线路加开空驶列次，单位为列次。

A.19 停运列次

定义：统计期内，在运营时间因突发事件，临时取消线路运行图中某些列车的开行次数。

单位：列次。

计算方法：见式A.18。

���Ā � ���Ā � ���Ā……………………………………（A.18）

式中：

���Ā——线路停运列次；

���Ā——线路计划兑现列次。

A.20 晚点列次

定义：统计期内，列车运行图（时刻表）在执行过程中，列车在始发站出发或到达终到站的时刻与

列车运行图（时刻表）计划时刻相比大于或等于规定的晚点统计标准时均记为晚点，可分为始发晚点和

到达晚点。

单位：列次。
注1：加开列次不计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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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因首列晚点造成的后续晚点均计入晚点列次。列车始发晚点，但其全程运行时间未超过列车计划运行图（时

刻表）规定的全程运行时分，不计入晚点。

注3：对于中途退出的列车，按其退出运营的车站作为到达站统计晚点。

注4：同性质列车中途变更列车车次，到达晚点按初次变更前的列车车次统计。

A.21 实际开行列次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列车实际开行的总列次数为计划兑现列次与加开列次之和。

单位：列次。

计算方法：见式A.19。

���Ā � ���Ā � ���Ā……………………………………（A.19）

式中：

���Ā——线路实际开行列次。

A.22 正点率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正点列车次数与线路全部开行列车次数之比。

单位：%。

计算方法：见式A.20。

��Ā �
���Ā���Ā
���Ā

� ���⺁……………………………………（A.20）

式中：

��Ā——列车正点率；

��Ā——线路列车始发与到达晚点列次之和。

A.23 列车运行图/时刻表兑现率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列车运行图/时刻表计划兑现列次与线路计划开行列次之比。

单位：%。

计算方法：见式A.21。

��晦Ā �
���Ā
���Ā

� ���⺁……………………………………（A.21）

式中：

��晦Ā——线路列车运行图/时刻表兑现率。

A.24 5 min 及以上延误事件数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中发生的5 min及以上延误事件数。

单位：件。
注1：列车在运行图或者时刻表执行过程中，在任意车站的延误时间大于或等于5 min时，记为本单向运行造成5 min

及以上延误事件1次。

注2：5 min及以上延误事件分5 min（含）～1 5min、15 min（含）～30 min、30 min（含）及以上3个等级。

注3：因同一原因引起的多个5 min（15 min、30 min）延误，按事件造成的最大影响范围只记1个延误事件。

注4：同样原因造成列车在单向运行中多个站晚点，只计本方向晚点1次。

A.25 5 min 及以上延误率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列车每运营百万车公里所发生的5 min及以上延误事件数。

单位：件每百万车公里。

计算方法：见式A.22。

��tĀ �
��.Ā

���Ā�����
………………………………………（A.22）

式中：

��tĀ——线路5 min及以上延误率。

A.26 清客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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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统计期内，在线路运行图或者时刻表执行过程中，已进行载客的列车因故障、事故而无法继

续执行载客业务，需要在车站或区间将乘客由车厢中清出至站台的列次数。

单位：列次。
注：清客列次包括因需要救援故障、事故列车而清客的列车。

A.27 清客频次

定义：统计期内，线路因发生故障、事故引起清客事件之间的平均运营车公里。

单位：万车公里（万列公里）。

计算方法：见式A.23。

���Ā �
���Ā

���Ā����
………………………………………（A.23）

式中：

���Ā——线路清客频次；

���Ā——线路清客列次。

A.28 救援列次

定义：统计期内，在线路正线上，列车因故障（包括列车故障和其他设备故障）需另外的列车进行

牵引或推进的次数。

单位：列次。

A.29 掉线列次

定义：统计期内，因车辆、乘务（不含运营调整）等原因致使正在运行列车未完成线路列车运行图

所规定的任务而退出正线运营的列数。

单位：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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