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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到发线长度是高速铁路车站的关键技术指标，直接关系到工程投资和行车效率。分析

我国高速铁路到发线有效长设置现状以及到发线有效长的确定依据。根据我国列控系统近年来
的变化，综合考虑安全和效率，建立到发线有效长计算模型，计算得出当前技术条件下到发线
有效长可压缩至 540 m，给出到发线相关技术设备的布置建议，并对立折和重联摘解等作业场
景下方案的可行性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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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国京沪高铁车站到发线有效长大量在

引言
到发线有效长是高速铁路车站设计的核心标准，

其不仅影响到工程投资，而且与行车安全、行车效率
息息相关。我国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中规定
停靠长编组列车时高速铁路贯通式车站的到发线有效
长应采用 650 m，明显长于日本 （530 m）、德国 （450 m）
等国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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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m 左右，未满足设计规范的相关要求。2019 年 1 月
5 日，约 440 m 长的 17 辆超长编组“复兴号”列车在京
沪高铁正式上线运行，表明我国目前的到发线有效长对

绝大多数不运行 17 辆编组“复兴号”的线路是有一定
冗余的。

到发线有效长与列控系统、动车组牵引制动性能
等有着密切关系，若无法与之合理匹配，则会导致司
机对标停车困难、增加行车间隔甚至列车冒进信号等
安全事故。考虑到我国列控系统已经进行了多次优化，
有必要在分析高速铁路到发线有效长影响因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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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研究与当前技术条件相匹配的到发线有效长。

1

我国高速铁路车站到发线有效长
与普速铁路略有不同，高速铁路到发线有效长是指

到发线两端警冲标间的距离。我国高速铁路相关设计规
范要求到发线有效长为 650 m，其中站台长 450 m，动
车组停车标在站台内侧 15 m，出站信号机在站台外侧

45 m，出站应答器组在信号机内侧距离≥20 m，警冲标
在出站信号机外侧 55 m （见图 1）。

运行过程中测速测距等各种误差而预留了 60 m 的安全
防护距离，即控车曲线的实际“0 速”点位于打靶点—
出站信号机—前 60 m。若动车组停车位置标距出站信
号机小于 60 m，则司机在股道上会受到控车曲线的影

响而未到达停车标时被迫停车，导致司机需再次启动
列车前移以完成对标，即所谓的“靠标停车困难”或
“二次停车”［2］。因此，停车标应距出站信号机 60 m 及

以上的距离，具体数值由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自行确定，
但一般按不小于 80 m 掌握。

2. 4

出站应答器与警冲标间的距离

当发生进站信号机故障等特殊情况时，需要开放
引导信号接车，此时列车以引导模式进站运行，若
此时司机操纵失误，有可能以引导模式冒进出站信
号，此时出站应答器中的绝对停车包可起到最后一
图1

2
2. 1

高速铁路到发线有效长示意图

高速铁路车站到发线有效长确定依据
站台长度
站台长度应确保我国所有型号动车组中最长列车

的停靠需求，同时还应留有一定冗余以保证在司机停
靠存在一定误差时列车也全部在站台范围内。除少量
17 辆编组“复兴号”外，目前我国重联状态下最长的

动车组型号为 CRH380D，长度为 430.6 m，单列最长的

道防线的作用，因此出站应答器至警冲标间的距离
应满足列车紧急停车的要求，保证列车不冲出警冲
标范围。之前的列控系统中引导模式的允许速度为
20 km/h， 考 虑 到 CRH3 型 动 车 组 以 25 km/h 在 2‰ 的
下坡道，紧急制动距离为 53 m，附加车头至应答器
信息接收单元的距离 5 m，因此出站应答器距警冲标
不应小于 58 m。

2. 5

出站应答器与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

考虑到车载应答器接收天线与地面应答器为准的

动车组型号为 CRH1E，长度为 428.9 m，可见当前站台

匹配关系 ［3］，根据 《CTCS-3 级列控系统应答器应用原

2. 2

离出站信号机的距离不应小于 20 m，同时应答器组内

长度有约 20 m 的冗余，满足动车组列车的停靠要求。

2 个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

2 个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是指同一到发线出站信号

机与反向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该距离的确定依据主
要是在早期列控系统技术条件下，当列车侧向进站仅

则》 的要求，出站应答器组宜靠近站台端设置，且距
相邻应答器间的距离为 5 m。

3

技术标准变化及对到发线有效长的影响分析

接收到轨道电路的 UUS 码，而未接收到进站应答器信

3. 1

度进入车站，在股道接收到 HU 码后采用最大常用制动

长度范围应设在平道上，当设在坡道上时不大于 1‰。

型动车组以 85 km/h 的初速度在连续 2‰ 下坡道上的最

一为 45 km/h。

2. 3

以部分监控模式进站，此时应属非正常情况，列车只

息的特殊情况下，列车转为部分监控，以 80 km/h 的速
的停车距离，停车距离是以制动距离相对较长的 CRH2
大常用制动距离为依据确定的 ［1］，即为 540 m。

停车标与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

动车组进站停车时需要按照列控系统的一次控车曲
线行驶，我国列控系统在计算控车曲线时均考虑到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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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
从坡度来看，我国相关标准规定 ［4］：到发线有效

从列控系统来看，已将部分监控模式下的列车限速统

从逻辑上来看，当进站应答器丢失后，列车转而

需保证在进入股道接收到 HU 码时采取最大常用制动后
的停车点不超出警冲标即可 ［5］，强制要求其停在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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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机前是没有依据的。以制动力较差的 CRH380BK

型动车组为例，其以 50 km/h 初速度在 1‰ 下坡道上的
最大常用制动距离为 172 m，远小于站台长度。

综上所述，部分监控模式下的动车组制动距离不

应再成为 2 个出站信号机间距离的限制因素。

3. 2

停车标与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

在实际中经常出现停车标与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
过大或过小的情况，当二者距离过大时，意味着停车
标更靠近站台中部，导致部分较长的列车进站时无法
保证车身全部在站台范围内；当二者距离过小时，则
会导致司机二次停车，影响行车效率 ［6］。因此停车标
与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应当大于列控系统最大常用制
动的安全防护距离，同时保证列车停稳后尾部在站台
范围内。
目前我国各型列控系统 （包括 300T、300S、300H、

200H 等） 均将紧急制动曲线、常用制动曲线的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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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分析，停车标至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应
不小于 40 m ［7］，即 x1+x2+x3≥40。

当列车对标停车时，司机驾驶室与停车标对齐，

列车头部越过停车标约 5 m，此时最长型号的列车 （即
长编组复兴号，以 440 m 计） 尾部应全部在站台范围
内，450-x4- （450-5） ≥0。

同时，当列车对标停车时，应保证列车头部不超

出站台范围，同时给司机操纵留有一定冗余 （5 m），
要求 x4≥10。

列车最前面轮对未压上出站方面的轨道电路时，

列车头部不应越过警冲标，x1≥5。

根据应答器设置原则 ［8］，其距出站信号机应不小

于 20 m，x2≥20。

应 答 器 组 内 相 邻 应 答 器 间 的 距 离 为 5 m， 因 此

x3≥5。

到发线的有效长越短越有利于压缩工程投资、提

护距离分别由 50 m/60 m 压缩至 30 m/40 m，因此目前停

高行车效率 ［9］，因此目标为到发线有效长最小，即

3. 3

作用是防止停站列车在出站信号机未开发时，司机误

车标与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最小保持 40 m 即可。

出站应答器与警冲标间的距离

目前我国列控系统已经将引导模式下的最高允许

min （450+2x1+2x2+2x3）；同时考虑到出站应答器的主要
操作启动列车 ［10］，因此应在保证到发线有效长最小的

速度统一为 40 km/h，当 CRH380BK 型动车组以 45 km/h

前提下，尽量压缩列车撞到应答器前的启动加速距离，

站应答器与警冲标间的距离已远不能满足引导模式下

通 过 对 上 述 模 型 求 解 ， 可 得 x1=5、 x2=35、 x3=5、

初速度进行紧急制动时，制动距离长达 249 m，因此出

即 min （x3+x4）。

司机误操作后的安全防护需求，继续保持原 58 m 的距

x4 =10，此时的到发线有效长为 540 m，相比目前压缩

4

见图 3。

离没有意义。

当前技术条件下的高速铁路到发线有效长

了 110 m。 优 化 后 的 到 发 线 各 技 术 设 备 布 置 方 案

优化
4. 1

高速铁路到发线有效长计算
为便于分析，将出站信号机至警冲标、出站应答

器至出站信号机、站台边缘至出站应答器、停车标至
站 台 边 缘 的 距 离 分 别 用 x1 、 x2 、 x3 、 x4 来 代 替

（见图 2）。

图3

4. 2

高速铁路到发线有效长优化布置示意图

优化方案验证
对立折作业和重联摘解作业进行分析，验证该方

案的可行性。
立折作业以最不利的 17 辆编组复兴号为例进行检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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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车站到发线有效长分析图

算，两侧停车标间的距离为 430 m，列车长 440 m，由
于对标停车时列车头部超出停车标 5 m，因此其停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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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两端司机室对应站台两侧停车标，满足立折要求。
重联摘解作业则以我国最长的 8 辆编组 CRH380D

型动车组为例 （列车长 215.3 m），要求重联和摘解后的

列车司机室均能在停车标范围内，以便组织后续发车。
组织重联作业时，重联后的列车长约 431 m，显然满足

在站台范围内的条件；摘解作业时，需要将列车移动
5 m 以上，因此 2 列车外侧车头间距 436 m，外侧司机
室间距约 426 m，小于停车标 430 m 的间距。

综上，本方案可满足最长列车的立折作业和短编

组列车的重联摘解作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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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ngth of arrival-departure track is the key technical index of HSR station,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project investment and train opera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tting
effective length of arrival-departure track of HSR in China and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effective length of
arrival-departure track.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China's train control system in recent years, considering
safety and efficiency comprehensively, the calculation model of effective length of arrival-departure track was
establish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ive length of arrival-departure track can be reduced to
540m under the current technical conditions.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on the layout of relevant technical
equipment of arrival-departure track,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cheme under the operation scenarios of return
upon arrival, coupling and decoupling wa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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