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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工业设计视角对城市轨道列车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列车的安全性、舒适宜人性、美学和文化特性，使

其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 首先，结合相关标准，阐述了我国 6 类城市轨道列车的主要外形特征；然
后，概括提出了城市轨道列车端车和中车车体造型设计、车体涂装设计时应重点考虑的共性约束因素和关键参数
取值范围，总结给出了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的相关要点；接着，围绕司机室驾驶界面和客室旅客界面，对我国城
市轨道列车车内环境设计研究进行了综述，明确了这两大界面设计各自研究的现状及侧重点；最后，对我国城市
轨道列车工业设计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指出应进一步加强列车-线路-人文多要素耦合理论与设计方
法、列车车内空间及界面系统优化设计与综合评价技术和列车车内视觉环境评价与优化设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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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urban rail vehi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design helps to improve train
comfortability，safety，aesthetics，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so as to promote the image of the cities. Firstly，the
main sha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x types of typical urban rail vehicles in China are illustrated with the relevant
standards. Then， the key points of exterior design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general constraints and key
parameter range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form design of leading vehicles， tail vehicles and middle
vehicles， and car body coating design. Next， for the interior design including driving interface and passenger
interface， the existing related literatures are reviewed and the status quo and focus of the two interfaces are
clarified. Finally，the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design of urban rail trains in China is summarized and forecasted
from three following aspects: multi-element coupling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y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of vehicles，lines，and humanity，optimization design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echnology for both interior
space and passenger interface as well as interior visual environment of the vehicles.
Key words: urban transportation; rail vehicle; industrial design; exterior design; interior design

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

系统，共 7 种类型

[1-3]

. 城市轨道交通是解决拥堵的重
[4]

分，包括市域快速轨道系统、地铁系统、轻轨系统、

要途径，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在我国的急速发展 ，各

有轨电车系统、磁浮系统、单轨系统、自动导向轨道

型列车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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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的核心是将文化要素导入工业生产体

工业设计，上述公司的城市轨道列车整体技术含量

系，形成兼具功能与文化属性的工业产品，并已被

高，外观极具艺术性、文化性和观赏性，内室环境界

[5]

20 多个国家纳入国家战略 . 城市轨道列车的工业

面友好宜人，能使列车与城市文化和景观相融合，是

设计是要基于既有或前瞻性技术，从人-车-环境系

提升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

统的角度，对列车外观造型、车身涂装、内室环境、

本文对我国城市轨道列车工业设计在车体特

关键功能设备、照明、材料质感及一切与驾乘人员相

征、外观设计、车内环境设计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关的物件或环境进行研究，使其更加符合人的安全、

进行了综述，分析并总结提出了其发展趋势.

[6]

舒适宜人、审美、文化认同等综合需求 . 国外美观

城市轨道列车车体主要特征

1

并 具 文 化 特 色 的 城 市 轨 道 列 车 主 要 有 Siemens、
Alstom、Bombardier 和 Ansaldo-Breda 等公司的多型
产品

[7-8]

. 同时，国外城市轨道列车主要从虚拟样机研
[9]

城市轨道列车通常由头车、尾车与若干中车编
组成列投入运营. 在 7 种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市域
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既可采用速度在 120～160 km/h

究预测设计方案的客观乘坐舒适度 ；从司机心理

的地铁车辆或专用车辆，又可选用中低速磁浮列

测试评估来提升司机室环境质量以降低司机误操

车

作，从旅客乘车满意调查、行为观察、人机工程对车

是根据调研和我国相关标准

内座椅布局、车门、振动、噪音和灯光等进行研究来

6 种类型城市轨道列车的主要外形尺寸及特征，以

提升列车的综合舒适度，以及从通用设计角度研究

及基于调研整理获得的 6 种类型城市轨道列车的典

提升特殊旅客搭乘列车的便捷与舒适
表1
Tab. 1

轻轨列
[2,19-20]
车

[2,16-26]

整理获得的其余

型外观.

我国 6 种类型城市轨道列车的主要外形、特征及对应的典型列车

车体基本尺寸（长，宽，高）/m
端车

中车

A型

23.60，3.00，3.80 22.00，3.00，3.80

B1 型
（受流器车）

19.60，2.80，3.80 19.00，2.80，3.80

B2 型
（受电弓车）

19.60，2.80，3.81 190，2.80，3.81

典型车
辆编组

单节车厢车门（单侧）/m
端车

中车

6辆
或8辆

5 对，
宽 1.30～1.40，
高≥1.80

5 对，
宽 1.30～1.40，
高≥1.80

4、6 辆
或8辆

4 对，
宽 1.30～1.40，
高≥1.80

4 对，
宽 1.30～1.40，
高≥1.80

4 轴车
（C-Ⅰ）

19.80，2.60，3.70

6 轴车
（C-Ⅱ）

11.60，2.60，3.70 7.20，2.60，3.70

2、4 辆
或6辆

8 轴车
（C-Ⅲ）

11.60，2.60，3.70 7.20，2.60，3.70

3辆

1辆

4 对，
宽≥1.30，
高≥1.80
2 对，
宽≥1.30，
高≥1.80
2 对，
宽≥1.30，
高≥1.80

1 对，
宽≥1.30，
高≥1.80

12.50，（2.65 /
2.40），3.60

（6.00～12.50），
3辆
（2.65 / 2.40），
或6辆
3.60

2 对，
宽≥1.30
（单门 0.80），
高≥1.85

1～2 对，
宽≥1.30
（单门 0.80），
高≥1.85

浮车型

（5.00～7.00），
（2.65 / 2.40），
3.60

（6.00～9.00），
（2.65 / 2.40），
3.60（长）；
（3.00～.006），
（2.65/ 2.40），
3.70（短）

5辆
或7辆

1～2 对，
宽≥1.30
（单门 0.80），
高≥1.85

0～2 对，
宽≥1.30
（单门 0.80），
高≥1.85

铰接型

4.80，（2.65 /
2.40），3.60

6.50，（2.65 /
2.40），3.60

4～9 辆

1 对，
宽≥1.30，
高≥1.85

1 对，
宽≥1.30，
高≥1.85

单车型

有轨电
[2,7,21]
车

. 由于重视

，因此该系统所采用的列车未作专门规定. 表 1

Main shapes,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sponding typical vehicles for six types of urban rail vehicles in China

车辆类型

地铁列
[2,16-18]
车

[10-14]

[2,15]

典型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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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ontinued Tab. 1
中车

典型车
辆编组

组合型

4.80，（2.65 /
2.40），3.60

6.50，（2.65 /
2.40），3.60

3辆

导轨式胶轮
电车

8.50，2.20，2.95

有轨电
[2,7,21]
车

磁浮列
[2,22-24,27]
车

电磁悬浮
（EMS）
电动悬浮
（EDS）
跨坐式列车

单轨列
[2,25,28]
车

自动导向
轨道列
[26,29]
车

车体基本尺寸（长，宽，高）/m
端车

车辆类型

单节车厢车门（单侧）/m

8.00，2.20，2.95 3～6 辆

27.20，3.70，4.20 24.80，3.70，4.20
（高速）或15.00， （高速）或14.00，
4～10 辆
3.00，3.70
3.00，3.70
（中低速）
（中低速）

14.80，2.90，5.30 13.90，2.90，5.30 4～6 辆

非对称钢轮-钢
轨型（悬挂式
列车）

1～2 辆

“工”字轨道
梁悬挂型（悬挂
式列车）

3辆

非对称悬挂胶
轮型（悬挂式
列车）

2辆

SAFEGE 型（悬
挂式列车）

2～3 辆

中央导向型（中 （11.00～13.00），（2.65～2.85），
央/中央沟）
（3.30～3.70）
两侧导向型

（12.00～13.50），（2.00～3.20），
（3.65～3.75）

分析现有城市轨道列车设计的相关标准，发现
我国目前还未发布关于各种悬挂式单轨列车车体设
计的标准性文件，当前设计该类型列车时缺少可参
考的依据. 在上述 6 型城市轨道列车中，除高速磁浮
[22]

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 500 km/h 外 ，其余类型的列
[30]

车最高运行速度通常为 80、100 km/h 或 120 km/h .
高速磁浮列车的外观造型设计与高速列车相似，需

1辆
或多辆

端车

中车

2 对，
宽≥1.30，
高≥1.85

2 对，
宽≥1.30，
高≥1.85

1 对，
宽≥1.30，
高≥1.85
1～3 对，
宽≥ 0.90，
高≥1.95
（高速）或
宽≥1.30，
高≥1.80
（中低速）
2 对，
宽≥1.30，
高≥1.80

1 对，
宽≥1.30，
高≥1.85
1～3 对，
宽≥ 0.90，
高≥1.95
（高速）或
宽≥1.30，
高≥1.80
（中低速）
2 对，
宽≥1.30，
高≥1.80

≥ 2 对，
宽≥1.90，
高≥1.96

≥ 2 对，
宽≥1.90，
高≥1.96

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

2
2.1

端车造型设计
列车车体外形的纵向对称面型线和最大轮廓线

是决定列车外观造型的两条最基本特征线，且变化
集中在端车的司机室车体部分

[32-33]

，详见图 1. 城市

轨道列车车体造型设计的重点应该是基于标准性文
[16-26]

要系统考虑空气动力学对造型的约束 ，整车流线

件

型程度较高；而其余的城市轨道列车造型受空气动

和车体造型设计.

[31]

典型列车

、总体设计要求，聚焦于列车的端车头型设计

力学影响相对较小，外观造型的自由度相对较大. 我

1） 头部长度 L1. 列车的端车长度是由头部长度

国上述 6 种类型城市轨道列车的主要外观特征可概

L1 与剩余部分车体的长度 L2 组成，我国对除了悬挂

括为：高速磁浮列车的端车头部流线型长度大，整车

式列车外的城市轨道列车端车长度 L 均有规定. 尽

流线型程度高；其余类型城市轨道列车的端车头部

管细长的头部有助于减阻降噪和流线型造型的设

总体上短而钝，整车流线型程度相对较低.

计

[32-33]

，但 L1 取值过大会导致端车的载客空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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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头部外形纵向对称面型线. 在具体设计中，高速磁

[33]

列车的取值一般不大于 3.00 m ，有轨电车的取值

浮列车和最高运行速度不小于 120 km/h 的城市轨

[7]

通常不大于 1.95 m . 其余列车的取值可结合最高运

道列车应将端车头型设计与空气动力学相结合，端

行时速并参考上述数据加以确定.

车头部宜设计成流线型以降低车头阻力和气动噪

2） 纵向对称面型线前端角 α 和前窗倾角 β. 头

声

[33-34]

，其头部外形纵向对称面型线应符合图 2 中

部外形的纵向对称面型线可简化成由图 1 中的顶

的基本型 1（图 1 中倒角弧线半径 R1 和 R7 取值较

点 a、鼻锥顶点 b、导流点 c、底部点 d 和其他关键点

大）；速度不大于 100 km 的城市轨道列车造型呈多

有序围合成的闭合线条；前端角 α 能够反映端车头

样化，多数端车的 α ≥ 90°；通常 β ≤ 90°，但少数会

部的基本形态，可简化为由点 a、b、c 有序围合成的

略大于 90°，图 2 中的基本型 1 和基本型 2 （图 1 中

一个角；前窗倾角 β 也直接关系到头车的气动性能、

R1 和 R7 取值较小）均适用于该速度级别的城市轨道

美观程度和司机视野范围

[7, 32-33]

. 这 4 个关键点直接

列车；由于悬挂式列车使用环境的不同，多数端车

影响到纵向对称面型线中 a—b 和 b—c 之间的形态.

的 α，β ≥ 90°（图 1 中点 b 最大可上移至点 b′ 处，点

现有各型城市轨道列车均将 α 设计成有助于

c 最大可前移至点 c′ 处），形态多为图 2 中的基本

使 a—b 或 b—c 之间形成一条或多条直线或圆弧平

型 3 （图 1 中 R1 和 R7 取值较小），甚至连俄罗斯有

滑过渡的曲线形态. 图 2 是 3 种基本的城市轨道列

轨电车 Russia one 的端车也采用了该颠覆性的形态.

R6

纵向对称
面型线

R6

R1

α

R1

H1

b
c′

R5
f1

c

δ R4
i1′

最大
R5 轮廓线
f2

R4 δ
i2′

g1
d

i1

H2

L1

R2

ε
R3

g2

i2

e2

f2

L2
L

轨面

b

γ

H3

H3′

β

最大轮
廓线

f1

W

H2′

R7

e1

h2

h1

b′

γ

a

H1′

轨面，仅针对悬挂式列车

仅针对跨坐式列车
和 EMS 磁浮列车

(a) 车体纵向对称面型线和纵截面
上投影的外形最大轮廓线

(b) 车体在横截面上投影的
外形最大轮廓线

(c) 车体在水平面上投影的
外形最大轮廓线

图 1 城市轨道列车车体外观造型简化模型
Fig. 1 Simplified shape model of urban rail vehicle body
a

a
b

a

曲面玻璃

[7,32]

；端车前窗玻璃的外形尺寸均呈增大的

发展趋势.

b

3） 端车底部/顶部距轨面高度（H1/H1′）. 对于悬
挂式列车，H1′ 是端车顶部与轨面间的距离；对于其
余类型列车，H1 是端车底部与轨面间的距离. H1/H1′
b

的取值既影响列车的整体视觉效果，又影响车体下部/

c
c
d

(a) 基本型 1

c
d

(b) 基本型 2

d

(c) 基本型 3

上部设备受气流的冲击大小. 端车的该值应在满足
车限和安全间隙的前提下尽可能小，地铁列车的该
[33]

图 2 3 种基本的城市轨道列车头部外形纵向对称面型线
Fig. 2 Three basic outlines of longitudinal symmetrical
surface for leading car of urban rail vehicles

值可为 0.20 m .
4） 大轮廓线前端角 ε 和侧墙倾角 γ. 列车头部
外形的最大轮廓线可简化成由图 1 中的关键点 f1、

前窗采用平面、单曲面或三维曲面玻璃也直接

e1、b、e2、f2 和其他关键点有序围合成的闭合线条，其

影响到端车头型外观. 图 2 中的基本型 1 宜优选三

形态也与列车的造型和气动性能密切相关 . 头部

维曲面玻璃，基本型 2 和基本型 3 宜优选平面或单

外 形 的 最 大 轮 廓 线 前 端 角 ε 可 简 化 为 由 点 e1、 b、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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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构成的一个角；司机室侧墙与车身侧墙倾角 γ 为

定：端车 L1 值越大，纵向对称面型线前端角 α、前窗

图 1 中 e1—f1 或 e2—f2 的内倾角，ε 和 γ 均能够反映

倾角 β、鼻锥高度 H2 和最大轮廓线前端角 ε 的值总

端车流线型程度的高低. 通常在满足司机室内部功

体上越小（但 H2′ 需越大），头部造型趋于流线型；

能空间和视野的要求下，采用图 2 中基本型 1 的列

L1 值越小，则 α、β、H2 和 ε 的值总体上越大，头部造

车，点 f1、e1、b、e2、f2 有序围合成的轮廓为一条过渡

型趋于短而钝.

光滑的组合圆弧曲线，γ 值一般小于 10°，ε 通常为一

2.2

司机室车体后部及中车车体设计

钝角，图 1 中倒角弧线半径 R2 和 R3 取值一般较大；

列车车体间通常由长度 500～800 mm 的风挡

采用图 2 中基本型 2 和基本型 3 的列车，这 5 个关

连接. 车体的造型要素包括典型车辆编组、车体基本

键点有序围合成的轮廓为一条在点 e1 和 e2 处转折

尺寸、车门和侧窗的尺寸及布置、车体横截面形状.

明 显 的 线 条 ， 且 γ 值 通 常 接 近 4°， ε 接 近 或 等 于
180°，图 1 中 R2 取值通常较大，R3 取值通常较小.

城市轨道列车的车辆编组、端车和中车车体基
本尺寸范围、车门尺寸及单侧车门数量参见表 1，结

5） 体横截面形状及侧墙夹角 δ. 车体在横截面

合该表中的典型列车分析可得：端车和中车车体的

上投影的外形最大轮廓线也与列车的气动性能和外

最大横截面形状应符合车体在横截面上投影的外形

观有直接关系. 如图 1 所示，城市轨道列车的车体可

最大轮廓线，且保持一致；最高速度不小于 100 km/h

简化为由点 h1、f1、g1、g2、f2、h2 有序围合成的闭合线

的车型对车体气密性和侧墙刚度要求较高，通常侧

条，其中点 h1、f1、g1 和点 h2、f2、g2 分别构成了车体左

窗面积相对较小；最高速度不大于 80 km/h 的地面

侧 和 右 侧 的 侧 墙 形 状 ， δ 就 是 车 体 侧 墙 h1— f1 和

或高架城市轨道列车通常采用面积相对较大的侧

f1—g1 或 h2—f2 和 f2—g2 所构成的夹角. 按照该角度
[7]

的不同，车体可分为 3 种基本形态 ，如图 3 所示：
当 δ 为一明显的钝角且倒角弧线半径 R5 值较小，则
构成鼓形车体（基本型 1）；当 δ 为 180°，则构成平面
车体（基本型 2）；当 δ 为一钝角且 R5 值特别大，则
构成弧形车体（基本型 3）. 3 种车体的侧墙底部倒角
弧线半径 R4 和顶部倒角弧线半径 R6 大小并无规
律，其取值应在符合车辆限界和相关技术要求前提
下，根据造型需要来进行设定. 跨坐式列车和
EMS 磁浮列车结构较为特别，车体下部存在“内
凹”形态，点 i1、i1′、i2、i2′ 位置应根据具体要求来确

窗，可增大旅客观光的视野范围和采光量.
2.3

车体涂装设计
车体涂装设计就是基于相关约束，充分考虑旅

客心理感受和线路环境，通过涂装使列车具有良好
的安全性、可识别性、视觉美感、文化认同感，甚至
满足商业广告传播的需要

[35-36]

. 涂装设计宜优先选择

能够反映目标城市或线路文化特征的单一主调色，
且主调色应易于识别；宜优先选择主调色的补色或
对比色作为辅助色，且辅助色应为单一辅助色，益于
装饰，形式可为色块、色带或图形；采用大面积的色

定. 通常弧形车体适合头部长度 L1 取值较大的流线

块涂装有助于侧窗、车门等相对分散的细部在视觉

型造型列车，而鼓形车体和平面车体适合头部长度

上形成统一，采用色带有助于增强列车各车厢之间

L1 取值较小的钝头造型列车.

的视觉联系和统一，采用抽象或具象的图形则可在

h1

统一的色彩中增加细节变化，增添装饰美感，塑造文

h1

h1

[7]

化氛围 .
此外，文献[37]建议跨座式列车车身涂装使用
能让视觉重力分布感觉均匀的元素，兼顾从左到右

f1
f1
g1

i1′
i1

(a) 基本型 1

f1

g1

的视觉阅读习惯，合理利用方位、大小、面积来协调
i1′
i1

(b) 基本型 2

i1′
g1

i1

(c) 基本型 3

图 3 3 种基本的城市轨道列车车体外形横截面型线
Fig. 3 Three basic outlines of cross sections
for urban rail vehicle body

平衡感，配合整体外观造型传递出安全、稳固、有力
的视觉心理信号. 文献[38]提出设计时要考虑到列车
的整体性、环境性和功能性因素，先对客车特征、开
行环境、同类车型涂装进行详细调查，再选取与之协
调的主调色和辅助色.
2.4

1） 设计程序. 列车造型设计程序有 4 个重要阶

6） 关键参数对造型的总体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
成果总结可得：当端车最大宽度 W 和高度 H3/H3′ 一

外观设计要点

[39]

段 ：设计准备→概念设计→计算机辅助外观设计

西

1324

南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第 56 卷

和气动仿真分析→计算机辅助内室设计和人因仿真

250 mm 时对司机损伤最少；文献[46]可用于指导操

分析.

纵台操控器件、显示屏和指示灯的布局设计；驾驶界

2） 设计应遵循形式美法则. 造型方案既要体现
列车的稳定感又要体现动态感，设计中应遵循比例

面的色彩设计可参阅文献[47]；照明与防眩光设计
可参阅文献[48].
2） 司机室人机适配评估研究. 人因仿真是用来

与尺度，均衡与稳定，统一与变化，过渡与呼应等形

评估列车设计方案人机适配合理性的常用方法，内

[7]

式美法则 .
3） 设计应体现城市地域文化. 造型设计中常以

容包括司机室人-椅-操纵台的人机适配仿真、单司

目标城市、线路的典型建筑、动物、器物等物质文化

机上/下肢可达域仿真、信号视野仿真、侧窗逃生仿

载体，或习俗、图腾等非物质文化载体为优选元素，

真等 ，JACK 、CATIA

[39]

TM

TM

TM

和 IC.IDO

是我国列车

[39, 49-50]

结合城市文化定位，通过形态仿生将提取的文化元

人因仿真常用的工具

素耦合到列车设计方案，文献[8, 39-41]提供了参考

列车人机评估的标准，目前在进行分析时仅有 UIC

案例.

651 、GB/T 6769 、GB/T 5914.1 、TB 3264 可供

2.5

[42]

小

. 我国缺少各型城市轨道

[51]

[52]

[53]

[54]

参考，逃生侧窗尺寸可参阅 EN 45545-4 ，信号视野

结

上述研究侧重于聚焦列车车体的外观，相关成
果奠定了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的理论基础，明确

仿真则无统一参考依据.
3.2

客室旅客界面设计

了车体外观造型和涂装是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的

1） 客室席位布局. 调研发现高速磁浮列车通常

两大核心研究内容，同时也给出了可供各型城市轨

提供横向布置的座席；多数地铁列车提供纵向布置

道列车车体造型设计优选的关键参数取值范围、参

的座席和由立杆、横杆或吊环拉手等构成的立席；多

考设计流程，以及车体外观和涂装的设计要点等. 但

数中低速磁浮列车、有轨电车、轻轨列车、自动导向

是，城市轨道列车通常是在特定的城市、特定的线路

轨道列车和单轨车提供横向布置的坐席和由立杆、

上运营，列车外观对旅客的影响较为直接，是决定旅

横杆或吊环拉手等构成的立席. 坐席和立席的设置

客对列车整体满意的重要因素，因此结合目标运营

数量直接影响到客室席位的布局设计，文献[17]规

城市的地域文化、运营线路和旅客审美，进一步研究

定立席密度应为 6 人/m ，文献[55]提出了一种无辅

列车-线路-人文多要素耦合的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

助抓握件的扶手布置方案供设计参考.

2

2） 客室内关键功能设备. 座椅、立杆、横杆和吊

计理论与方法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3
3.1

环拉手是城市轨道列车客室的关键功能设备，关系

城市轨道列车车内环境设计

着旅客乘车过程的安全、舒适和宜人体验. 文献[56]

司机室驾驶界面设计

给出了纵向排布座椅的腰靠和座垫关键尺寸，文

尽管我国部分城市轨道列车已实现自动驾驶，

献[57]总结了横向排布座椅的关键参数，文献[58]给

但相关标准

[17, 21-23]

提出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仍需司

出了吊环拉手的关键尺寸和造型形态设计要点，文

机人工驾驶，因此驾驶界面的设计和评估都应以

献[56, 59-60]指出了乘客使用立杆和横杆的行为特

“司机”为中心，用以保证驾驶的安全性、提高操作

点并提出了设计参考，文献[61]给出了通用车厢的

[42]

的有效性、保障司机的职业健康. UIC 651 对机车

设计要点.

司机室设计有详细规定，但城市轨道列车车型多，司

3） 车内环境舒适性评价. 西南交通大学针对轨

机室空间差异大，线路差异大、信号不统一，当前国

道装备设计建立了可视化人因综合仿真分析平台 ，

内外没有标准性文件对各型城市轨道列车的司机室

实现了集行为观察→动作分析→动作捕捉→数字动

车内空间、信号视野要求、侧窗逃生、座椅及操纵台

素生成→人因仿真评估为一体的功能，可用于列车

设计等内容作统一规定，已有研究包括：

人机适配评估. 此外，文献[63]提出了一种具有文化

1） 以司机为中心的驾驶界面设计研究. 我国铁
[43]

[62]

氛围的列车客室环境色彩设计方法，文献[64]提出

路领域，除 TB/T 3091 规定铁路机车司机身高应不

从灯光设计来营造满足情感化需求的地铁内饰环境.

小于 160 cm 外，并无其他特殊要求. 司机生理特点、

3.3

[44]

小

结

座椅、操纵台、任务共同决定了司机的坐姿 ，文献[45]

城市轨道列车的车内环境主要由司机室车内驾

提 出 座 椅 水 平 距 操 纵 台 368 mm、 脚 踏 板 高 度 为

驶界面和客室车内旅客界面构成，上述研究成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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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紧密围绕这 2 大环境界面来开展研究. 在车内驾

在我国，城市轨道列车工业设计领域的现有研

驶界面设计方面，现有研究侧重聚焦司机并从人因

究主要集中在应用较广的地铁列车，对于轻轨、有轨

安全角度进行研究，从而为驾驶界面的布局、色彩和

电车及其他新型城市轨道列车，大量的研究都集中

人机尺寸设计提供依据；而在车内旅客界面设计方

在技术层面，在城市轨道列车造型设计、人机研究、

面，侧重以旅客为中心，从搭乘的舒适性、美观性和

乘坐舒适性研究、列车文化研究及评价方面还处于

文化氛围营造等角度进行研究与设计，用以保证旅

初期的摸索阶段. 同时，我国对城市轨道列车工业设

客在乘车过程中能够体验到舒适、宜人、美观、文化

计与评价理论还缺乏研究，未形成集城市轨道列车

认同等积极正面的综合感受. 总结可知，城市轨道列

外观设计、车内界面设计和人机适配设计于一体的

车车内环境既受相关技术标准和人因问题的约束，

工业设计与评价技术. 随着各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又受到线路环境、车内文化氛围和旅客审美等问题

在我国快速发展和建设，我国应从战略高度重视城

的影响，因此进一步辨识技术-人因-文化-美学的构

市轨道列车的工业设计. 如何从工业设计角度处理

成因素，从系统角度开展列车车内空间及界面优化

好列车与使用者、线路、相关环境及运营城市文化认

设计与综合评价技术研究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同等要素之间的关系，设计出环境友好宜人、使用舒

4

结论与展望
城市轨道列车工业设计既受到列车自身系统技

术特性的约束（车），又受到使用者（人）和使用环境

适便捷又具有典型线路或城市文化的列车成为了我
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目前亟待突破的一个发展方
向. 今后，我国在城市轨道列车工业设计方面的进一
步研究展望如下：

（环）的约束. 城市轨道列车工业设计的核心任务就

1） 列车线路人文多要素耦合理论与设计方法

是要通过研究各类与列车相关人员的生理特性、心

研究. 针对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需要研究旅客搭

理特性、乘车（作业）任务和行为特点，列车自身的

乘列车过程中对列车外形的视觉关注点，列车运行

技术特性，列车使用环境的特性，以及三者间可能存

沿线主要旅客的审美偏好、习俗、生活方式、心理需

在的相互作用特性，分别对各型城市轨道列车外观、

求和价值取向，以及线路、现有列车及相关典型人文

车内旅客界面和车内驾驶界面进行设计并评估设计

物质载体、大地景观和其他非物质人文载体，构建列

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技术、人因、文化、美学是影

车运行沿线典型文化元素库，提出文化元素的提取、

响城市轨道列车工业设计的核心要素，其中技术因

转化与设计重用方法，构建列车-线路-人文多要素

素主要涉及列车类型、编组、车限、车体关键尺寸、

耦合设计方法，并形成基于该方法的列车外观设计

车门参数、车内功能设施、车内照明、信息终端、紧

与评价技术.

急逃生和信号可见等，直接决定着列车外观和车内

2） 列车车内空间及界面优化设计与综合评价

环境的基本功能形态；人的因素主要涉及旅客人体

技术研究. 针对城市轨道列车车内环境界面设计，需

尺寸及百分位、典型驾乘行为及任务、驾乘动素、驾

要研究城市轨道列车空间及界面涉及的技术、人因、

乘负荷、乘车习惯与偏好、司机视野、应急反应等人-

美学和人文要素，构建列车车内环境界面设计要素

车适配问题，主要影响各型列车设计中司机和旅客

约束模型，提出考虑“技术-人因-文化-美学”的列

的安全、舒适宜人、减负等驾乘体验；文化因素主要

车空间界面设计或优化设计方法，建立环境友好的

包括文化元素载体的构成、典型文化元素的提取、文

列车车内空间与环境界面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提出

化元素的视觉转换、文化氛围的营造与表现等，关系

主客观相结合的城市轨道列车空间及界面综合评价

着列车设计方案是否能够体现目标城市/线路的典

系统，用于列车设计方案的筛选或优化设计.

型文化，影响着列车设计方案的文化认同度；美学因

3） 列车车内视觉环境评价与优化设计研究. 针

素主要有列车的形式美则、涂装配色、美学特性表现

对城市轨道列车车内视觉环境设计，需要研究列车

等，直接影响着列车设计方案的美观度. 结合目标城

车内环境与季节、地域、不同时间段人的主观感受，

市/线路环境、列车、司机和旅客特点，进一步挖掘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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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价技术，列车车内照明灯具类型、照明方式、

因-美学-文化多要素耦合角度开展研究，有助于从

车内空间布局、线路景观及天气对车内照明影响、照

系统角度提升城市轨道列车工业设计综合质量.

明对旅客的主观影响，明确影响列车车内视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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