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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速铁路运用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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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调度集中系统的发展历程，梳理总结调度集中系统在我国的整体运用情况，着重
分析目前我国普速铁路调度集中系统运用现状，并针对现存不足，以“减轻调度员工作强度、
集中化车站工作”为原则，在既有调度集中系统的基础上引入中心站与区域集控站的概念，提
出一种中心站集控方案；同时，对调度集中系统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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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调度集中系统 （CTC） 经过最近 20 年的快速发

我

展，目前已实现自动排路、安全卡控、计划管

化割裂现象、系统部署灵活性较低等问题；文献[3]提
到在客货运发展的新形势下，运输调度集中统一指挥

理、命令管理、无线进路预告、临时限速等功能，并

能力在不断弱化。以上相关文献指出在运输组织方式、

在高铁实现全覆盖，普速铁路也正在加快推进应用之

管理模式和技术层面上，CTC 系统的一些适配性问题。

中，比较好地满足了铁路运输指挥安全、高效的需要。

普 速 铁 路 推 广 应 用 CTC 是 铁 路 发 展 的 趋 势 ， 为 提 升

但随着我国铁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运输需求逐渐提
升，CTC 在应用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普速铁路应
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文献[1]提到现有调度集中
系统在运输过程中各分系统关系不协调、运输组织规
划不完善等；文献[2]提到既有 CTC 系统功能存在区域
基金项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研究开发计划项目

（K2019X010）
第一作者：王强 （1970—），男，正高级工程师。

E-mail：wwwqiang@tom.com

通信作者：费振豪 （1978—），男，正高级工程师。

E-mail：feizhenhao@casco.com.cn

- 46 -

CTC 在普速铁路运用的可行性，深入分析普速铁路特

点及 CTC 系统的运用现状，提出 CTC 在普速铁路的运
用方案。

1

CTC 发展历程
调度集中系统源于美国，1927 年首次在纽约中央

铁路应用，并命名为 CTC 系统。CTC 系统的集中控制

有效减少了现场运输人员的投入，在欧美、日本得到
广泛应用。我国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展 CTC 系统研发，
可将这一时代的 CTC 系统称为 CTC1.0 系统，但由于当
CHINA RAILWAY

2020/08

运 营 维 护

调度集中系统在普速铁路运用方案探讨 王强 等

时通信技术制约、列车调车频繁收放权等因素，
CTC1.0 系统在我国没有得到成功应用。

2003 年，在分析我国铁路运输的特殊性后，原铁

道部组织研究开发了适应我国国情的分散自律 CTC 系
统 ， 并 于 2004 年 发 布 了 《分 散 自 律 调 度 集 中 系 统

除高铁实现了全覆盖外，在普速铁路运用达到 2.6 万 km，
其中中心操作方式车站占 32.7%，车站调车方式车站占

27.4%，车站操作方式车站占 39.9%。然而，相对于高

速铁路而言，普速铁路 CTC 系统的运用情况尚不理想，
主要原因如下：

（CTC） 技术条件》（暂行修订稿）（科技运函 〔2004〕
15 号），可称之为 CTC2.0 系统，并成功在西宁—哈尔盖

段铁路开通使用。分散自律 CTC 系统的显著特征是根

据不同车站作业性质，创新地提出了中心操作、车站
调车和车站操作 3 种操作方式。3 种操作方式下可根据

车站实际作业情况，分别对列车进路、调车进路控制
权限在中心调度员和车站值班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也可进行动态切换。3 种操作方式的提出，较好地解决
了 CTC1.0 系统中列车调车频繁收放权的问题，实现了

中心调度员和车站值班员之间的协同工作。另外，
CTC2.0 系统实现了封锁区段禁入防护、分路不良区段

确认空闲防护、无网停电区段禁入电力牵引机车防护、
超限列车接发股道防护、办客列车停靠站台股道防护
等一系列安全卡控措施，提高了行车作业的安全性。
随着技术发展和总结 CTC 系统在普速铁路和高速

铁路的应用经验，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在 2016 年推出了

Q/CR 518—2016 《调度集中系统技术条件》，该技术条

件将高铁中新增功能和接口进行了详细规定，同时也
纳入普速铁路的列车、调车一体化控制，进一步提升
了 CTC 系统的安全性、适用性，应用该技术条件标准

（1） 普速铁路由于运输组织模式的原因，列车种
类较多、车站作业多，尤其是调车作业较频繁、货运
列车运用时分不确定、天窗时间不确定等因素，造成
计划临时调整较多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CTC

系统按图排路的兑现率和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 ［5-6］。
由于调度员在组织行车的同时，还需要兼顾施工命令
等工作，如果在调度台划分不尽合理、调度员人员配
备不足等情况下，调度员工作量是较为繁重的 ［7］。因
此，普速铁路 CTC 调度员普遍反映工作强度大、压力
大等。

（2） 目前已建成使用的 CTC 系统中绝大多数属于

CTC2.0 设备。CTC2.0 系统具备控制区段内所有列车进

路计划自动办理功能，人工只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干预，
如大站自触时机的选择、大站股道运用调整、非正常
情况下人工办理等，列车进路办理效率大幅提升，但
CTC2.0 系统在调车功能上相对薄弱，由于没有实现与

现车系统结合，缺乏准确、自动化的调车计划来源，
使得系统调车进路自动化触发未能实用化，而调车进
路控制上又存在一定的多变性和灵活性，对于调车作

的系统称之为 CTC3.0 系统。2019 年，在 CTC3.0 系统的

业频繁的客、货运站而言，在实际运用中，大多技术

控） 方案，进一步减少了调度员的工作量，并提高了

业人员宁可使用按钮按压的方式来办理调车进路，导

基础上，提出“中心站+区域集控站”（简称中心站集
车站作业集中办理能力。
CTC 系统针对调度指挥特点，相应整合了调度员

工作内容，行调岗位设置列车调度员、助理调度员。
列车调度员主要负责列车运行图调整、列车调整计划
的及时下达、列车到发线的合理运用；助理调度员负
责列车运行监控、非正常情况下信号直接控制，以及

站采用 CTC 系统的车站操作或车站调车方式，甚至作
致无法体现 CTC 系统集中一体化操作的功能优点 ［8］。

（3） 为使 CTC 系统实现联锁设备自动触发、车机

联控等功能的良好运用，车站采用计算机联锁设备，
沿线覆盖 GSM-R 网络等相关配套装备是必要的。目前
全路普速铁路计算机联锁的覆盖率约为 50%，GSM-R

网络覆盖率约为 30%，也影响了 CTC 系统更好地推广

调度命令拟制下达等工作。CTC 系统的运用，促使调

运用 ［9-10］。

度和车务工作分工以及人员配置发生了变化 ［4］。

3

2

普速铁路 CTC 运用状况分析
截至2019年底，全路应用CTC系统的线路达6.1万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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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3.0 系统和中心站集控方案
近年来，面对普速铁路运输组织的复杂性，以及

大型枢纽和技术作业站的一些特别应用需求，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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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提升 CTC 的运用效果，在 CTC2.0 系统基础上进一

为进路办理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提升了技术站的行车

CTC 中心站集控方案。

3. 2

步开展研发和功能提升，形成了 CTC3.0 系统方案和

3. 1

作业安全保障。

CTC3. 0 系统

CTC 中心站集控方案
该方案以“减轻调度员工作强度、集中化车站工

CTC3.0 系统针对 CTC2.0 系统在普速铁路运用的不

作 ” 为 指 导 原 则 ， 在 既 有 CTC 体 系 的 基 础 上 ， 采 用

适应性，主要在以下 3 个方面进行了功能提升：一是将

“中心站+区域集控站”方案，即由中心站值班员和信

优化为调度员至车站值班员再到自律机设备，赋予车

只保留车站操作和车站调车 2 种，将调度员的股道运用

CTC2.0 系统的计划由调度员直接下达至自律机设备，

号员实现对多站的集中操控 （见图 1）。CTC 运用方式

站值班员对调度员计划进行细化补充的职权，解决了

和信号执行、监督的相关工作下放至中心站值班员，

一站多场等枢纽站调度员无法掌握股道运用和站间线

将中心站周边若干集控站的列车、调车进路办理统一

别选择问题；二是实现了调车进路自动化控制，与现

集中至中心站。中心站设置集控台，为值班员提供统

车系统进行结合，解决了调车作业计划来源的问题，

一的计划管理、股道运用和信号执行、监督界面。该

调车进路办理实现了无信折返道岔自动单锁、分路不

方案可有效分担普速铁路调度员的工作强度，多站集

良区段道岔自动单锁、调机号自动跟踪等功能，真正

中又可有效解决行车密度小、调车作业量少的车站人

实现列车调车进路一体化控制；三是 CTC3.0 系统纳入

员工作量不饱满问题，解决了现场人员集中和生活便

防溜、上水、吸污、乘降、列检、货检等作业流程作

图1

利性等问题，符合发展趋势。

中心站集控方案示意图

随着 CTC3.0 系统和中心站集控这 2 种方案在普速

调车作业与接发列车作业频繁交叉的线路上，采用中

挥 CTC 集中控制功能，实现行车岗位的优化设置。针

控制模式，并将配属专用调机的车站优先选为中心站。

铁路推广运用，将大幅提升 CTC 系统的使用效果，发
对具体线路情况可进行合理选择运用方案，例如，可
在货运专线、调车作业与接发列车作业干扰少的线路
上，采取 CTC3.0 中心操作方式为主，由列车调度员通

过 CTC 中心实现列车/调车进路按计划自动选排；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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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站集控方案，将调度集中控制模式改为中心站集中

4

建议和展望
总结 CTC 系统应用现状，并结合当前信息化、智

能化发展趋势，对 CTC 系统未来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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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一步推进普速铁路 CTC 系统的应用，通过

与现车系统结合，实现技术站的列车调车一体化控制，
提高 CTC 系统在技术站的适应性。

（2） 建立以 CTC 系统为核心的车站多岗位联动系

统，利用车站有线/无线局域专网等传输媒介，在满足
信息安全隔离的前提下，实现值班员、助理值班员、
客运、列检、货检等多岗位的行车信息共享和联动。
（3） 建立以 CTC 系统为核心的行车大数据分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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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Scheme of 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 System to
Conventional Railway
WANG Qiang1, FEI Zhenhao2,3

(1. Engineering Design and Appraisal Center, China State Railway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844, China;
2. CASCO Signal Ltd, Shanghai 200071, China;
3. Shanghai Intelligent Railway Scheduling and Command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2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 system,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of the 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 system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 system to the conventional railways in China.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central station and regional centralized control st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a scheme of centralized control at the central stati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and in the principle of“alleviating work intensity of the dispatchers and centralizing station
work”
; meanwhile, suggestions are raised for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 system.
Keywords: 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 system; conventional railway; central station; regional centralized control

station; C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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